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愛的約束 

無論是⋯⋯什麼別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羅馬書1 4章2 1節 

薩摩亞族的年輕男孩大多都會紋身，象徵他們對族人與酋長的責任。

因此，薩摩亞男子橄欖球隊隊員的手臂上也刺滿了花紋。當這些球員前

往日本時，他們意識到身上的圖紋可能會給接待的主人帶來困擾，因為

在日本，刺青帶有負面的含義。於是，他們穿戴了膚色袖套以遮蓋圖紋，

表現了寬宏的友好態度。他們的隊長說：「我們尊重與留意日本人的想法

和習慣，確保我們的表現和舉止都沒問題。」 

在強調自我表現的時代，最難能可貴的就是自我約束，這觀念也是

保羅在羅馬書提到的。他說，有時我們要因愛的緣故而放下自己的權利；

愛不是要我們享受最大的自由，而有時是要我們約束自己。使徒保羅解

釋，教會中有些人相信「百物都可吃」，但有些人「只吃蔬菜」（羅馬書

14 章 2 節）。雖然這似乎是細枝末節，但在第一世紀時，如何持守舊約的

飲食律法卻引發爭議。保羅先教導大家「不可再彼此論斷」（13 節），接

著才對那些吃喝都自由的人說：「無論是吃肉，是喝酒，是什麼別的事，

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21 節） 

有時候，愛別人意味著限制我們自己的自由。我們可以自由去做的

事，不見得都要去做。有時愛就是自我約束。 

你曾看過誰為了別的基督徒而限制自己的自由？ 

那是什麼情況？要為了愛而自我約束有什麼困難呢？ 

上帝啊，求祢幫助我，看見自己在哪些方面需要自我 

約束，在哪方面可以鼓勵別人去經歷自由。 

选自《灵命日粮》2021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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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9 

中文堂现场 130 中文堂(線上) 105 中文堂線上 328 经常 $25,024.29 

 中文堂YouTube 222   青少年 
实体+線上 暂停 

宣教 $1380.00 

中文堂 Zoom 22   建堂 $0.00 
Echo现场 35 週间聚会   神学生 $0.00 
Echo 線上 27 中文堂小组(二) 暂停   爱心 $0.00 
Youth现场 34 中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51 
  夏令会 $0.00 

Youth線上 8 週六聚会 5/28   

儿童实体 39 英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7 

中文堂小组 暂停 合计 $26,40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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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27 中文堂小组(四)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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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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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华 童劲松 庄志祥 赵匀婷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吴   坚 

何    晖 

熊秀兰 

周彤 罗世真 

下
週 

实
体
崇
拜 

华   欣 周益弘 邵文心 邵文媛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傅德荆  

阮炜华 

何     晖 

梁志刚 孙成军 

 

 

 

 

 

 

 

 

 

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聚会总人数-328） 

保罗 查考《何西阿书》13-14章 摩西 1 暂停 

约瑟 《腓立比书》1:1-11 摩西 2 查考《创世记》第 10 章 

喜乐 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摩西 3 暂停 

良善 暂停 摩西 4&6 查考《约伯记》第 37-38章 

信实1 The Chosen, 第一集 摩西 5 查考《马可福音》9:-14:29 

信实2 认识耶穌第六讲 耶穌一个革命性的人物 仁爱 观看大卫鲍森 启示录 视频 

信实3 福音专题 : 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主 和平 1 约伯记第二十一章 

信心(六) 查考《约书亚记》第 9章 和平2 马太福音 17：14_23 

东区 1 查考《创世记》第 29章 西南 1 张牧师分享《耶稣家谱初探》 

东区 2 查考《创世记》第 4章 真光 查考《创世记》第 32-33章 

东区 3(六) 查考《以赛亚书》第 13章 约书亚(隔周六) 查考《使徒行传》7:8-29 

温柔 路加福音 7:20-35 恩慈 查考《撒母耳下》第 15章 

佳音 暂停暂停 忍耐 查考《出埃及记》第 9章 

节制 1 查考《创世记》第 39 章 恩典(隔周五) 以弗所书 3章 

节制 2 查考《提摩太后书》2;1-12 常青 查考《创世记》第 47 章 

节制 3 查考《创世记》第 46章 常青(大和平公寓) 查考《创世记》14:1-14：16 

AGAPE 1 查考《马太福音》19:16-30 IFG 查考《但以理书》第 2 章 

AGAPE 2 马太福音 21:18-32 多加(二) 暂停 

AGAPE 3 马可福音 5:21-43 新生命(隔周五) 基督生平二十九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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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二晚 溪水(每月第 1 週) 殷岚姊妹 

630-605-3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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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琇英姊妹 
630-904-0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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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生命 (隔週) 孙舰弟兄 

513-207-2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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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22 年 6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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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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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 童劲松弟兄 

 

讚美................同心颂扬主圣名........................庄志祥/会众 
                        新的異象 新的方向 

                        更新我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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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我...................................诗班 

信息.................................福音之外(一)..................张振华牧师   
                                                          罗马书 1:18-32                          

回应诗歌.........................全能大主宰................................会众 

圣餐.........................................................................张振华牧师          

         服事同工：李友麟、阮炜华、苏理声、温笑涟、吴玫亮、杨康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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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童劲松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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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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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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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读经  

            本週 (6/5-6/11) —林前 15:12-16:24、以斯帖记  1:1-12  

本週金句  

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著所

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                - 羅馬書 1:20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主日首次参加实体聚会的刘朋、Huiting Guo。也
欢迎今天来实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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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今天来实体的新朋友敬
拜结束后移步大堂正门外厅，有教会关怀同工等候您，
互相认识、赠送礼物並陪伴参观教会。 

2. 夏季成人主日学网上课程今天已经开始，若有弟
兄姊妹错过第一次上课，仍想参加，请尽快联络
教育执事傅德荆或教会秘书。 

3. 暑假期间(6/5-8/28)英文堂将有联合崇拜，上午 10:30 成
人(Echo)和青少年(Youth)在多功能厅(Gym)一同敬拜聚会，
以增进英文堂大家庭的彼此联络，搭建连接各小组之间
以及中学生和大学生之间的桥梁。 

4. 上週末国殇节福音营顺利举行。我们教会参加的三十多
人中有三位慕道友决志信主，感谢讚美主！请为他们的
灵命成长代祷。 

5. 《活水》月刊 2022年第五期及「复活节受洗见证
特辑」已发刊，鼓励弟兄姊妹积极阅读。请在会
后到大堂索取打印版，亦可扫码或访问教会网站
「资源」栏目阅读或下载月刊电子版。 

6. 儿童体育营(6/20-6/24)报名、缴费和问询处设在二楼西
侧的 206 教室门口。 

7. 华牧师今天在英文堂聚会並带领圣餐。 

 

 

 

        感谢主！下列 124 名学员完成了春季成人主日学课程！祝

贺大家！ 

101-基要真理(10) 

郭云健、骆习之、沈梓洁、曾佩琼、马洪伟、胡瑞云、张美红 

赵丽波、周瑞、张一洋 

102A-丰盛的生命(12) 

陈章、呼世宇、纪飞、Laury Li、  刘恵玲、阮文俊、寿恵珊 
王秀英、吴志成、殷岚、廖庆、石慧清 

207-OT04-民数记(45)   

陈建荣、陈磊、陈文林、陈筱、范卫平、符晓晓、何晖、胡嬿 
黄宗洋、洪勤、靳淑凤、李燕凌、林植、刘玲、刘彦洁、路滨 
缪洪宇、那克夫、齐云、阮炜华、商宁、慎玫、史湘英、孙祖怡 
宋秋景、王海燕、王详庆、吴晓霞、夏栋、谢淑章、徐锴、徐榕 
杨德、杨堃、杨乐蜜、喻红梅、于晓晖、张纯、张敏、张显英 
张颖、赵时光、赵蕴华、郑碧珠、朱億 

207-NT11《腓立比书》(6) 

范素萍、刘遵平、忻贤兰、祖汤生、张永康、邹宝芳 

312 -《顺应上帝律例的属灵成长》(33) 

蔡霖、陈益生、丁桂芳、丁平、何婷、侯笃冠、胡享生、姜卓然 
李友麟、梁梅、刘晓玉、罗孚、缪敏、欧光渝、石慧明、邱康英 
谭莉、邓立平、万秀春、吴昊、吴军、许靖霞、俞基训、郑有珍 
袁敏姝、查孝莉、张丽华、张治星、周媛媛、罗卫、赵春良 
肖美琴、孙方敏 

310   iTIM-《祷告事工》(18) 

陈千帆、高健萍、高照升、胡卫萍、李孟莉、李永惠、梁志刚 
刘永昌、卢凡、骆春玲、马海英、唐成、温笑涟、杨康美 
袁崇敬、张滔、张宜娟、锺凯波 

成人主日学课业记录 
 完成 2022 春季课程的学员名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