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恩典 

耶穌說：「我也不定你的罪。」            約翰福音8章1 1節         

在耶穌的教導中，有關絕對的標準和絕對的恩典，看似相
互矛盾。 

耶穌絕不會降低上帝絕對的標準。正如耶穌回應有錢的少
年官說：「所以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
福音 5 章 48 節）。律法師問耶穌什麼是最大的誡命，耶穌的
回答是：「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的上帝」（22 章
37 節）。事實上，沒有任何人可以遵守這些命令，達到上帝
完美的標準。 

但這位耶穌也慈愛地預備了絕對的恩典。祂赦免了行淫的
婦人、十架上的強盜、堅稱不認識祂的門徒，還有曾以迫害基
督徒聞名的掃羅。上帝的恩典是絕對的，且涵蓋所有的人，甚
至也臨到那些把耶穌釘十架的人。正如耶穌在即將離世時，祂
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做的，他們不曉得。」
（路加福音 23章 34 節） 

多年來，一想到耶穌要求的絕對標準，我就覺得自己很不
配，以致忽略了祂的恩典。然而，當我明白這標準和恩典的信
息時，我便回去查考聖經，發現耶穌的生命和祂的教導，都貫
穿著恩典的信息。 

恩典是給那些絕望、缺乏、心靈破碎和軟弱的人。換言之，
恩典是給我們每一個人的。                                                                              

感謝天父，祢以浩大的恩典洗淨我們的罪。 

願我們的生命能讓人看到我們已得著赦罪之恩，並與祢恢復關係。 

耶穌已滿足律法完美的要求，我們在祂恩典中，得享完全的平安。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7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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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4 

中文堂 
YouTube 480 

中文堂(线上) 111 中文堂线上 399 经常 $8,847.60 
    宣教 $500.00 

中文堂 
Zoom 29 

    建堂 $0.00 
週间聚会   神学生 $100.00 

Echo (线上) 44 祷告会(中) 
(线上) 62 

  爱心 $0.00 
青少年(线上) 61 週六聚会 5/23  以上只计入了线上奉献 

儿童(六) 26 祷告会(英) 
(线上) 14 

中文堂 28 合计 $9,447.6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40 中文堂(二)线上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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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总人数-399) 
保罗 查考《路加福音》15:1-32（线上） 摩西 1 查考《尼希米记》第 4章（线上） 

约瑟 查考《启示录》第 1章（线上） 摩西 2 专题—信仰与生活（线上） 

喜乐 查考《列王纪下》第 1章（线上） 摩西 3 查考《使徒行传》28:1-22（线上） 

良善 大卫鲍森旧约纵览之创世记（线上） 摩西 4 查考《箴言》第 9章（线上） 

信实1 查考《马可福音》1:14-34（线上） 摩西 5 查考《马可福音》15:16-47（线上） 

信实2 查考《雅各书？4:1-10（线上） 摩西 6 查考《哥林多后书》8:16-9:15（线上） 

信心(六) 黄维仁《亲密之旅》录像第 8章（线上） 仁爱 查考《加拉太书》4:12-31（线上） 

东区 1 查考《约翰福音》4:19（线上） 和平 1 查考《箴言》第 14章（线上） 

东区 2 查考《哥林多后书》第 12章（线上） 和平2 查考《哥林多后书》5:9-21（线上） 

东区 3(六)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11章（线上） 西南 1 查考《约书亚记》第 11-12章（线上） 

温柔 查考《出埃及记》第 22章（线上） 约书亚(隔周六) 暂停 

佳音 查考《马太福音》第 6章（线上） 恩慈 
西区联合聚会 
-在基督裡建造家庭 

节制 1 查考《约翰福音》第 7章（线上） 忍耐 

节制 2 查考《希伯来书》第 11章（线上） 恩典(隔周五) 

AGAPE 1 

专题—亲密之旅 

常青 查考《彼得前书》4:1-6（线上） 

AGAPE 2 IFG 查考《路加福音》第 16章上（线上） 

AGAPE 3 多加(二) 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 8:1-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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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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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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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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庄志祥弟兄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张杭弟兄 

讚美...............敬拜万世之王.........................黄锡惠.会众 
                       有一位神 
                       进入祢的同在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祷告............................................................................张杭弟兄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录像)..............祢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诗班 

信息...............................合神心意的人.................余子吉弟兄 
                                      使徒行传 13:22  撒母耳记上 30:1-25 

回应诗歌..........................奇異恩典..................................会众 

献祷............................................................................张杭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张杭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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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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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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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本週 (5/31-6/6)— 民数记 19-章 

本週金句  
 我尋得耶西的兒子大衛，他是合我心意的人，凡事要遵行我的旨意。                                   

                                  - 使徒行傳 13:22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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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伊利诺州阶段性重启计划（参见右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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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lwechurch.org 首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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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夏季成人主日学网上註册今天 (5/31)午夜截止，
Zoom 课程的开设将给弟兄姊妹带来极大便利，请
把握时机。上课所用的进入号码将通过註册信息寄
给报名的弟兄姊妹，请预备上课者务必报名。请扫描上方的
报名二维码。如果上网报名有困难，请联络教会秘书。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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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请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访问教会网站「资源」栏目，
阅读或下载五月号或往期电子版《活水》月刊，
http://lwechurch.org/resources/Ministries_MonthlyLetter.aspx。 

6. 请 K-5 年级儿童的家长提醒和陪伴孩子一同参加每週六晚上
7:30-8:20 的儿童線上崇拜(Zoom 进入号码 818-6042-5476)。 

7. 请 5 岁以下幼儿的家长带孩子参加每週二中午 12:00-12:30
「圣经故事在線」，並广邀朋友带孩子一同参加(Zoom 进入号
码 868-6549-3313)。 

8. 2020 中西部 ABC 基督徒教育大会将於 6 月 13 日(週六)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在線上举行，21 位讲员，2 场主题，30 堂专
题，详情与报名请参考 www.LES.edu/mw-abc。 

9. 代祷 
华欣牧师週末带领南加州 Lake Forest 基督教会网上退修会，
求主保守带领。 

请继续为全球的疫情祷告。 
          

 
 

分階段重啟計劃的說明 

 
以下是根據伊利諾州政府網站信息摘錄整理的說明，供弟兄姊妹

參考。 
伊利諾州目前處於分階段重啟計劃的第三階段。 

聚會：允許 10 人或 10 人以下的所有聚會，但此限制可能會根據最
新數據和指導進行更改。  
旅行：旅行應遵循伊利諾州公共衛生部(IDPH)和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
中心(CDC)批准的指導。  
醫療保健：遵守公共衛生部(DPH)批准的安全指導，所有醫療保健提
供者均可開放。  
教育和兒童保育：P-12 學校和高等教育進行遠端學習；遵守公共衛生
部(DPH)批准的安全指導，可開放有限的兒童保育和暑期專案。  
戶外娛樂：州立公園開放；允許 10 人或 10 人以下團體活動，並保
持社交距離。  
商業: 
▪ 製造業：遵守伊利諾州公共衛生部(IDPH)批准的安全指導並保持

社交距離，非必需製造業可重新開放。 
▪ “非必需”商業：“非必需”商業的員工可根據風險水平，在伊

利諾州公共衛生部(IDPH)批准的安全指導下返回工作崗位，在可
能的情況下大力鼓勵遠端工作；鼓勵僱主為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弱勢員工提供便利。  

▪ 酒吧和餐館：只允許送貨、自取和得來速(drive-through)。  
▪ 個人護理服務和健康俱樂部：理髮店和沙龍在伊利諾州公共衛生

部(IDPH)批准的安全指導下進行開放；健康和健身俱樂部可以在 
IDPH 批准的安全指導下提供戶外課程和一對一的個人培訓。  

▪ 零售：根據伊利諾州公共衛生部(IDPH)批准的安全指導，在有容
量限制的情況下進行開放，包括佩戴口罩。  
若您希望瞭解更多信息和相關更新,請訪問伊利諾州政府官網。 
Restore Illinois Plan： 
https://coronavirus.illinois.gov/sfc/servlet.shepherd/document/downloa
d/069t000000BadS0AAJ?operationContext=S1 
階段性重啟計劃中文說明：
https://coronavirus.illinois.gov/sfc/servlet.shepherd/document/downloa
d/069t000000BbPG2AAN?operationContext=S1  

 
【溫馨提示】（摘譯自 DuPage Medical Group 網站） 

隨著天氣轉好，在戶外度過時光是許多家庭期盼的事情。通過
在戶外繼續保持社交距離，可以幫助保護自己和家人。以下是一些有
用的提示： 
1. 計劃您的一天並制定路線：如果您要返回工作場所或需處理某個

特定的日常事務，請預先設計您的路線並做好相應的計劃。例
如：觸摸扶手、座椅、電梯按鈕等處之后要習慣性清潔手部，故
您需要隨身攜帶濕紙巾或旅行裝洗手液。 

2. 在公共場所需始終戴好口罩以保護自己和他人。 
3. 儘管一些零售商店已開始營業,仍請盡量安排有目的、一次性的購

物，並盡可能在非高峰時間外出。 
4. 在公共場所時，注意與他人之間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  
5. 最重要的是，要繼續經常性地清洗和消毒雙手。 

 

http://www.lwechurch.org/
http://lwechurch.org/resources/Ministries_MonthlyLetter.aspx
http://www.les.edu/mw-abc
https://coronavirus.illinois.gov/sfc/servlet.shepherd/document/download/069t000000BadS0AAJ?operationContext=S1
https://coronavirus.illinois.gov/sfc/servlet.shepherd/document/download/069t000000BadS0AAJ?operationContext=S1
https://coronavirus.illinois.gov/sfc/servlet.shepherd/document/download/069t000000BbPG2AAN?operationContext=S1
https://coronavirus.illinois.gov/sfc/servlet.shepherd/document/download/069t000000BbPG2AAN?operationContext=S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