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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過程 

 你們若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你們在認識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上，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 
                                            彼得後書1章8節 

威廉·金澤（William Zinsser）在他的著作《寫作的泉
源》（On Writing Well）中，提到許多作家都受到「以成敗
論英雄」的思維所影響，極度在乎文章或作品的銷售量，而忽
略了學習思考、計畫和組織的過程。金澤認為「若作者眼中只
有終點線，不給自己足夠的時間思索如何到達終點」，那麼所
寫出來的就會是一份雜亂無章的手稿。 

作家兼牧師陶恕（A. W. Tozer）將這原則應用在屬靈生
活上，他在著作《義人之根》（The Root of the Righteous）
中，提到人容易傾向「只關心結果……而忽略長出這果子的
根。」 

使徒彼得提醒初代教會的信徒們，活出基督樣式的生活，
以及有效地服事，都有其過程。他鼓勵他們在八個屬靈層面上
有所成長：信心、德行、知識、節制、忍耐、虔敬、愛弟兄的
心和愛眾人的心（彼得後書 1章 5-7 節）。彼得認為，若我們
充充足足地有這幾樣，就必使我們「在認識我們主耶穌基督上，
不至於閒懶不結果子了」（彼得後書 1 章 8 節）。 

上帝要我們經歷這認識祂的美好過程，並且保證這過程將
帶領我們進入有效的服事，使我們榮耀上帝的名。 

主啊，我們常常只想立即完全解決困難，但祢會按祢恰當的時間施恩動工， 

求主使我彰顯祢的良善、耐心和德行，光照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學習全然倚靠上帝的過程。 

摘选自《灵命日粮》2014 年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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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7 

中文堂 
YouTube 390 

中文堂(线上) 153 中文堂线上 363 经常 $7,325.00 
  青少年 68 宣教 $800.00 

中文堂 
Zoom 26 

    建堂 $0.00 
週间聚会   神学生 $50.00 

中文堂现场 28 祷告会(中) 
(线上) 57 

  爱心 $0.00 
Echo (线上) 

88 
週六聚会 9/26   

青少年(线上) 祷告会(英) 
(线上) 8 

中文堂 26 合计 $8,175.00 
儿童 63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595 中文堂(二)线上 16   
 

  服事 

时间 
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音 
控 

摄像&图控  
招  
待 

投  
影 

翻   
译 

  爱筵 
停车场 

班车 
远程停车 

本
週 

崇
拜
直
播 

张
振
华 

邹
求
仲 

陈
建
荣 

赵
匀
婷 

袁
恺
青 

韩  玥    戴瑞克 —  
梁
志
刚 

— ——— ——— 

下
週
宣
教
年
会 

崇
拜
直
播 

龚
文
辉 

华 
 

欣 

许
惠
琴 

庄
志
祥 

袁
恺
青 

韩  玥    戴瑞克 —  
胡 

 
捷 

— ——— ——— 

 

 

 

 

 

 

 

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总人数-363)（線上聚会） 

保罗 查考《路加福音》20:20-26 摩西 1 查考《以斯帖记》7:1-8:8 

约瑟 查考《启示录》11:1-14 摩西 2 查考《创世记》24/《罗马书》13 章 

喜乐 专题—圣乐与古典音乐 摩西 3 查考《哥林多前书》第 14章 

良善 查考《创世记》第 50章 摩西 4 查考《哥林多后书》第 3章 

信实1 查考《马可福音》8:1-26 摩西 5 查考《腓立比书》1:12-21 

信实2 查考《使徒行传》3:11-26 摩西 6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13章 

信心(六) 查考《出埃及记》第 8章 仁爱 查考《雅各书》5:1-6 

东区 1 查考《约翰福音》8:38-47 和平 1 查考《箴言》第 28章 

东区 2 看大卫鲍森录像--启示录第 2课 和平2 查考《加拉太书》第 1章 

东区 3(六)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21章 西南 1 查考《马可福音》6:30-56 

温柔 查考《马可福音》1:1-15 约书亚(隔周六) 暂停 

佳音 查考《马太福音》第 14章 恩慈 查考《路加福音》第 23章 

节制 1 查考《约翰福音》第 17章 忍耐 看大卫鲍森录像—创世记 4 

节制 2 查考《彼得后书》第 1章 恩典(隔周五) 暂停 

AGAPE 1 查考《约翰福音》17:20-26 常青 青林师母答疑--约翰壹书 5:12-21 

AGAPE 2 专题—亲密之旅 IFG 查考《路加福音》第 24章 

AGAPE 3 查考《约翰福音》15:18-27 多加(二) 撒种的比喻—路加福音 8: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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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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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求仲弟兄 

讚美...................敬拜主…………..................陈建荣.会众 
                           使命 
                           复兴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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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我来就祢.............................诗班 

信息................................天国的阶梯....................张振华传道 
                                                       彼得后书 1:5-11 

回应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会众 

献祷........................................................................邹求仲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邹求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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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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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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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本週 (10/4-10/10)—哥林多后书 4-10 章 

本週金句  
所以弟兄們，應當更加殷勤，使你們所蒙的恩召和揀選堅定

不移。你們若行這幾樣，就永不失腳。                      

                                - 彼得後書 1:1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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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堂继续开放小范围实体聚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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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是宣教月，宣教年会将於本週五(10/9)和週六(10/10)晚
上，以及主日(10/11)上午举行，由龚文辉牧师担任讲员，请
弟兄姊妹全程参加，週五和週六晚上各小组聚会暂停一次。
年会週五和週六晚使用 Zoom，主日仍然使用 YouTube 直播
和 Zoom 转播，详情见右栏。宣教年会手册已经制作完成，
请弟兄姊妹崇拜聚会后或週间办公室开放时间到教会大厅来
领取手册，一家一份。 

4. 宣教月祷会今天(10/4)下午 2:30-3:30 在線举行，欢迎弟兄姊
妹连線参加(Zoom ID 980-0583-0792，进入码 12345)。 

5. 新执事提名今日(10/4)截止，请将提名表投入推荐箱。 

6. 请愿意成为教会正式会员的弟兄姊妹到教会网站「文档」栏
目下载和填写会籍申请表(转会籍的弟兄姊妹须在本教会固
定聚会超过 6个月)，如有问题可联络王怡彬执事或周薇姊妹。 

7. 请扫描右方二维码或访问教会网站「资源」栏目阅
读或下载《活水》月刊九月号。 

8. 教会 20週年纪念特刊正在征稿编辑中，鼓励弟兄姊
妹继续投稿，数算主恩。稿件请寄 info@lwechurch.org，或联
络周薇姐妹。 

9. 肢体 
黄义刚弟兄的父亲黄保罗牧师於 9 月 29 日晚安息主怀。根
据黄牧师的遗愿，将不举行追思礼拜。求主亲自安慰黄师母、
义刚、心玥和所有家人。 

 

 

2020 宣教年会 
从社區到地極 — 散聚宣教 

【三堂主题信息】 
散居民的追求—我們成為宣教士  

 10月 9日(週五)晚 8:00(Zoom) 

散居民的宣教—中国人在非洲  

 10月 10日(週六)晚 7:30(Zoom) 

散居宣教的教會(徒 11:19-13:3)   

 10月 11日(主日)早 10:30(YouTube/Zoom)  

Zoom ID 93444490195 密碼 12345；或识别右方二维码 

YouTube 链接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T0lHpGP73ia-

hgVeeMPrQ/live 

或识别左边二维码 

 

【讲员-龚文辉牧师】 

龔文輝牧師，來自中國大陸，曾作民工、電子工程師與企

業家。1999 年 9 月，躊躇滿志來美建造 「財富 500 強」私營

企業，被邀去教會，聽聞福音，認罪悔改，接受耶穌基督為個

人救主與生命之主，蒙主恩召從此生命翻轉，定意跟從主，事

奉主。2002 年 8 月開始帶職事奉，廣傳福音、領人歸主、建立

教會。從 2008年 5月開始，成為全職宣教士，被本教會活水福

音教會差派，曾通過友愛中華 COM 與海外基督使團 OMF，先

在美國、後在非洲從事散居華人宣教事工。 

龔牧師目前是華人散聚事工 CDM 差會國際事工主任，該

差會致力于幫助華人教會動員、裝備和差派宣教士，在散居華

人及華人所在的其他族群中造就主門徒，履行大使命。 

龔牧師已獲中歐國際工商管理學院 CEIBS 高層工商管理碩

士 EMBA，慕迪聖經學院 MBI 道學碩士 M-DIV，正道福音神學

院 LES教牧博士D-MIN，拜歐拉大學 BIOLA跨文化研究哲學博

士 PhD。 

龔牧師現兼任幾家華人神學院跨文化宣教課程客座教授，

期盼栽培神國工人，以帶領華人教會成為宣教的教會。 

龔牧師與師母汪潔目前養育４個孩子，2 男 2 女。 

http://www.lwechurch.org/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T0lHpGP73ia-hgVeeMPrQ/liv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IT0lHpGP73ia-hgVeeMPrQ/liv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