
 
*  灵修小品  * 

背負罪擔 

                不以惡報惡。                彼得前書3章9節         

馬爾科姆．亞歷山大（Malcolm Alexander）在被判入獄
服刑將近 38 年後，終於在 2018 年 1 月 30 日，走出監獄成為
自由之人，脫氧核糖核酸（DNA）的鑑定為亞歷山大洗脫了罪
名。他在一連串悲慘、不公義的審訊程序中，始終堅持自己的
清白。無能的辯護律師（後來被取消律師資格）、漏洞百出的
證據以及可疑的調查手段，造成這個無辜的人被判終身監禁，
蒙受近 40 年的牢獄之災。然而當亞歷山大最終獲釋時，卻表
現出寬容的肚量。他說：「你不能生氣，而且實在沒有多餘的
時間生氣。」 

亞歷山大的話展現了極大的寬容。若不公不義奪走我們
38 年的光陰，摧毀我們的名聲，我們應該會生氣憤怒。在漫
長心碎的年月裡，亞歷山大一直背負著不實的指控，但他卻沒
有被罪惡擊垮。至終他非但沒有絞盡腦汁去復仇，還展現彼得
的教導：「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彼得前書 3 章 9
節） 

聖經要我們更進一步，除了不要報復之外，使徒彼得還要
我們祝福對方（9 節）。我們寬恕那些屈枉我們的人，並祝福
他們能得到平安。這不是為他們的惡行找藉口，而是以上帝奇
妙的恩典來對待他們。耶穌在十字架上背負我們的罪擔，我們
既得著恩典，就當以恩慈待人，哪怕那些人曾經惡待我們。                                                                              

上帝啊，要我不以惡報惡實在很不容易， 

求祢幫助我活出祢的憐憫與恩典。 

你如何憐憫那些無故傷害你的人？你會如何祝福他們呢？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9 年 3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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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5/17 

中文堂 
YouTube 530 

中文堂(线上) 93 中文堂线上 388 经常 $16,876.53 
    宣教 $650.00 

中文堂 
Zoom 29 

    建堂 $0.00 
週间聚会   神学生 $100.00 

Echo (线上) 41 祷告会(中) 
(线上) 73 

  爱心 $0.00 
青少年(线上) 48 週六聚会 5/16   

儿童(六) 25 祷告会(英) 
(线上) 12 

中文堂 63 合计 $17,626.53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73 中文堂(二)线上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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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总人数-388) 
保罗 查考《路加福音》14:25-36（线上） 摩西 1 查考《尼希米记》第 3章（线上） 

约瑟 《启示录》概论（线上） 摩西 2 专题—寻找真神（线上） 

喜乐 《列王纪上》回顾（线上） 摩西 3 查考《使徒行传》第 27章（线上） 

良善 查考《创世记》第 40章（线上） 摩西 4 查考《哥林多前书》11:1-16（线上） 

信实1 查考《马可福音》1:1-13（线上） 摩西 5 查考《马可福音》15:1-15（线上） 

信实2 亲密之旅专题（线上） 摩西 6 查考《哥林多后书》8:1-15（线上） 

信心(六) 查考《歌罗西书》第 1章（线上） 仁爱 查考《加拉太书》3:26-4:11（线上） 

东区 1 查考《约翰福音》4:1-18（线上） 和平 1 查考《箴言》第 13章（线上） 

东区 2 专题—同心合意的祷告（线上） 和平2 观看福音见证视频/分享（线上） 

东区 3(六) 张传道带领《撒母耳记上》9:25-10:27(线上) 西南 1 查考《约书亚记》第 10章（线上） 

温柔 查考《出埃及记》第 21章（线上） 约书亚(隔周六) 疫情期间感恩分享会（线上） 

佳音 查考《马太福音》第 6章（线上） 恩慈 观看福音影片（线上） 

节制 1 查考《约翰福音》第 7章（线上） 忍耐 查考《创世记》第 1 章（线上） 

节制 2 查考《希伯来书》10:19-39（线上） 恩典(隔周五) 暂停 

AGAPE 1 查考《约翰福音》12:1-19（线上） 常青 查考《彼得前书》3:13-22（线上） 

AGAPE 2 查考《约翰福音》12:12-19（线上） IFG 查考《路加福音》第 15章（线上） 

AGAPE 3 查考《约翰福音》12:1-11（线上） 多加(二) 专题—疫情下的情绪管理（线上）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 

时间/地点 团契 联络人 团契 联络人 

週一/二 
多加团契 

週二上午 10:00 在教会 
吴宗蓉姊妹 
630-677-6994 

英文团契 
週一晚8:00在家庭 

Judy Chung 
847-280-1589 

週三 
祷告会 

晚8:00在教会 
教会办公室 

630-983-5677 
  

週五 

 Overflow(青/少年) 
晚8:00在教会 

Wesley Liou 
630-864-5677 

AWANA(孩童) 
晚7:50在教会 

张惠俐传道 
630-983-5677 

IFG(国际学生/青年) 
晚8:00在教会 

张杭弟兄 
630-718-1190 

英文团契 
晚8:00在教会或家庭 

 

Judy Chung 
847-280-1589 

週五 
晚 8:00 

在各小组组员家庭 
或租用场地 

 
 

西北区 

摩西一 俞基训弟兄 
630-416-8541 

东区 

东区一 
牟亮弟兄 

312-912-2908 

摩西二 寇正芳姊妹 
630-820-6538 东区二 

邹立弟兄 
630-908-9567 

摩西三 周怡姊妹 
630-335-4846 

南区 

保罗 陈列弟兄 
630-290-8031 

摩西四 林荣堂弟兄 
630-306-3118 

约瑟 林心玥姊妹 
630-226-0922 

摩西五 祖汤生弟兄 
630-862-8275 

  

摩西六 丁桂芳姊妹 
630-849-8688 

北区 

温柔 
戴兵弟兄 

630-765-0199 

东南区 

喜乐 黄钢弟兄 
630-387-9388 节制一 

张永康弟兄 
630-717-8082 

良善 曾红军弟兄 
630-355-9869 节制二 

李志红姊妹 
312-218-9695 

信实一 周春平弟兄 
630-717-6991 佳音 陈日东弟兄 

630-548-2210 

信实二 肖美琴姊妹 
630-210-1141 

西区 

恩慈 刘建军弟兄 
630-820-8557 

西南区 

仁爱 李燕凌弟兄 
630-888-0607 忍耐 陈伯群弟兄 

508-410-0748 

和平一 陈磊姊妹 
630-759-2968 

恩典 
(隔週) 

梁志刚弟兄 
630-344-3441 

和平二 焦玉波弟兄 
520-241-6199 

东北区 

AGAPE1 殷岚姊妹 
630-605-3758 

西南一 禹临晓弟兄 
630-731-9111 AGAPE2 刁惠敏姊妹 

630-888-5849 

查尔斯 
老人公寓 

常青 
(晚 7:30) 

王秀英姊妹 
630-324-0344 AGAPE3 王怡彬姊妹 

630-780-8354 

週六 

东南区-信心 
各组员家庭晚 7:30 

王璞弟兄 
630-696-0273 

西南区-约书亚(隔週) 
各组员家庭晚 7:00 

詹黎弟兄 
630-210-6522 

东区-东区三 
各组员家庭晚 7:00 

颜鑫亮弟兄 
630-207-7131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20 年 5 月 24 日 
 

二零二零年 年度主题 
在基督裡作新人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

灵感孕，由童贞女马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

多手下受难，被钉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

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

审判活人、死人。 

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

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

生。阿们 

 

 

 

 
代理主任牧师： 华欣牧师 
英文堂牧师： 甄子任(Barry)牧师 
中文堂助理牧师： 张振华传道  

儿童部传道： 张惠俐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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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    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65 

 

 

          
使
徒
信
经 

 

mailto:info@lwechurch.org


主后二○二○年五月廿四日                                                                                                        LWEC  2020 – 21 

 

 
  
 

 

 

 

主日崇拜程序 
第一堂：暂停 

    第二堂：上午十时卅分（直播）  
 

序乐 .......................................................................庄志祥弟兄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陈建荣弟兄 

讚美...............先圣之神.................................陈建荣.会众 
                       我的天父 
                       至圣的主/阿爸父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张振华传道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录像)......................上帝爱世人................................诗班 

信息............................承受福气的秘诀................张振华传道 
                                                       彼得前书 3:8-22 

回应诗歌......................主，我愿像祢..............................会众 

献祷........................................................................陈建荣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陈建荣弟兄 

三一颂 ............................................................ ..................会众  

主祷文................................................................................会众 

殿乐........................................................................庄志祥弟兄 
 

每日读经  
            本週 (5/24-5/30)— 民数记 7-18 章 

本週金句  
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召，好

叫你們承受福氣。                                   

                                  - 彼得前書 3:9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各地的弟兄姊妹和朋友与我们一同参加線上敬拜。一次
欢迎，永远欢迎。 

2. 教会将继续维持目前的線上聚会模式，如有变化会及时通知
弟兄姊妹，请大家密切关注教会网站首页的「要闻动态」、
教会微信公众号「活水佳音」和小组微信群信息和各项通知。
教会网址：http://www.lwechurch.org。 

3. 再次鼓励弟兄姊妹踊跃上网註册夏季成人主日学，在真道上
努力追求。本季课程内容丰富(参见右栏)， Zoom
课程的开设给弟兄姊妹带来极大便利，请把握时
机。请扫描右方的报名二维码。如果上网报名有
困难，请联络教会秘书。  

4. 居家隔离系列讲座第七讲「居家期间体会音乐的力量 — 合
唱艺术欣赏」明晚(5/25)8:00 Zoom 回放，欢迎错过讲座的弟
兄姊妹看回放並转告朋友。(Zoom 进入号码 953-7002-4173)。 

5. 关怀部和司提反事工开通了「活水热线」(630-448-0740)，
以爱陪伴、聆听在疫情中压抑、焦虑的弟兄姊妹和朋友。 

6. 《活水》月刊五月号今日发刊，本期仍停发纸
刊，请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访问教会网站「资源」
栏目，阅读或下载电子版月刊，也可找到往期月
刊 http://lwechurch.org/resources/Ministries_MonthlyLetter.aspx。 

7. 6 月 5 日和 7 月 24 日两个晚上的 7:00-9:00，本教会同工将
通过 Zoom 会议参与 UIUC 短宣，请有感动参加服事的弟兄
姊妹向顾锞弟兄报名。 

8. 代祷 
华欣牧师週末带领明尼苏达州双城西区基督教会的春季网上
退修会，求主带领。 

为芝华宣道「福音云」今天下午的网上聚会代祷。 
请继续为全球的疫情来到神的面前祷告祈求。 

          
 
 

 
夏季成人主日学开设课程介绍 

101 《基要真理》- 阮炜华、李友麟 
本课程以基督教经典信仰告白「使徒信经」为架构，系统地对基督教信
仰的基本内容作全面而又简约的介绍。课程以课堂讲授为主，並有诗歌、
祷告、见证分享、经文背诵等穿插其间，帮助学员明白真道，並在信仰
生活实践上打下坚实的根基。     

102 《初信造就—丰盛的生命》-陈威娟、慎玫 
本课程以 TEE 《丰盛的生命》为课本，借着课外作业和课堂讨论，帮助
弟兄姐妹清楚明白救恩的真意；认识基督徒的身份；建立正常的灵修和
祷告生活；並学习将圣经真理应用於日常生活，进而参与教会事奉，懂
得奉献的道理。 本课程主要为初信者所设；欢迎希望回到起点重温信仰
根基，並愿意帮助初信者成长的同工。也欢迎上过《基要真理》，並有
心继续追求的慕道友参加。 

201《旧约历史》-汪贤浩 
旧约在整本圣经中占超过三分之二的篇幅，是神的启示不可分割的部分，
也是我们生命不可缺少的灵粮。旧约的写作前后历时近一千五百年，涵
盖跨欧亚非三大洲古代近东地区波澜壮阔又错综复杂的政治宗教历史，
藉用丰富的文学手法，显示创造宇宙万物也用全能托住万有的独一真神
的圣洁，威严，慈爱，美善和丰盛恩典；是每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源泉、
动力和路标。本課程包括摩西五經到路得記。要求學員通讀聖經相應經
文一遍, 從神的揀選、神的救贖了解神的心意；從神的律法禮儀、民事典
章了解神對選民的預備與期盼；從進迦南了解神的同在；從士師記了解
脫離神的危機；從路得記了解神的預備與計劃；藉地理文物對舊約聖經
能有更深入的了解。歡迎所有弟兄姊妹參加。 
207《圣经单卷-启示录》-陈华傑 
《启示录》常常被认为是一卷比较难懂的书。启示录描述的事件是按照
时间顺序吗？两个见证人，妇人，兽，巴比伦是谁？怎样理解千禧年？
书里有很多旧约背景和象征性的描述是导致理解困难的一部分原因，并
且启示文体是一个很独特的文体。在这门课里我们将会一起来学习怎样
理解《启示录》所讲的内容和信息。并且更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学习
《启示录》对我们今天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要怎样按照神的心意生活。
《启示录》的主题包括：神掌权，基督的得胜，神对信徒的心意，神的
审判，新天新地的盼望等。欢迎弟兄姐妹们来一起学习、讨论、实践。  
313《灵命成长》-高青林（週二晚 7:30-8:30） 

基督徒的灵命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从重生得救到见主面的成圣
途中，分分秒秒方方面面都被三个敌人（老我，世界，魔鬼）围追堵截。
因信主耶稣而得着的新生命要突破重围不断成长，不可能自然而然的发
生。这次课程以 John Ortberg 的新经典名著 The LIFE you’ve always 
wanted(中译本《十个改变生命的属灵操练》)为线索，探索灵命成长的
道路，关注、认识并配合上帝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也实践促进属灵生
命成长的训练。 

404《散聚宣教学：北美华人教会宣教事工》-龚文辉、张振华、傅德荆 

散聚宣教学（Diaspora Missiology）是以传统宣教为基础，从学术角度探
讨人口散居的现象，以期有助完成主所赐大使命的一门学科。其宣教事
工包含四个方面： 

• 走向「散居人口」(missions to the diaspora)  
• 藉用「散居人口」(missions through the diaspora)  
• 超越「散居人口」(missions by/beyond the diaspora)  
• 联同「散居人口」(missions with the diaspora) 

本课程将介绍散聚宣教学基本概念、北美华人教会发展简史，并以北美三
间散居华人教会开展散聚宣教事工的四个方面为例证作简单神学分析，期
盼学员更多了解北美华人教会的背景、宣教状况及与拓展宣教事工的相关
信息与资源。             

 

http://www.lwe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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