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信心的行為 

 這樣看來，人稱義是因著行為，不是單因著信。                       
                                             雅各書2章2 4節 

在南加州，有個小教會的基督徒以實際的行動向人展現上
帝的愛。他們聚集在當地的一家自助洗衣店，為經濟拮据的居
民洗衣服，回饋社會。他們一起清洗和摺疊衣服，有時還為這
些受助者提供熱食或日用品。 

一位同工表示，參與這樣的服事，最大的回報是能與人有
實際的接觸，並聽到他們的故事。這群基督徒本於與耶穌的關
係，藉著愛的言語和行動活出信仰，使他們能與人建立真摯的
友誼。 

使徒雅各清楚表明，人若承認自己是基督徒，那麼，每次
憑愛心以行動去服事人，就是表明自己的信心，因「信心若沒
有行為就是死的」（雅各書 2章 14-17 節）。我們只要相信耶
穌基督，就能得稱為上帝的兒女，但只有當我們透過服事他人
來服事上帝時，才能活出信靠並跟隨耶穌的基督徒樣式（24
節）。信心與服事就像身體與靈魂一樣密不可分（26 節），
當基督在我們心中動工，藉著我們為祂作工時，就能展現出基
督的大能！ 

耶穌在十字架上流血捨命，以完全的愛洗淨了我們。當我
們領受這份恩典，便當憑信心帶出服事人的行動，藉此來回應
祂的愛。 

主耶穌，願我們的生命能滿溢出祢那完全、潔淨的愛， 
好讓我們將祢的愛傾注在別人的生命中。                                                                             

有誰曾如何幫助你更深地體會耶穌的愛？ 

你如何透過愛的言語和行動表明你對基督的信心？ 

选自《灵命日粮》2019 年 12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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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11/1 

联合崇拜 
YouTube 

405 
中文堂(线上) 161 中文堂线上 368 经常 $15,814.00 
  青少年 60 宣教 $1,000.00 

中文堂 
Zoom 29 

    建堂 $0.00 
週间聚会   神学生 $550.00 

中文堂现场 24 祷告会(中) 
(线上) 63 

  爱心 $0.00 
Echo 

104 
週六聚会 10/31  以上只计入了线上奉献 

Youth 祷告会(英) 
(线上) 11 

中文堂小组 23 合计 $17,364.00 
儿童 79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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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聚会-368） 

保罗 查考《路加福音》21:27-38 摩西 1 查考《撒迦利亚书》第 2章 

约瑟 查考《启示录》13:11-14:5 摩西 2 查考《创世记》27/《罗马书》14 章 

喜乐 查考《列王纪-下》第 15章 摩西 3 查考《哥林多后书》第 1章 

良善 查考《马可福音》2:18-3:6 摩西 4 查考《哥林多后书》第 7章 

信实1 看黄维仁博士录像和讨论 摩西 5 专题-传福音 

信实2 查考《使徒行传》4:23-37 摩西 6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16章 

信心(六) 查考《出埃及记》第 12章 仁爱 观看大卫鲍森《约伯记》纵览录像 

东区 1 查考《约翰福音》9:35-41 和平 1 在線联谊聚会 

东区 2 观看大卫鲍森《启示录》第 4课录像 和平2 查考《加拉太书》3:15-29 

东区 3(六)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25章 西南 1 查考《马可福音》9:14-37 

温柔 查考《马可福音》第 3章 约书亚(隔周六) 暂停 

佳音 查考《马太福音》第 17章 恩慈 感恩分享 

节制 1 查考《约翰福音》第 20章 忍耐 查考《创世记》第 17章 

节制 2 查考《约翰壹书》第 2章 恩典(隔周五) 暂停 

AGAPE 1 查考《约翰福音》18:28-19:3 常青 查考《犹大书》17-25节 

AGAPE 2 查考《约翰福音》18:28-40 IFG 查考《约书亚记》第 4章 

AGAPE 3 查考《约翰福音》16:16-24 多加(二) 查考《路加福音》9:4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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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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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邹宁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余子吉弟兄 

讚美...................万福恩源....…......................赵匀婷.会众 
                           十架的爱 
                           永远的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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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音乐敬拜神.............................诗班 

信息...........................你的信心在哪里?................邹求仲弟兄  
                                                         雅各书 2:14-26 

回应诗歌...........................信靠顺服.................................会众 

献祷........................................................................余子吉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余子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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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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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乐............................................................................邹宁姊妹 
 

 

每日读经  
            本週 (11/8-11/14)—撒下 5-17 章 

本週金句  
我的弟兄們，若有人說自己有信心，卻沒有行為，有什麼益處呢？

這信心能救他嗎？     
                                       - 雅各書 2:1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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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季成人主日学网上报名今天开始，开设六门课程 
(参见右栏)。请弟兄姊妹踊跃上网报名，在真道上
努力追求。请扫描右侧二维码註册。 

3. 请弟兄姊妹积极参与宣教奉献和祷告支持，认献将在下个主
日(11/15)截止。尚未拿到宣教手册、认献表的，请到教会领
取，或实名发 Email 到 info@lwechurch.org 索取电子版。请凭
感动填写信心认献表。目前认献$102,260(完成 70%，差距
30%)，祷告勇士 70 位(已达 47%，差距 53%)。 

4. 11 月 22 日将召开会员沟通大会，就 2021 年教会预算、新任
咨询委员和执事候选人等提案与会员沟通。请教会会员们预
留时间，具体会议细节另行通知。 

5. 为进一步推动落实「从社区到地极」的宣教異象，在原定的
11 月 29 日「福音主日」之前，增加 11 月 27 日（週五）的
「福音之夜」。届时各小组聚会暂停一次，改为全教会联合
网上福音聚会。请弟兄姊妹不仅自己预留时间，也广邀慕道
朋友参加。请为福音之夜的讲员冯欣长老和福音主日的讲员
冯秉诚牧师代祷，求主大大动工，让多人悔改信主。 

6. 请报名 11 月 29 日感恩节洗礼的弟兄姊妹今天下午 1:30 参加
受洗班第二课。新会员会籍申请 11月 15日截止。请发Email
到 info@lwechurch.org 索取申请表，会籍班 11/22 下午 1:30 上课。 

7. 关怀部发起年度感恩奉献，向牧师和牧职同工表达感谢。连
续三个主日(11/8、11/15、11/22)有爱心特别奉献，请註明
「爱心」，截止日后收到之爱心奉献将进入普通爱心基金。 

8. 教会社区服务中心近期将再度与 MorningStar Mission 合作，
发起以家庭为单位的 2035(徒 20:35)爱心行动，向有需要的
人捐赠冬衣(新或旧、大人或儿童的冬季大衣均可)。鼓励弟
兄姊妹与家中青少年和儿童一同参与。可直接送至该机构並
顺便参观(需事先电话预约 815-722-5780)，也可在教会办公
室开放时间送到教会，收集时间为 11 月 15 日至 12 月 1 日。 

9. 中文堂继续开放小范围实体聚会，弟兄姊妹自愿登
记参加（目前登记人数上限 20，不含同工），请扫
描右侧二维码报名。若有调整，会通过小组微信
群、「活水在線」和教会网站 http://www.lwechurch.org 发通知。 

10. 国际爱穆协会本週五晚至週六(11/13-14)举办 2020 年 Zoom
「爱穆体验週末」，报名链接 https://forms.gle/MvRs3eSBL8KStW8T9。 

11. 华牧师本週末带领奥斯汀华人教会网上佈道会，请代祷。 

 
 

冬季成人主日学开设课程介绍 
 
101 《基要真理》- 阮炜华、陈卫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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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恒、王怡彬 
本课程以 TEE 《丰盛的生命》为课本，藉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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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心继续追求的慕道友参加。 

207《创世记探宝》-徐意蓉 
常常，我们很自然的从福音书接受耶稣，从罗马书、书信熟悉基督信仰的教
义，从使徒行传了解福音的轨迹。创世记，离我们似乎太遥远，先放一放。  

罗马书 5:19 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从，众人
也成为义了。”  

--两个人，相隔 4000 年之遥，一个人在新约，一个人在创世记。  
加拉太书 4:29 说,“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著圣灵生的。现在也是
这样。” 

--这个故事，我们天天演绎，而原版在创世记。  
创世记是源头。时代汹涌的浪涛中，我们难免会问：我从哪里来，如何走到
这里？要往哪里去？创世记封存著古老珍贵的蓝图，为你指点迷津。 

207《用归纳法查箴言》-黄宗洋、傅德荆 
本課程以《一步一步學箴言—作智慧人》(上)一書的內容，引導學員以歸納
法研讀箴言，提高對箴言的了解、解釋能力與應用。該書以主題式的講解，
由淺入深，使人融會貫通，了解箴言的奧祕。每一步都包括: 「背誦鑰句」、 
「要旨」、「內容解釋」、「重點溫習」，更加上「分享與運用」使學員能
反思所得，紮實應用。箴言蘊藏許多神深奧的智慧和人倫道理，讓人反覆思
索、百讀不厭，使人更認識神的高超和人的有限，從而步出愚昧，邁向智慧，
經歷生命的改變，進入更丰盛的人生。     
本書為舊約教授劉少平所著，上課時需備該書，請報名登記，以便集体訂購。 

209《保罗生平和书信（二）》-慎玫 
本课程以使徒行传 15:36-18:23 描述的保罗第二次传道旅行为线索, 介绍保
罗写的相关书信和他的旅行同伴。学习保罗忠心侍奉主的生命榜样，培养在
事奉中的坚忍毅力，凡事信靠神。课程内容包括：  
1. 了解保罗第二次传道旅行的主要城市，建立的教会，旅行伙伴和发生的

主要事件  
2. 学习在第二次旅行时写的帖撒罗尼迦书信的内容和神学议题  
3. 从他生命的最后时候写给旅行同伴之一提摩太的书信, 学习保罗的门徒

训练方法  
课程使用 SEAN (Study by Extension for All Nations) International 材料，
以家庭作业和小组讨论分享的形式，鼓励每位学员活泼参与.  
课程要求：学员必须购买课本 ($13) ; 並按要求完成课前作业。只接受已完
成第一册的学员。   

313《认识神》-邹求仲 
你認識神嗎？你所認識的神，與神要你認識的祂一樣嗎？這門課程將從聖經
的启示，幫助我們明白神的屬性，進而幫助我們真正的認識神。希望藉由對
神的認識，讓我們找著人生的方向，使我們心靈的渴望得到滿足，並在神𥚃
得到真正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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