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請差遣我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我說：

「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以賽亞書6章8節 

在 1890 年代晚期，當瑞典傳教士埃里克·隆德（Eric Lund）感

受到上帝呼召他去西班牙宣教時，他立即順服。他在那裡開拓的事工

雖沒什麼進展，但仍堅信上帝的呼召。有一天，隆德遇見一個菲律賓

人布勞利奧·馬尼坎（Braulio Manikan），就傳福音給他。後來，隆

德與馬尼坎一起將聖經翻譯成一種菲律賓當地語言，此後，他們在菲

律賓創立第一間浸信會宣教中心。如今有許多人歸信耶穌，全因隆德

像先知以賽亞一般，回應上帝的呼召。 

以賽亞書 6 章 8 節描述，上帝正在找一個人願意去以色列宣講祂

當時的審判，以及未來的盼望。以賽亞大膽地自告奮勇，說：「我在這

裡，請差遣我！」雖然他不認為自己有資格受差遣，因為他先前才懺

悔說：「我是嘴唇不潔的人」（5 節）。但他樂意回應上帝的呼召，因他

看見上帝的聖潔，承認自己的罪並得到潔淨（1-7 節）。 

上帝正呼召你為祂做些什麼嗎？不必遲疑！當謹記上帝透過耶穌

的死和復活所成就的一切。祂已賜下聖靈來幫助並引導我們（約翰福

音 14 章 26 節，15 章 26-27 節），也會預備我們回應祂的呼召。讓我

們就像以賽亞那樣回應上帝說：「請差遣我！」 

上帝正呼召你為祂做些什麼嗎？ 
是什麼妨礙你回應那份呼召？ 

三位一體的真神知道我們的光景，祂必引導和看顧我們。 
选自《灵命日粮》2021 年 9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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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1/23 

中文堂现场 89 中文堂(線上) 122 中文堂線上 441 经常 $15,065.00 

 中文堂YouTube 282   青少年 
实体+線上 51 

宣教 $250.00 

中文堂 Zoom 36   建堂 $0.00 
Echo 现场 30     神学生 $0.00 
Echo 線上 27 週间聚会   爱心 $0.00 
Youth现场 38 祷告会(中) 

(線上) 62 
  夏令会 $0.00 

Youth線上 30 週六聚会 1/22   

儿童实体 30 祷告会(英) 
(線上) 4 

中文堂小组 55 合计 $15,315.00 
儿童線上 11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573 中文堂(二)線上 15   
 

  服事 

时间 
讲 员 领 会 领 唱 钢 琴 音 控 摄像&图控  招 待 投 影 翻 译 

本
週 

实
体
崇
拜 

童劲松 张振华 许惠琴 庄志祥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吴传伟 

唐春雨 

熊秀兰 

胡  捷 罗世真 

下
週
有
圣
餐 

实
体
崇
拜 

华  欣 周益弘 陈秋蓓 赵匀婷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吴传伟 

何    晖 

郑玲玲 

田  军 张永康 

 

 

 

 

 

 

 

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線上聚会总人数-441） 

保罗 查考《约拿书》第 4章 摩西 1 查考《约翰福音》第 9章 

约瑟 春节特别聚会 摩西 2 查考《出埃及记》第 2章 

喜乐 查考《哥林多前书》4:1-5 摩西 3 查考《启示录》第 21章 

良善 一步一步学箴言第十三步(3) 摩西 4&6 查考《约伯记》第 11章 

信实1 查考《约书亚记》第 23章 摩西 5 查考《马可福音》1:35-45 

信实2 黄力夫福音录像—生命的蜕变 仁爱 查考《启示录》2:12-29 

信实3 暂停/週六福音外展活动 和平 1 查考《约伯记》第 11章 

信心(六) 查考《希伯来书》第 12章 和平2 
华牧师福音专题-人生的突破与超越 

东区 1 查考《创世记》第 13章 西南 1 

东区 2 查考《尼西米记》第 9章 真光 查考《创世记》第 6-8章 

东区 3(六) 查考《以赛亚书》第 3章 约书亚(隔周六) 查考《使徒行传》3:1-16 

温柔 查考《路加福音》3:1-20 恩慈 查考《撒母耳记-下》第 2 章 

佳音 查考查考《出埃及记》第 21章 忍耐 观看电影《祷告的力量》 

节制 1 查考《创世记》第 24章 恩典(隔周五) 退休计划讨论 

节制 2 查考《约翰福音》18:28-40 常青 春节特别节目——回家过年 

节制 3 查考《创世记》第 34章 常青(大和平公寓)  

AGAPE 1 查考《马太福音》14:22-36 IFG 青林师母带领《以赛亚书》概论 

AGAPE 2 亲密之旅 多加(二) 查考《出埃及记》1:1-22 

AGAPE 3 亲密之旅第 10课—学习饶恕 新生命(隔周五) 基督生平二十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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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早 多加团契 
袁崇敬姊妹 
630-854-5144 週三晚 祷告会 教会办公室 

週四下午 常青(大和平老人公寓) 欧光渝弟兄 
412-551-0176 週四晚 溪水(每月第 1 週) 殷岚姊妹 

630-605-3758 

週五晚 Overflow(青/少年) 林毅 Peter Lin 
630-428-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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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区 

保罗 
周平弟兄 

630-632-4630 

摩西四 林荣堂弟兄 
630-306-3118 温柔 戴兵弟兄 

630-765-0199 

摩西五 童则伟弟兄(代理) 
630-899-9549 

佳音 陈日东弟兄 
630-548-2210 

摩西六 林荣堂弟兄(代理) 
630-306-3118 

节制一 
茹巍弟兄 

630-854-0192 

东南区 

喜乐 刘玲姊妹 
630-696-7717 节制二 

刘岚弟兄 
281-409-9587 

良善 邓立平弟兄 
630-597-3188 节制三 

胡享生弟兄 
630-416-4325 

信实一 周春平弟兄 
630-717-6991 

西区 

恩慈 
李璐姊妹 

630-506-9747 

信实二 李孟莉姊妹 
630-854-5752 忍耐 陈伯群弟兄 

508-410-0748 

信实三 陈益生弟兄 
630-915-3349 

恩典 
(隔週) 

梁志刚弟兄 
630-344-3441 

西南区 

仁爱 李燕凌弟兄 
630-888-0607 

东北区 

AGAPE1 宋秋景姊妹 
630-930-4153 

和平一 陈磊姊妹 
630-759-2968 

AGAPE2 陈筱姊妹 
630-881-5567 

和平二 孙成军弟兄 
630-605-2069 AGAPE3 锺凯波弟兄 

630-935-6428 

西南一 黄真谛姊妹 
630-596-3988  约瑟 赵匀婷姊妹 

630-302-7190 

真光 童劲松弟兄 
630-352-1265 常青（长辈团契） 欧光渝弟兄 

412- 551-0176 

 IFG(国际学生/青年) 张杭弟兄 
630-718-1190   绿洲 苏理声弟兄 

630-294-4168 

週六晚 

东南区-信心 
各组员家庭晚 

杨坚弟兄 
312-882-6756 

 
週六晚 西南区-约书亚(隔週) 夏栋弟兄 

609-955-0420 
东区-东区三 
各组员家庭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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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 月 30 日 
 

二零二二年 年度主题 
擴張帳幕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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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师： 华欣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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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堂助理牧师： 张振华牧师 
青年部助理牧师： Cole Mizel 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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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     (630) 983– 5677             
传真：     (630) 355 – 6737(Ext.6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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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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华牧师 

讚美.......扬声歌唱............................................许惠琴.会众 
               真神之爱 
               主的爱越久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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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讚美的日子...........................诗班 

信息..............宣教的主, 宣教的我, 宣教的教会..童劲松弟兄   
                                                         约翰福音 20:21 

回应诗歌.......................向万邦传福音.............................会众 

献祷........................................................................张振华牧师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张振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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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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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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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本週 (1/30-2/5) —路加福音 8:26-10:16     

本週金句  
他在世界，世界也是藉著他造的，世界卻不認識他。他到自己的地方來，

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賜他們權柄，作

神的兒女。            

                                             - 約翰福音 1:10-12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主日来参加实体聚会的 Amy 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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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主日(2/6)有圣餐礼(现场与远程)，请已经受洗、无法参加
实体敬拜的弟兄姊妹在本週一至週五上午 9:00-下午 5:30 来
教会领取饼杯，可以委托本教会弟兄姊妹代为领取。 

3. 2022 年首次福音之夜和福音主日分别在週五
(2/18)晚上 8:00 和主日(2/20)上午 10:30 举行，由
程阳杰长老担任讲员。请弟兄姊妹们广邀新老
朋友一起报名参加，並为福音之夜和福音主日
祷告。首次参加者请扫二维码报名。过去报名参加过福音之
夜的弟兄姊妹和朋友，均可使用便捷的快速通道来报名，请
查电子邮件。程长老还将在週六(2/19)晚上和主日(2/20)早上
主日学时间带领两堂职场宣教的专题，请弟兄姊妹预留时间。 

4. 2021 年教会年度报告已完成，请弟兄姊妹在崇拜聚会后或
週间办公室开放时间到大厅领取(每家一份)，一起关心教会
事工，回顾和见证神在教会的作为和带领。若希望得到电子
版年度报告，请实名发邮件到 info@lwechurch.org索取。 

5. 《活水》月刊新年第一期今天发刊，请扫二维
码或访问教会网站「资源」栏目阅读或下载。
月刊编辑部同工诚邀弟兄姊妹踊跃向我们自己
的刊物投稿，详见右栏「征稿启事」。 

6. 请参加实体崇拜的弟兄姊妹今天聚会后到大厅领取 2021 年
奉献收据。未领的收据将在今天下午邮寄到弟兄姊妹家中。 

7. 张惠俐传道 2 月 1 日起休假四週，3 月 1 日起休安息年
(Sabbatical Leave)直到 2023 年 3 月 1 日。求主赐福保守她有
美好的安息，被主更新得力。也求主在此期间保守教会的儿
童事工行在祂的心意中，儿童主任的寻觅顺利完成。 

8. 2022 年起，邵宇弟兄接任诗班班长，求主赐福带领。感谢
张纯姊妹过去三年的忠心服事，求神记念並赐福。 

 

 

 

      活水月刊徵稿啟事 
 

 

2021，對月刊、對教會、對所有

弟兄姊妹而言，天天有恩典，處處是

挑戰。活水月刊的編者、讀者和所有人一樣，絕沒有想到

新冠疫情居然又延續了一年。然而，主的恩典夠用，這個

屬於活水人自己的園地，依然被眾人堅守耕耘著，依然被

上帝使用著。 

 

感謝弟兄姊妹一年來的閱讀關注與支持代禱。新年

伊始，我們感恩天父信實的帶領，祈求天上來的智慧與能

力，願意持續努力，讓月刊在新的一年裡呈現新氣象，成

為切實傳達教會異象、真實反映教會生活的流通管道，成

為弟兄姊妹喜愛閱讀並從中受益的刊物。 

 

今年，我們將繼續徵求好文章，特別是篇幅短小、

內容精緻，能生動表達基督信仰和教會生活的各類題材和

體裁的文章。比如：靈修心得、個人見證、親子互動、小

組生活、事工動態、社區關懷、讀書筆記、影評樂評等等。

同時，我們也歡迎愛好攝影和繪畫的弟兄姊妹向月刊提供

自己拍攝、繪製的作品，用作月刊插圖。請弟兄姊妹踴躍

投稿，文章字數在 500-1000 字左右，圖片用 jpg 或 png 

格式。來稿時請提供作者實名，寄至電子郵箱：

lwmonthly@lwechurch.org。 

 

今年教會的主題是「擴張帳幕之地」，盼望我們藉著

月刊，藉著活潑生動的文字和圖片，廣傳福音，擴張帳幕，

活水湧流，榮耀主名！ 

     

 

    活水月刊編輯部  

       2022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