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珍貴禮物 

 因為眾人都是自己有餘，拿出來投在捐項裡；但這寡婦是自己

不足，把她一切養生的都投上了。                         路加福音2 1章4節 

那年，我在一間小教會牧會，我們正面臨一個巨大的危機。若教

會無法完成昂貴的翻修工程，以符合所需的建築安全法規，我們就會

失去聚會場地。為了確保有足夠的錢來支付翻修費用，我們經歷了一

段艱難的募款時期；但在所有的奉獻中，有一筆奉獻引起了教會領袖

們的注意。 

一位老姐妹為教會的翻修工程奉獻了數百美金。但是我們知道她

不可能有餘錢，於是我們向她表示感謝，想把錢退還給她，因為我們

覺得她比教會更需要這筆錢。然而，她拒絕收回。這筆錢是她花了好

幾年才辛苦存下來的，為了想買一個燒飯做菜的爐灶，取代她當時所

用的一個簡單電爐。她堅稱她需要一個與弟兄姊妹一同聚會的場所，

勝過對爐灶的需求。她的慷慨奉獻讓我們感觸頗深。 

當耶穌看到一個窮寡婦，將兩個小錢投入奉獻箱，就稱讚她慷慨

（路加福音 21章 3-4節）。為什麼？不是因為她奉獻的多少，乃因為她

獻上了所有。她的奉獻不僅榮耀了上帝，也提醒我們：上帝把世上最

珍貴的禮物──耶穌基督，慷慨地賜給我們。 

貧窮似我，當獻何物？若是牧人，當獻羔羊； 
若是智者，當獻所有；我所能獻，僅我身心。 

慷慨的行為發自感恩的心。 
选自《灵命日粮》2013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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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10/17 

中文堂现场 120 中文堂(实体) 125 中文堂線上 341 经常 $8,238.00 

 中文堂YouTube 285   青少年 
实体+ 線上 暂停 宣教 $2,750.00 

中文堂 Zoom 29   建堂 $0.00 
Echo 现场 32     神学生 $200.00 
Echo  線上 26 週间聚会   爱心 $0.00 
Youth现场 50 祷告会(中) 

(線上) 50 
  夏令会 $0.00 

Youth 線上 12 週六聚会 10/16   

儿童实体 39 祷告会(英) 
(線上) 4 

中文堂小组 47 合计 $11,188.00 
儿童線上 12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05 中文堂(二)線上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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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線上聚会总人数-341） 

保罗 马利亚和弥赛亚的故事 摩西 1 基督生平-传福音行神蹟 

约瑟 查考《何西阿书》第 8章 摩西 2 查考《马太福音》第 6章 

喜乐 暂停 摩西 3 查考《启示录》第 12章 

良善 一步一步学箴言第 9步(2) 摩西 4 查考《加拉太书》第 6章 

信实1 查考《约书亚记》第 8章 摩西 5 查考《希伯来书》第 9章 

信实2 查考《使徒行传》20:1-16 摩西 6 查考《加拉太书》第 6章 

信实3 导航仪-建立核心同工团队 仁爱 查考《约伯记》第 36章 

信心(六) 查考《希伯来书》第 5章 和平 1 查考《约伯记》第 2章 

东区 1 查考《创世记》第 3章 和平2 查考《马太福音》10:16-22 

东区 2 专题分享 西南 1 查考《使徒行传》第 13章 

东区 3(六) 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5:12-22 约书亚(隔周六) 查考《使徒行传》1:1-8 

温柔 查考《加拉太书》6:7-16 恩慈 查考《撒母耳记-上》第 28章 

佳音 查考查考《出埃及记》第 15章 忍耐 查考《创世记》第 43章 

节制 1 查考《创世记》第 14章 恩典(隔周五) 生活讲座 

节制 2 查考《约翰福音》14:10-23 常青 查考《创世记》第 28章 

节制 3 查考《创世记》第 28章 IFG 查考《使徒行传》第 20章 

AGAPE 1 查考《马太福音》12:22-50 多加(二) 查考《约翰壹书》2:12-17 

AGAPE 2 查考《马太福音》12:38-50 新生命(隔周六) 暂停 

AGAPE 3 廉牧师灵修讲座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目前暂时均使用 Zoom 聚会） 

时间 团契 联络人 时间 团契 联络人 
週二 多加团契 蔡美伦姊妹 

 Overflow(青/少年) 林毅 Peter Lin 
630-428-1194 週三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週四晚 溪水(每月第 1 週) 殷岚姊妹 
630-605-3758  AWANA(孩童)暂停 张惠俐传道 

630-983-5677 

週五晚 IFG(国际学生/青年) 张杭弟兄 
630-718-1190 

週五晚 英文团契 Ronnie Wu 

週五晚 
 
 

西北区 

摩西一 俞基训弟兄 
630-205-5718 

週五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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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孝兵弟兄 
630-930-3759 

摩西三 陈观乐弟兄 
630-544-8147 

南区 

保罗 
周平弟兄 

630-632-4630 

摩西四 林荣堂弟兄 
630-306-3118 约瑟 赵匀婷姊妹 

630-302-7190 

摩西五 童则伟弟兄(代理) 
630-899-9549 

北区 

温柔 戴兵弟兄 
630-765-0199 

摩西六 林荣堂弟兄(代理) 
630-306-3118 

佳音 
陈日东弟兄 
630-548-2210 

东南区 

喜乐 刘玲姊妹 
630-696-7717 节制一 

茹巍弟兄 
630-854-0192 

良善 邓立平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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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节制三 

胡享生弟兄 
630-416-4325 

信实二 李孟莉姊妹 
630-854-5752 

西区 

恩慈 李辉弟兄 
918-237-0445 

信实三 陈益生弟兄 
630-915-3349 忍耐 陈伯群弟兄 

508-410-0748 

西南区 

仁爱 李燕凌弟兄 
630-888-0607 

恩典 
(隔週) 

梁志刚弟兄 
630-344-3441 

和平一 陈磊姊妹 
630-759-2968 

东北区 

AGAPE1 张敏姊妹 
630-548-5687 

和平二 焦玉波弟兄 
520-241-6199 AGAPE2 史湘英姊妹 

630-210-1635 

西南一 黄真谛姊妹 
630-596-3988 AGAPE3 郭云健姊妹 

847-602-6428 

长辈团契 常青 欧光渝弟兄 
412- 551-0176  绿洲 苏理声弟兄 

630-294-4168 

週六晚 

东南区-信心 
各组员家庭晚 7:30 

杨坚弟兄 
312-882-6756 

 
週六晚 西南区-约书亚(隔週) 苏理声弟兄 

630-294-4168 
东区-东区三 

各组员家庭晚 7:00 
赵凯弟兄 

630-789-6752 新生命(隔週) 孙舰弟兄 
513-207-2039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21 年 10 月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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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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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书：      周薇姊妹  

办公室助理： 朱巧姊妹  
电邮：     info@lwechurch.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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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中文堂崇拜：上午十时卅分（实体+直播） 

 
序乐 .......................................................................庄志祥弟兄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徐恒弟兄 

讚美.........讚美耶稣..........................................邵文心.会众 
                 圣哉，神羔羊 
                 靠近十架 

以安静等候来敬拜 

牧祷........................................................................张振华牧师  

以领受信息来敬拜 

献诗(录像).....................拿甚么献给主.............................诗班 

信息(远程).......................文士与寡妇...................冯秉诚牧师   
                                                    路加福音 20:41-21:4 

回应诗歌.........................一切全献上...............................会众 

献祷............................................................................徐恒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徐恒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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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祷.........................................................................张振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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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本週 (10/24-10/30) —约翰壹书 3-5 章; 但以理书 1-8 章    

本週金句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

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 羅馬書 12:1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首次来参加实体聚会和各地一同参加線上敬拜的弟兄姊
妹和朋友。一次欢迎，永远欢迎。 

2. 感谢冯牧师远程传讲信息，求主赐福保守他的家庭和服事。 

3. 今天(10/24)下午 2:00-3:00举行网上沟通会(Town Hall Meeting)，
向弟兄姊妹简要报告教会的财务(收入和支出)事工，並通报
教会近况。请踊跃参加，一起关心教会事工  (Zoom 号
85055691709，密码 12345)。 

4. 求主继续感动弟兄姊妹一起参与普世宣教。请领取宣教手册
和认献表（若需电子版，请实名发邮件至 info@lwechurch.org
索取），了解 2022 年教会将支持的宣教士和宣教机构並为认
献祷告，凭感动填写並提交信心认献表，11 月 14 日截止。 

5. 活水福音教会宣教部计划与 WorldRelief 合作帮助新近来到
DuPage County 的难民在社区建立家园。若弟兄姊妹愿意参
与这项服事，请在聚会后到大厅询问，或与张自达姊妹联系。 

6. 愿意报名受洗和转会籍的弟兄姊妹，请到办公室或发 Email
到 info@lwechurch.org 索取相应的申请表。 

7. 基督徒大会将於 12 月 28 日下午至 31 日中午在 Westin Hotel 

Yorktown Center，Lombard 採用实体聚会和线上直播的方式
同时举行，请弟兄姊妹踊跃报名参加。优惠报名明天(10/25)
截止。请上芝华宣道网站 https://cccmforhim.org/cccc/2021 查
询详情 ，如有问题，请联络陈秋蓓姊妹(630-388-9225)。 

8. 2022 年全套(共 12 本)灵修工具书《活泼的生命》团
体订购已开始(原价$96，团体价$72)，愿意订购的
弟兄姊妹可扫二维码登记，10 月 31 日截止。 

9. 近日数次发生教会会友的奉献支票或个人支票在自家信箱遭
不法分子偷窃、改名並存兑的事件。在此提醒弟兄姊妹多加
小心，若必须使用支票奉献或支付其他费用，请避免在抬头
上使用缩写，尽量少用邮寄，以免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 

10. 代祷 
 
请参加教会祷告会。 

 

 

【关於认献的几点说明】 
 

信心認獻是您個人(或家庭)按照神給您的感動和負
擔，提前在神面前對明年(2022)的宣教支持作出的承諾。 

 

1. 2022 年宣教預算總額是$158,800，信心認獻目標是
$158,800。 若信心認獻結果超過認獻目標, 超過的
金額將仍用於 2022 宣教士/機構. 若有不足, 將從宣
教基金支出。  

2. 為了使所有的宣教士和宣教機構都能得到相應的支
援，我們鼓勵不指定對象的認獻，以便宣教委員會
按宣教士和宣教機構的實際需要安排認獻基金。 

3. 如果您願意參與不指定對象的認獻，您只需要在
「 A.不指定對象的信心認獻」一行中所對應的
「2022 我的信心認獻金額」一欄的空格內填上您要
認獻的金額, 並略過 B-D 行。  

4. 如果您願意參與指定對象的認獻，請在指定的宣教
士或宣教機構一行所對應的「2022 我的信心認獻金
額」一欄的空格內填上您要認獻的金額;  

5. 最後一行的「2022 我的信心認獻金額」一欄，請填
寫您的認獻總額。  

6. 相應的奉獻支票在明年年內開俱並計入明年的奉獻
收據。奉獻支票上請註明「宣教」。 

7. 有負擔為宣教士和宣教機構禱告的弟兄姊妹,請在認
獻表上方愿意代祷欄的“Yes”空格内打鉤「✓」,填
上电邮地址,並在「2022 我的禱告支援」一欄的相應
空格內打鉤「✓」。求神感動至少 150 位禱告勇士加
入宣教大使命禱告團隊。  

8. 請將信心認獻表(宣教手册夾頁)填妥後投入奉獻
箱，可同時填寫手冊上 48 頁的存根作為留底和提
醒。 

 
 

https://cccmforhim.org/cccc/2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