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變成自己的 

  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腓立比書3章1 2節 

在 2002 年 6 月 11 日，歌唱比賽節目《美國偶像》首次播出。此

後，每週都有多位參賽者演唱個人版本的流行歌曲，並由觀眾投票決

定誰能晉級到下一個階段的比賽。 

節目中的一位評審蘭迪·傑克遜，經常給參賽者一句經典評語：

「你把這首歌變成自己的了！」傑克遜會大加讚賞，是因為參賽者徹

底掌握了眾人熟悉的歌曲，用全新的方式加以詮釋，展現出獨特的個

人風格。若要將一首歌「變成自己的」，除了要擁有自己的特色還要加

入創意，然後在舞台上將這首歌呈現給全世界的觀眾。 

保羅也邀請我們做類似的事，即擁有自己的信心並且表明出來。

在腓立比書 3 章 7-8 節，保羅指出我們絕不能靠自己在上帝面前稱義。

他教導信徒，要領受「因信上帝而來的義」（9 節）。赦罪與救贖的恩

典可以改變我們的動機與目標，正如保羅說：「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

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或作「所要我得的」）。」（12 節） 

耶穌已確保我們能得勝，那我們該做什麼呢？就是持守這個真理，

讓上帝的福音改變我們的生命，在這破碎的世界中活出來。換句話說，

我們要讓這信仰變成自己的，這樣才能活出我們已經明白的真理（16

節）。 

你認為怎樣才是在信仰上「竭力追求」？ 

鼓勵並支持你不斷前進的最大動力是什麼？ 

耶穌，謝謝祢十架的大愛和救贖的恩典。 

求祢幫助我以感恩的心，在信仰道路上竭力追求。  
选自《灵命日粮》2022 年 7 月 3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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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9/4 

中文堂现场 182 中文堂(線上) 130 中文堂 361 经常 $22,205.70 

 中文堂YouTube 235   青少年 
 

51 宣教 $1,715.00 

中文堂 Zoom 24     建堂 $0.00 
Echo/Youth现场 69 週间聚会   神学生 $0.00 
Echo /Youth線上 26 中文堂小组(二) 20   爱心 $0.00 
儿童实体 48 中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60 
  夏令会 $1,800.00 

儿童線上 2 週六聚会 9/3   

  英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6 

中文堂小组 21 合计 $25,720.70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586 中文堂小组(四) 暂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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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学德 周益弘 杨学庆 邵文媛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余子吉 

吴    坚 

何    晖 

田    军 罗世真 

下
週 

实
体
崇
拜 

简志敏 张振华 邵文心 朱琇英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胡    捷 

温笑涟 

郑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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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1） 

保罗 查考《弥迦书》第 1-2章 摩西 1 查考《使徒行传》第 9章 

约瑟 查考《罗马书》1:18-32 摩西 2 查考《马太福音》17:1-13 

喜乐 查考《哥林多前书》11:17-34 摩西 3 查考《约翰福音》第 20章 

良善 一步一步学箴言第 30步 摩西 4&6 查考《罗马书》第 8章 

信实1 暂停改週六户外活动 摩西 5 查考《马可福音》14:12-26 

信实2 查考《罗马书》1:18-3:20 仁爱 一步一步学诗篇第一步(1) 

信实3 Alpha-如何活得更精采 和平 1 查考《约伯记》第 29章 

信心(六) 暂停 和平2 查考《马太福音》22:1-14 

东区 1 查考《创世记》第 42 章 西南 1 查考《士师记》第 13 章 

东区 2 查考《创世记》第 10-11 章 真光 圣经概论 

东区 3(六) 暂停改主日下午聚餐外展 约书亚(隔周六) 查考《使徒行传》10:1-43 

温柔 查考《马可福音》1:1-13 恩慈 查考《撒母耳记下》第 23 章 

佳音 暂停查考《使徒行传》第 3 章 忍耐 看《出埃及记》影片 

节制 1 查考《传道书》第 2章 恩典(隔周五) 暂停 

节制 2 查考《加拉太书》2:1-10 常青 庆祝中秋活动 

节制 3 查考《路加福音》第 3章 常青(大和平公寓) 暂停 

AGAPE 1 查考《马太福音》25:14-30 IFG 查考《哥林多前书》第 1 章 

AGAPE 2 查考《马太福音》25:1-13 多加(二) 郊遊 

AGAPE 3 查考《马可福音》10:1-16 新生命(隔周五) 中秋聚餐诗歌敬拜 

AGAPE 4 福音外展-亲密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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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靖霞姊妹 

217-652-9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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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刁惠敏姊妹 
630-888-58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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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敏姊妹 

630-548-5687 

西南一 黄真谛姊妹 
630-596-3988 AGAPE3 锺凯波弟兄 

630-935-6428 

真光 童劲松弟兄 
630-352-1265  约瑟 赵匀婷姊妹 

630-302-7190 

 IFG(国际学生/青年) 张杭弟兄 
630-718-1190 常青（长辈团契） 欧光渝弟兄 

412- 551-0176 

週六晚 

东南区-信心 
各组员家庭晚 

杨坚弟兄 
312-882-6756 

 
 新生命 (隔週) 孙舰弟兄 

513-207-2039 
东区-东区三 
各组员家庭晚 

赵凯弟兄 
630-789-6752 

週六晚 
西南区-约书亚(隔週) 夏栋弟兄 

609-955-0420 
 

   
 

 

 

 

 

 

 

创立：二〇〇〇年十月八日  2022 年 9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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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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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邵文媛姊妹 

以讚美感谢来敬拜 

宣召........................................................................周益弘弟兄 

讚美............祢的信实广大/愿祢崇高..............杨学庆/会众 
                    靠主膀臂 

                    速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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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鹿渴慕.................................诗班 

信息............................我乃是竭力追求................范学德传道 
 腓立比书 3:1-14              

回应诗歌......................基督精兵前进..............................会众 

献祷........................................................................周益弘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周益弘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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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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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殿乐........................................................................邵文媛姊妹 
 

 

 

每日读经  
            本週 (9/11-9/17) —创世记 22:1-24:67    

本週金句  
  這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著基

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 腓立比書 3:12 

 

 

* 消息与代祷 * 

1. 感谢范学德传道前来传讲神的话语，求主保守他和他的家庭
与服事。 

2. 欢迎上主日首次参加实体聚会的克俊恒/王秀菊、马洪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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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主题为「愿你们平安」的福音之夜和福音主日分别
在本週五(9/16)晚上 8 点和下主日(9/18)上午 10:30
举行，由简志敏弟兄担任讲员。福音之夜为線上聚
会，需要提前註册，以获得 Zoom 信息，请扫二维码或点击
註册链接 https://register.lwechurch.org/註册。福音主日仍将
有实体聚会、YouTube 和 Zoom 直播。请弟兄姊妹广邀亲朋
好友参加。  

4. 2022 宣教年会将於 9 月 30 日至 10 月 2 日举行，请弟兄姊
妹预留时间全程参加。 

5. 《活水》月刊继续征召排版同工，欢迎会使用 MS Publisher

应用软件或愿意学习的弟兄姊妹到办公室报名参加服事。 

6. 中文堂需要增加主日崇拜和特殊聚会的翻译同工，请有感动
参与服事的会员弟兄姊妹联络黄锡惠执事或教会秘书。 

7. 美国家庭更新协会主办的第 33 届芝加哥国语恩爱夫妇营将
於 2022 年 12 月 9 日至 11 日( 週五-主日）在 Darien 举行, 
详情请在 https://tinyurl.com/33thMER1 查询或见佈告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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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报名参加秋季福音聚会！ 

 

 福音之夜（Zoom）愿你们平安（一） 

 9 月 16 日(五)晚上八点(芝加哥时间) 

   {北京时间 9 月 17 日(六)上午九点}  

 福音主日(實體+YouTube+Zoom) 愿你们平安（二） 

9 月 18 日(日)上午十点半(芝加哥时间) 

{北京时间 9 月 18 日(日)晚十一点半} 

讲员：簡志敏弟兄  
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南加州大學，分獲博士學位、工

商管理碩士學位（MBA）。在中國、美國職場工作 19 年，歷

任高級研究員，研發、產品總監，事業部副總經理，董事總
經理等。 

1998 年在加州蒙恩，受洗歸主。在工作、生活中熱切

傳揚主的福音。歷主 15 年預備，終於奉獻「全時間」服事
主，成為受新澤西貝郡基督徒證主教會支持的傳道者。 「專
心以祈禱傳道為事」，以「神話語的職事」服事眾教會，並兼

任全球性聖經教學機構「基督學房」教學同工。 
 

 本次聚会仍采用提前报名的方式，报名后会即刻收
到确认信息，並在聚会数日前收到聚会的详细信息
(包括专属 Zoom 链接)。 

✅如果您上次註册参加了福音之夜，这次您可以走

“便捷通道”。请查看您上次註册的电子邮箱，同工

已发出便捷报名链接，您可直接点击报名，无需再

填写註册信息，简单快速，非常便捷！ 
 

 首次报名者，请使用二维码 
或链接：https://register.lwechurch.org/  

 

请弟兄姊妹和朋友们踊跃报名，並广邀亲友邻居参加！ 

https://register.lwechurch.org/
https://tinyurl.com/33thMER1
https://register.lwechurch.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