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相信 

  [亞伯拉罕]仰望上帝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裡起疑惑，
反倒因信，心裡得堅固，將榮耀歸給上帝。             羅馬書4章2 0節 

在鼓勵別人時，人們常說：「你要有信心！」這是什麼意思呢？所

有的信心都是正確的嗎？ 

有些人則說：「你要相信自己，對自己有信心，因為人定勝天。」

這類的勵志佳語聽起來固然鏗鏘有力，但面臨現實問題時卻變得不堪

一擊。其實我們需要相信的不是自己，而是比我們更有能力的。 

上帝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後裔要如天上眾星那樣繁多（創世記 15

章 4-5 節） ，這使他面對巨大的難題，因他年事已高且膝下無子。亞

伯拉罕和撒拉等不及上帝親自成就應許，就嘗試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克

服難題。結果導致家族分裂，也引發許多不必要的紛爭（16 章，21 章

8-21 節） 。 

亞伯拉罕憑己意行事，結果弄得一團糟。然而，他最終仍然成為

信心之父，因此使徒保羅說，亞伯拉罕「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

有指望，就得以做多國的父，正如先前所說：『你的後裔將要如此』」

（羅馬書 4 章 18 節） ，這樣的信心「就算為他的義」（22節） 。 

亞伯拉罕所相信的是比自己更有能力的獨一真神。當我們所相信

的是上帝，結果便會截然不同。 

主啊，我要對祢有堅固的信心， 

不是只相信自己或自己的才幹，也不是仰賴他人。 

主啊，我需要祢，若是沒有祢，我便一事無成。 

相信上帝準沒錯！  
选自《灵命日粮》2016 年 9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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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7/24 

中文堂现场 178 中文堂(線上) 130 中文堂 337 经常 $18,857.29 

 中文堂YouTube 273   青少年 
 

32 宣教 $4,400.00 

中文堂 Zoom 26     建堂 $0.00 
Echo/Youth现场 79 週间聚会   神学生 $0.00 
Echo /Youth線上 56 中文堂小组(二) 暂停   爱心 $0.00 
儿童实体 48 中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60 
  夏令会 $0.00 

儿童線上 8 週六聚会 7/23   

  英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暂停 

中文堂小组 14 合计 $23,257.29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68 中文堂小组(四)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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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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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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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振华 余子吉 赵匀婷 朱琇英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胡    捷 

陈建荣 

何    晖  

周   彤 罗世真 

下
週
夏
令
会 

实
体
崇
拜 

苏文峰 徐    恒 黄锡惠 赵匀婷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蔡志伟 

黄宗洋 

吴传伟 

田   军 罗世真 

 

 

 

 

 

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聚会总人数-337） 

保罗 查考《阿摩司书》第 3-4章 摩西 1 查考《使徒行传》第 5 章 

约瑟 查考《腓立比书》3:13-21 摩西 2 查考《出埃及记》第 15章 

喜乐 查考《哥林多前书》10:23-11:1 摩西 3 查考《约翰福音》第 16章 

良善 张牧师探访—专题《耶稣家谱初探》 摩西 4&6 查考《罗马书》第 3章 

信实1 查考《使徒行传》6:1-15 摩西 5 查考《马可福音》12:1-17 

信实2 专题—认识耶稣—主必再来 仁爱 查考《启示录》21:1-22:5 

信实3 福音专题—冯秉诚牧师信主见证 和平 1 查考《约伯记》第 25-26章 

信心(六) 查考《约书亚记》第 15-16 章 和平2 查考《马太福音》20:1-16 

东区 1 查考《创世记》第 37 章 西南 1 查考《士师记》第 9章 

东区 2 暂停 真光 华牧师探访-信仰分享 

东区 3(六) 暂停 约书亚(隔周六) 暂停 

温柔 查考《路加福音》9:1-17 恩慈 查考《撒母耳记下》第 20 章 

佳音 暂停查考《使徒行传》第 1 章 忍耐 查考《出埃及记》第 14章 

节制 1 查考《创世记》第 47章 恩典(隔周五) 小组祷告 

节制 2 查考《腓利门书》第 1章 常青 查考《雅各书》1:1-11 

节制 3 查考《路加福音》第 1章 常青(大和平公寓) 查考《创世记》19:1-14 

AGAPE 1 查考《马太福音》23:25-39 IFG 查考《但以理书》第 9章 

AGAPE 2 福音见证第三期 多加(二) 暂停 

AGAPE 3 龙牧师主日信息回应分享 新生命(隔周五)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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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志明弟兄 

630-429-7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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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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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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程序 
中文堂崇拜：上午十时卅分（实体+直播） 

 

 

序乐 .......................................................................朱琇英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余子吉弟兄 

讚美.................求大君王来临/求圣灵充满.....赵匀婷/会众 
                         耶和华神已掌权 

                         从这代到那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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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信前行.................................诗班 

信息.................................信在无望中...................张振华牧师 
    罗马书 4:1-25              

回应诗歌...........................奇妙十架................................会众 

献祷........................................................................余子吉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余子吉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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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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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乐........................................................................朱琇英姊妹 
 

 

 

每日读经  
            本週 (7/31-8/6) —哥林多后书 13:14;  创世记 1:1-3:13    

本週金句  
他在無可指望的時候，因信仍有指望。                                                  

                                     - 羅馬書 4:18 上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主日首次参加实体聚会的郭伶俐、蒋旭、孙秋石、孙
新君、Dingding Liu、Ji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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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文堂夏令会本週五(8/5)晚上 8 点开始，週六上、下午和晚
上有多堂聚会，下个主日(8/7)中午结束，实体聚会
和線上聚会结合，详情见右栏。请弟兄姊妹预备心
同赴属灵筵席。夏令会报名将於明天(8/1)晚上截止，
目前报名人数超过 230 人。请尚未报名的弟兄姊妹
抓紧扫二维码或点链接报名，以便同工根据各堂人数做相应
安排 https://airtable.com/shrIsikFN1zYeFbyo 。 

3. 青少年夏令会同一时间在教会举行，请青少年家长
鼓励孩子报名。请扫报名二维码。   

4. 下个主日(8/7)有圣餐礼(现场与远程)，鼓励弟兄姊
妹来参加实体主日崇拜（也是夏令会的最后一堂）。已经受
洗、无法来参加实体敬拜的弟兄姊妹请在本週间(週二至週
五 9:00-5:30)来教会领取饼杯。 

5. 《活水》月刊 2022 年第 7 期今日发刊。鼓励弟兄
姊妹积极阅读、踊跃投稿。请到大堂索取打印版，
或扫码访问教会网站「资源」栏目获取电子版
https://lwechurch.org/resources/Ministries_MonthlyLetter.aspx 。 

6. 华牧师今天在英文堂(OYG/Echo)联合崇拜讲道，求主保守。 

7. 甄子任(Barry)牧师即将结束安息假，8 月 3 日起回到办公室。 

8. 感谢主，慎玫姊妹接任东南区辅导，配合牧者一起牧养小组。
谢谢卸任辅导阮炜华弟兄。 

9. 正道培育中心芝加哥校区即将开设秋季课程《灵命塑造》，
8 月 26 日至 28 日实体上课，9 月 6 日至 27 日连续 4 个週二
晚在缐教学，由刘富理牧师授课，大厅橱窗有报名详情，或
请访问 https://www.les.edu/chicago/。 

10. 请今天来实体聚会的新朋友敬拜结束后移步大堂西侧门外休
息厅的迎新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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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夏令会 

你报名了吗？ 
 

8/5（五）晚上 8:00-10:00（教会实体+Zoom） 

 主题信息一 有这许多见证人 （苏文峰牧师） 

8/6（六）上午 10:00-12:00（教会实体+ Zoom） 

 主题信息二 奇異恩典代代传 （苏文峰牧师） 

8/6（六）下午 2:00-4:00 

三堂专题同时於举行（任选其一） 

专题一：疫情下的婚姻（教会实体+ Zoom） 

讲员：赵约翰牧师/赵恩慈师母  

专题二：科学与信仰（教会实体+ Zoom） 
讲员：张纪德弟兄 

专题三：圣经故事挖宝（Zoom） 
讲员：陈国华弟兄 

 8/6（六）下午 5:00-6:30 （教会停车场） 

  野餐（教会同工预备食物） 

 8/6（六）晚上 7:00-9:00（教会实体+ Zoom） 

  主题信息三 基督徒传家十宝 （苏文峰牧师）  

 8/7（日）上午 10:30-12:00（教会实体+YouTube/ Zoom） 

  主题信息四 有其父必有其子 （苏文峰牧师） 

   

 備註：8/7 上午主日学照常进行。 

        8/7 主日崇拜与往常相同，有实体、YouTube 和
Zoom。 

            週五、週六未安排儿童看顾，主日儿童主日学/崇拜
与往常相同。 

https://airtable.com/shrIsikFN1zYeFbyo
https://lwechurch.org/resources/Ministries_MonthlyLetter.aspx
https://www.les.edu/chicag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