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對手或隊友？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哥林多前書1章1 0節 

美國特克薩卡納市不偏不倚的座落於德州與阿肯色州的交
界處，全市大約有七萬人。他們有兩位市長、兩個市議會、兩
個警察局和消防局。這城市的中學所舉辦的體育賽事總能吸引
大批人潮，因為市民分屬兩個州，他們都會支持各自所屬的州
立學校。但他們也面對更多考驗，例如他們的公有供水系統受
到兩個州政府的法規管理，雙方持有不同的意見。還好，儘管
這城市在地理上被劃分為二，但居民之間卻能團結和睦而聲名
遠播，每年市民們都會聚集在兩州交界的一條街道上共進晚餐，
慶祝他們是合一的群體。 

哥林多教會的信徒也許沒有區域上的分界線，但卻分門結
黨、爭論不休，因他們各自擁戴傳福音給他們的傳道者（保羅、
亞波羅或磯法，也就是彼得）。保羅呼籲信徒要「一心一意，
彼此相合」（哥林多前書 1 章 10 節），並提醒信徒，為他們
被釘十字架的是基督，而不是這些屬靈領袖。 

現今，我們不也是如此嗎？儘管我們都相信是耶穌為我們
的罪捨命，但我們有時卻把其他的信徒視為對手而非隊友。正
如基督是不能被分割的，我們是基督的身體，是祂在世上的代
表，那麼就不該讓無關緊要的事使我們有分歧，甚至導致分裂。
相反地，願我們能慶賀在基督裡的合一！ 

親愛的上帝，求祢幫助我全心信靠祢和祢所賜的救恩。 
好讓我不要為小事堅持己見，而是能促進教會的合一。 

哪些無關緊要的屬靈課題可能會造成教會分裂？ 
你要如何與其他信徒合一呢？ 

选自《灵命日粮》2020 年 8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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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1/31 

中文堂崇拜 
YouTube 

405 
中文堂(线上) 129 中文堂线上 366 经常 $13,763.39 
  青少年 65 宣教 $3,869.00 

中文堂 
Zoom 50 

    建堂 $0.00 
週间聚会   神学生 $350.00 

中文堂现场 11 祷告会(中) 
(线上) 55 

  爱心 $0.00 
Echo 52 週六聚会 1/30   

Youth 62 祷告会(英) 
(线上) 5 

中文堂小组 27 合计 $17,982.39 
儿童/老师 72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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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
贤
浩 

许
惠
琴 

邵
文
媛 

袁
恺
青 

韩  玥    戴瑞克 —  
周 

 
薇 

— ——— ——— 

下
週 

崇
拜
直
播 

黄
雅
悯 

陈
建
荣 

赵
匀
婷 

邹 

 

宁 

袁
恺
青 

韩  玥    戴瑞克 —  
胡 

 
捷 

— ——— ——— 

 

 

 

 

 

 

 

 

 

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線上聚会总人数-366） 

保罗 查考《路加福音》24:36-43 摩西 1 查考《撒迦利亚书》第 10章 

约瑟 查考《启示录》第 20章 摩西 2 查考《创世记》32章/《马太福音》1章 

喜乐 箴言专题 摩西 3 查考《哥林多后书》第 9章 

良善 查考《马可福音》8:27-38 摩西 4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26-27章 

信实1 查考《马可福音》11:27-12:12 摩西 5 查考《罗马书》2:17-29 

信实2 查考《使徒行传》6:1-15 摩西 6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26-27章 

信心(六) 查考《出埃及记》第 19章 仁爱 查考《约伯记》第 7章 

东区 1 查考《约翰福音》12:1-19 和平 1 查考《加拉太书》6:1-6 

东区 2 查考《启示录》7:1-17 和平2 查考《马太福音》2:1-8 

东区 3(六) 查考《撒母耳记-下》第 4章 西南 1 查考《马可福音》12:28-44 

温柔 查考《马可福音》第 9章 约书亚(隔周六) 暂停 

佳音 查考《马太福音》第 21章 恩慈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5章 

节制 1 查考《马可福音》第 6章 忍耐 改週六聚会 

节制 2 张传道带领《约翰福音》1:19-34 恩典(隔周五) 暂停 

AGAPE 1 《马太福音》介绍 常青 查考《创世记》第 8章 

AGAPE 2 查考《约翰福音》21:15-25 IFG 查考《约书亚记》第 12-13章 

AGAPE 3 查考《约翰福音》18:12-27 多加(二) 《路加福音》17:1-19—信心的能力 

绿洲 启发座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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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观乐弟兄 
630-544-8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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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则伟弟兄(代理) 
630-899-9549 

  

摩西六 林荣堂弟兄(代理) 
630-306-3118 

北区 

温柔 
戴兵弟兄 

630-765-0199 

东南区 

喜乐 刘玲姊妹 
630-696-7717 节制一 

张永康弟兄 
630-717-8082 

良善 邓力平弟兄 
630-597-3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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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孟莉姊妹 
630-854-5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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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姊妹 
630-548-5687 

西南一 黄真谛姊妹 
630-596-3988 AGAPE2 史湘英姊妹 

630-210-1635 

查尔斯 
老人公寓 

常青 
(晚 7:30) 

王秀英姊妹 
630-324-0344 AGAPE3 郭云健姊妹 

847-602-6428 

週六 

东南区-信心 
各组员家庭晚 7:30 

杨坚弟兄 
312-882-6756 

西南区-约书亚(隔週) 
各组员家庭晚 7:00 

苏理声弟兄 
630-294-4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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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 2 月 7 日 
 

二零二一年 年度主题 
在基督裡聯結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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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堂崇拜：上午十时卅分（直播） 

 
 

序乐 .......................................................................邵文媛姐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汪贤浩弟兄 

讚美..................荣耀归於真神.......................许惠琴.会众 
                          真神羔羊 
                          因祂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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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是分开的吗？.............张振华传道  
                                                   哥林多前书 1:10-17 

回应诗歌....................一群大能的子民............................会众 

献祷........................................................................汪贤浩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汪贤浩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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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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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乐........................................................................邵文媛姐妹 
 

 

每日读经  
            本週 (2/7-2/13)—历代志下 29-36 章; 腓立比书 1-2 章 

本週金句  
 基督是分開的嗎？保羅為你們釘了十字架嗎？你們是奉保羅

的名受了洗嗎？               
                                     - 哥林多前書 1:1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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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华牧师主领的福音之夜(2/26 週五)和福音主日(2/28 主日)报
名即将开始，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参加，並开始为将邀请的
亲朋好友祷告。 

3. 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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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宣教月祷会今天(2/7)下午 2:30-3:30 在線举行，请有感动的
弟兄姊妹一起为教会的宣教事工、教会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
机构祷告 (Zoom 号 6462286960，密码 12345)。 

5. 社区服务中心举办的社区长辈关怀系列 —「广角镜」第三次
活动将在本週三(2/10) 10:00-11:00 点举行。本次活动主题是 
关於新冠疫苗的问题解答，邀请资深家庭医生和县卫生局新
冠疫苗接种护士分享相关信息並解答问题(Zoom 号码: 893 
2163 8026，密码: 12345)。 

6. 2 月 20 日下午 2:00 将举行张振华传道按牧礼拜（線上），请
弟兄姊妹预留时间参加並代祷。 

7. 中文堂主日崇拜继续保持目前 YouTube 直播、Zoom 同步转
播的方式。2 月 28 日之前办公室仍暂停开放，办公室同工不
定时来教会。期间请弟兄姊妹通过电子邮件、微信或电话联
络牧者和秘书。教会将根据疫情状况随时调整，如有更新和
变动，将通过小组微信群、「活水在線」微信群和教会网站
http://www.lwechurch.org 通知大家。未参加小组、也没有加
入「活水在線」群的弟兄姊妹，请与秘书联络索要加入方式。 

8. 代祷 
华牧师本週末带领塔城华人基督教会网上佈道会，请代祷。 
慎玫姊妹的母亲 2 月 3 日安息主怀，求主安慰家人。 

 

 

 

 

 

 

 

 

 

春季成人主日学开设课程介绍 
 

101 《基要真理》- 邹立、童劲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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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惠琴、卢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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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0《保罗生平和书信（三）》-慎玫 
本课程以使徒行传 18:24-28:32 描述的保罗第三次传道旅行，入狱及囚犯之
旅为线索, 从保罗写的相关书信和他的同工, 学习保罗忠心侍奉主的生命榜样。
课程内容包括：①了解保罗第三次传道旅行的主要城市，建立的教会，主要
同工和发生的主要事件；②学习在第三次旅行时写的每封书信的目的和属灵
真理；③从保罗的囚犯之旅中发生的主要事件, 学习保罗与主同行的生命；
④从保罗生命最后阶段写的书信, 学习保罗面对死亡的态度，认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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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学员必须购买课
本，並按要求完成课前作业。只接受已完成第二册的学员。   

304-2《子女心、父母情-读书会》-张惠俐 
在教養子女上，你曾否有過滿腹"經文" ，卻苦於不知如何應用?你的管教是約
束行為，還是了解動機? 
大部分教養兒女的書，不是教你如何塑造和約束孩子的行為，就是教你要讓
他們覺得自己不錯。本書的基本信念則大不相同，它教導“一生的果效是由
心發出”，父母的職責是引導孩子的心。父母要學會從孩子的行為，追究孩
子的心思意念，並用上帝賦予的權柄，帶著慈愛關注孩子的心，這樣才能引
導兒女認識自己心裡的問題，走上人生正道。 
兒主希望藉由讀書會與家長討論觀點、分享經驗。我們將採取分齡分組，一
起閱讀 Ted Tripp 所著的「子女心、父母情」一書，討論父母情並分享我們教
養子女的掙扎和喜樂，研讀聖言、互相支持、祈禱，謙卑地與我們的上帝同
行。鼓勵丈夫和妻子一起參加。 

312《小组生活》-高青林、杨康美、徐恒 
我们每个礼拜都花 2-3 个小时的时间参加小组聚会，目的是什么？我们对基
督徒社群的贡献是什么？得著什么？现在外面华人有那么多丰富多彩的娱乐
活动，为什么我们仍然选择参加小组？我们怎样参与，才能提升小组生活含
金量？如何促进我们的小组成为有真理、有真爱、有趣味，更有圣灵同在的
小组？这门课程邀请愿意作主门徒、生命成长、为主得人如鱼的弟兄姊妹，
参与一起讨论思考，提升我们的小组生活质量。我们每次课会采用【海外校
园机构】所翻译的《建造教会领袖》材料中有关小组生活的一篇文章，一起
阅读，一起讨论，开阔眼界，深入思考，促进行动。期盼上帝藉著这个过程，
改变我们的生命，深化我们的认知，提升我们的格局，扩展我们的恩赐，也
使用我们，做成祂的工。 

406《从新约看教会》-张振华 
教会对於基督徒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敬拜神、
服事弟兄姊妹、践行大诫命与大使命。陌生，也是因为我们“身在此山中，”
我们对教会的理解往往受限于传统与个人经历。本课程将从新约整体来看神
心意当中的教会，特别是教会的本质、组织与功能，将圣经、神学与实际教
会生活结合起来。深盼基督徒能够正确地认识教会，活出神对教会的荣耀呼
召与神赐教会一切的丰盛。 

http://www.lwechurc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