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不要憂慮！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5章7節 

美國演員兼幽默大師喬治·彭斯（George Burns）曾說：
「如果你問我：『長壽的關鍵是什麼？』我會告訴你，那就是
避免憂慮、壓力和緊張。其實即使你不問我，我也要讓你知
道！」彭斯一直活到 100 歲，享受將歡笑帶給人們的樂趣，他
顯然遵循自己的忠告。 

然而，我們怎麼可能不憂慮呢？因為人生是如此變幻莫測、
充滿了各種問題和需要。在第一世紀時，耶穌的跟隨者被迫四
散到亞洲各地，當時使徒彼得鼓勵他們說：「所以你們要自卑，
服在上帝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升高。你們要將
一切的憂慮卸給上帝，因為祂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 5 章
6-7 節） 

彼得的教導並不是要幫助我們逃避苦難 （9 節），而是
讓我們在遭遇撒但攻擊時，可以有平安與力量，站立得穩 
（8-10 節）；讓我們不至於陷入焦慮和愁煩之中，反而得到
自由，可以享受上帝給我們的愛，並彼此相愛。 

我們的目標不應該是長壽，而是在上帝賜給我們的年歲裡，
完全地活出以愛來服事主的生命。 

主啊，我承認自己背負了許多重擔，結果焦慮愁煩。 

我的心靈沉重難當，有時甚至徹夜難眠。 
當我倚靠祢時，求祢挪去我心中的沉重負荷。                                                                             

天父上帝從不會忘記任何事情，那麼我何必憂慮呢？─章伯斯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5 年 4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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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8/16 

中文堂 
YouTube 450 

中文堂(线上) 194 中文堂线上 374 经常 $7,075.00 
  青少年 暂停 宣教 $1,500.00 

中文堂 
Zoom 41 

    建堂 $0.00 
週间聚会   神学生 $0.00 

中文堂现场 26 祷告会(中) 
(线上) 60 

  爱心 $0.00 
Echo (线上) 

89 
週六聚会 8/15  以上只计入了线上奉献 

青少年(线上) 祷告会(英) 
(线上) 12 

中文堂 41 合计 $8,575.00 
儿童 62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68 中文堂(二)线上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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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总人数-374) 
保罗 查考《路加福音》19:1-10（线上） 摩西 1 张传道专题分享（线上） 

约瑟 查考《启示录》第 8章（线上） 摩西 2 查考创 20 章/罗 12 章（线上） 

喜乐 查考《列王纪-下》第 8章（线上） 摩西 3 查考《哥林多前书》第 8章（线上） 

良善 查考《创世记》第 45章（线上） 摩西 4 查考《哥林多前书》第 15章（线上） 

信实1 查考《马可福音》6:1-13（线上） 摩西 5 查考《彼得后书》1:1-11（线上） 

信实2 查考《使徒行传》2:1-13（线上） 摩西 6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5-6章（线上） 

信心(六) 专题--校园团契的见证与面临的挑战(线上) 仁爱 查考《雅各书》2:1-13（线上） 

东区 1 查考《约翰福音》7:45-52（线上） 和平 1 查考《箴言》24:1-16（线上） 

东区 2 查考《启示录》3:1-6（线上） 和平2 查考《哥林多后书》11:16-33（线上） 

东区 3(六) 查考《撒母耳记-上》17:1-6（线上） 西南 1 查考《马可福音》3:20-35（线上） 

温柔 查考《出埃及记》第 32章（线上） 约书亚(隔周六) 查考《马太福音》18:1-9（线上） 

佳音 查考《马太福音》第 12章（线上） 恩慈 查考《路加福音》第 21章（线上） 

节制 1 青林师母专题-如何带领小组查经（线上） 忍耐 回应华牧师主日讲道和冯牧师专题(线上) 

节制 2 查考《彼得前书》第 1章（线上） 恩典(隔周五) 查考《以赛亚书》第 38章 

AGAPE 1 查考《约翰福音》15:18-25（线上） 常青 查考《约翰壹书》2:12-29（线上） 

AGAPE 2 查考《约翰福音》15:18-27（线上） IFG 查考《路加福音》第 20章(下)（线上） 

AGAPE 3 查考《约翰福音》14:25-31（线上） 多加(二) 专题—亲密之旅-爱的探索（线上）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目前暂时均使用 Zoom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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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毅 Peter Lin 
630-428-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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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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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书：      周薇姊妹  

办公室助理： 朱巧姊妹  
电邮：     info@lwechurch.org       
网址：     http://www.lwechurch.org 

微信：    活水佳音(二维码)  
电话：     (630) 983– 5677             
传真：     (630) 355 – 6737(Ext.6019) 

地址 ：    1256  Wehrli Rd. Naperville, IL 605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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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第一堂：暂停 

    第二堂：上午十时卅分（直播）  
 

序乐 .......................................................................赵匀婷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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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圣哉，圣哉，圣哉.............陈建荣.会众 
                             诗篇三十二篇 
                             献己於主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华欣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录像).......................祢爱永不变...............................诗班 

信息...........................牧养、顺服与谦卑…..........张振华传道 
                                                         -最后的劝勉  

彼得前书 5:1-11 

回应诗歌...........................献上活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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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祷............................................................................华欣牧师 

殿乐........................................................................赵匀婷姊妹 
 

每日读经  
            本週 (8/23-8/29)—罗马书 4-12 章 

本週金句  
    所以，你們要自卑，服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
升高。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因為祂顧念你們。                                   
                                           - 彼得前書 5:6-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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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堂继续试行小范围实体聚会，弟兄姊妹自愿登记参加，
请扫描右侧二维码报名。试行过程中有可能做相
应调整。请密切关注微信公众号「活水佳音」、
教会网站 http://www.lwechurch.org 和小组微信群。 

3. 秋季成人主日学将开设七门课程，请弟兄姊妹踊跃上网报名，
在真道上努力追求。秋季课程仍採用 Zoom 网上课程的方式。
为了方便弟兄姊妹课后来参加实体崇拜，秋季 (9-11 月)课程
的上课时间改为早上 9:00-10:00，请弟兄姊妹注意。8 月的
上课时间保持不变。 

4. 为鼓励弟兄姊妹阅读基督教经典，教会将成立一
个「基督教经典阅读社」。由张振华传道和童劲
松弟兄组织带领。首期内容：加尔文的《基督教
要义》。阅读社採用平时自行阅读、每週四晚网上交流的方
式。九月一日正式开社，欢迎弟兄姊妹踊跃报名参加。请扫
描右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微信群。 

5. 《活水》月刊八月号今日发刊，请扫描右方二维
码或访问教会网站「资源」栏目阅读或下载。 

6. 芝华宣道与东西两岸的五个机构正在推动对黎巴
嫩的紧急救援，若弟兄姊妹有感动奉献，请用以下方式参与：
1. 支票 - 抬头请写： CCCM ，邮寄到： Chicago 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s，631 Illinois Route 83, Suite 204, Bensenville, 
IL 60106；2. 通过链接 https://cccmforhim.org/support，使用
Zelle、信用卡、ChaseQuickPay、QuickBooks等方式。付款时
请註明 Lebanon Relief（黎巴嫩贝鲁特救援）。芝华宣道
(CCCM)根据大家的需要将提供奉献收据。 

7. 2020 年妈妈祷告年会将於本週六(8/29)在网上(Zoom)举办。
请大家尽快至 https://forms.gle/AEstM53Lzxxb8xWu9 报名，
以便同工完成会前作业，寄发会议的进入号码。 

  

 
 

•  

 

1. 弟兄姊妹可以郵寄奉獻支票到教會 

2. 使用線上奉獻 

1) 通過自己銀行的「網上免費付賬服務」進行奉獻。

只需在收款人(Payee)一欄中填寫教會的全稱、

地址和電話，如下： 
Living Water Evangelical Church 

1256 Wehrli Road 

Naperville, IL 60565 

(630)983-5677 

2) 如果您的銀行可以使用 Zelle (Chase Bank 也叫 

Quickpay)，可以使用 Zelle 來轉帳捐贈到教會的

Zelle 賬戶: "treasurer-income@lwechurch.org"。

請在備註(Memo)上特別註明您的英文全名及住

址，以免因同名同姓而錯誤入檔。 

 
➢ 為使教會財務同工准确将奉献额登記到你的奉獻帳

戶，可在備註欄(Memo)處加註，如:經常(General)、
差 傳 (Mission) 、 愛 心 (Benevolence) 、 神 學 生
(Seminarian)、建堂(Building)等，若無任何加註，
则進入經常(General)基金。 

➢ 根据美国国税局(IRS)的规定，支票加註时不可写
具体人名或具体项目。 

 
   

 信息摘要  

   讲题: 牧养、顺服与谦卑-最后的劝勉         
经文: 彼得前书 5:1-11 

          

  特殊时期如何奉献？ 

http://www.lwechurch.org/
https://cccmforhim.org/support
https://forms.gle/AEstM53Lzxxb8xWu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