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日日復活日 

      祂不在這裡，照祂所說的，已經復活了。     
           馬太福音2 8章6節 

一位在幼稚園當老師的朋友，無意中聽到學生一段生動的對話。

小明敏問同學們：「誰愛上帝？」同學全都爭相回答：「我愛！我愛！

我愛！」而東東說：「我愛耶穌。」荳荳抗議說：「但祂死了！」東東

回答：「是沒錯，但每次復活節祂都會從死裡復活啊！」 

當然，年幼的東東未能完全理解復活節的意義。我們知道，耶穌

只一次為眾人而死（羅馬書 6 章 10 節；希伯來書 10 章 12 節），然後

也只需從死裡復活一次。祂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無罪

的耶穌勝過死亡，從墳墓裡復活，掙脫了罪的權勢。耶穌以寶血獻上

最終的贖罪祭，為我們打開了唯一的道路，讓我們如今與上帝和好，

且能夠永遠與耶穌同在上帝家中。 

「就是基督……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第三天復活了」

（哥林多前書 15 章 3-4 節）。祂應許我們，祂會為我們預備住處（約

翰福音 14 章 1-4 節），而且有一天，祂會再來。到那日，我們將會與

我們復活的救主同在。 

正因如此，我們在每一年的復活節，其實應該是全年的每一天，

都可以慶祝救主復活。正如聖經說：「我要時時稱頌耶和華，讚美祂的

話必常在我口中。」（詩篇 34篇 1 節） 

主生為愛我，主死為救我，主埋葬墳墓，擔當我罪過； 

主從死裡復活，使我白稱義，主將要再來，榮耀的一日。 

我們快樂歡慶，因基督已復活。 
选自《灵命日粮》2014 年 4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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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4/10 

中文堂现场 186 中文堂(線上) 127 中文堂实体 163 经常 $25,683.48 

 中文堂YouTube 246   中文堂線上 228 宣教 $1,100.00 

中文堂 Zoom 34   Echo/Youth实体 70 建堂 $0.00 
Echo现场 39 週间聚会 Echo/Youth線上 30 神学生 $50.00 
Echo 線上 27 中文堂小组(二) 15 儿童实体 24 爱心 $0.00 
Youth现场 55 中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60 
儿童線上 10 夏令会 $0.00 

Youth 線上 0 週六聚会 4/9   

儿童实体 54 英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5 

中文堂小组 26 合计 $26,833.48 
儿童線上 1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51 中文堂小组(四)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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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  欣 张振华 杨学庆 庄志祥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吴    坚 

童劲松 

何    晖 

王鸣真 孙成军 

下
週 

实
体
崇
拜 

张振华 周益弘 邵文心 赵匀婷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余子吉 

童则伟 

郑有珍 

胡   捷 罗世真 

 

 

 

 

联合聚会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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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受难日好在哪儿？(张振华牧师) 

以赛亚书 53:1-12  

一、 使迷羊知返、罪人称义 
1. 两类羊 

2. 两种人 

3. 替代与代赎 

二、 彰显了基督的劳苦果效 

1. 耶和华的膀臂 

2. 被轻看的耶稣 

3. 果效彰显 

三、 成就了耶和华的旨意 

1. 受难出于耶和华 

2. 神反转了十字架 

3. 成就了耶和华的旨意 

週间各项聚会信息（目前暂时均使用 Zoom 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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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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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 年度主题 
擴張帳幕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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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华牧师 
青年部助理牧师： Cole Mi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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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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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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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稣基督今复生............................杨学庆.会众 
                    主复活 

                    复活得胜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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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我救赎主永活...........................诗班 

信息................................祂不在这裡.........................华欣牧师   
                                                     马太福音 28:1-10 

回应诗歌.....................我知谁掌管明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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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华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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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本週 (4/17-4/23) —约 20:11-23; 拉 8:1-10:44; 玛 1:1-5      

本週金句  
他不在這裡，照他所說的，已經復活了。你們來看安放主的地方。                

                                      - 馬太福音 28:6 

 
 

 

* 消息与代祷 * 

1. 主复活了！复活节快乐！欢迎上主日首次参加实体聚会的曹
百根、于欣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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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今天下午中文堂蔡群、程文杰、阮文俊、商宁/周
瑞、王雪、张一洋、Laury Li 等八位弟兄姊妹、Gabriel Wu、
Jacob Zhang、Mike Zhou 等三名青少年将受洗归主。中文堂
洗礼下午 1:30 开始，英文堂洗礼 3:00 开始。欢迎弟兄姊妹
踊跃来现场观礼並给予祝福。 

3. 下主日 (4/24)下午 2:00-3:00 举行网上沟通会 (Town Hall 
Meeting)，向弟兄姊妹简要介绍教会财务(收入与支出)事工，
並通报教会近况。请会员们预留时间参加，一起关心教会事
工（Zoom 号 85055691709，密码 12345）。 

4. 主题为「拨云见日」的芝华宣道春季福音营将於国殇日长周
末(5/28-5/30)在 Cedar Lake 举行，由陈道德牧师和刘耕传道
担任讲员。鼓励弟兄姊妹邀请陪伴慕道友报名参加。大厅有
报名表备索。若有问题，请向梁志刚弟兄或童劲松弟兄问询。
详情 https://cccmforhim.org/gospelcamp/2022/。 

5. 教会社区服务中心近期再度与 MorningStar Mission合作，发
起 2035(徒 20:35)爱心行动，向有需要的人捐赠衣物(家中闲
置的冬衣和春秋夹克衫等，特别需要女式和儿童的大衣/棉
袄)。鼓励弟兄姊妹与家中青少年和儿童一同参与。收集时
间为 4 月 24 日至 5 月 8 日，请在主日或週间办公室开放时
间送来教会。 

6. 教会社区服务中心将於本週六(4/23)晚上 7:30 举办缐上「膝
关节疼痛的自我防治」讲座，由陈列医生主讲。欢迎大家参
加(Zoom 号 2022202203，密码 123456)。 

7. 教会儿童事工将在 6 月 20 日至 24 日(週一至週五上午)恢复
举办体育营(对象：目前 K-5 年级孩童；项目：足球、篮球
和啦啦队；早报名费用：$45，4/30 之后报名：$50)。鼓励
孩子们邀请朋友一起参加。下午(12:00-6:00)为有需要的家庭
提供儿童看顾(费用：$20/人）。家长可在今天和下
个主日(4/24)中午 12 点在二楼 206 教室外咨询和缴
费（现金或支票）。请扫码报名和查看更多信息。 

 
耶稣的死而复活有什么重要意义？ 

对于人类而言，不朽是我们期待实现的梦想。无论是古埃及人保存木乃伊、
各个宗教对死后世界的描述，或者是儒家追求的立功立德立言三不朽，再到梁
祝化蝶的美丽传说，都不断地提醒我们，人们内心深处充满了对战胜死亡、获
得永恒生命的热切期盼。但是，令人遗憾的是，人们并没有实现不朽之梦。 

到底人类要如何实现不朽之梦呢？圣经给出了答案，那就是耶稣基督的复
活。只有复活的耶稣能够带给人不朽的生命。 

在基督徒所熟知的《使徒信经》中，清楚地写道：“我信我主耶稣基
督……第三日从死人中复活、升天。”每个礼拜天，基督徒会聚在一起宣告这
个信仰——“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借着这种仪式，不断在重申、强化基督
徒这一个独特的信念。 

一个死了、没有也不能复活的人，不可能是人类真正的救主，因为一位死
了、没有也不能复活的人，表明他被罪和死亡所辖制而无法挣脱，他连自己都
救不了，何谈拯救其他人呢？ 

耶稣是死而复活的弥赛亚，这是使徒们所传讲信息的核心内容。不明白耶
稣的复活，就完全不了解上帝的救恩。保罗说：“若没有死人复活的事，基督
也就没有复活了。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便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
然。”（《哥林多前书》15:13-14）如果耶稣基督只有受死而没有复活，他的救
恩依然是不完全的。按着圣经的教导，耶稣的受死担当了众人的罪孽。但，如
果只有耶稣的受死而没有他的复活，那么我们也就只有旧生命的死去，而没有
新生命的产生。耶稣的复活，保证了我们得到新的生命。如圣经所说：“耶稣
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罗马书》4:25）因为
耶稣已经复活，我们才能因信而得着主的救赎。圣经告诉我们：“你若口里认
耶稣为主，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罗马书》10:9） 

耶稣基督的肉身复活，是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定好的旨意，是救恩的核心部
分，而且也真实地发生在历史之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表示他献上的挽回
祭被上帝所悦纳, 也表明他的生命吞灭了死亡，他的圣洁战胜了罪恶, 他的能
力击溃了魔鬼。耶稣用他自己战胜死亡的大能宣告—我就是复活, 我就是生命。 

因此，谁明白了耶稣的死与复活，谁就认识到了基督教信仰的核心。耶稣
基督的死与复活就是福音。使徒保罗说：“这福音是上帝从前藉众先知在圣经
上所应许的。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
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上帝的儿子。”（《罗马书》1:2-4）
“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
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徒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
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
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哥林多前
书》15:1-4） 

唯有上帝的儿子、死而复活的人类救主耶稣，给在罪恶与死亡里挣扎的人
类开通了一条崭新而唯一的恩典之路，使得一切信耶稣基督的人都可以称义，
重新与上帝和好。每一个必死的人，都必须通过相信耶稣基督的死而复活才能
得到永远的生命。得到永生的基督徒，在末日的时候还要复活，成为不朽。 

耶稣的死而复活，对在死荫幽谷里行走的人来说，绝对是惊天动地的大喜
讯。正如杨腓力所说：“因着复活，我希望眼泪、创伤、痛苦以及失去好友、
爱人的心痛，所有这一切，都将成为回忆。正如耶稣的伤痕一样，伤痕永远不
会完全消失，但却不会再令我们伤痛。我们将有一个新造的身体，一个新天地，
一个新的开始，一个复活的开始。” 

愿你也能够领受耶稣复活带来的恩典，得到那永远的生命。 

    原载 OC 福音信仰专栏《真问真答》 

https://cccmforhim.org/gospelcamp/2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