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灵修小品  * 

赦罪之恩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  

                                               羅馬書5章2 1節 

媽媽發現四歲的偉偉匆匆離開小貓的窩，因為之前媽媽曾告誡他

別碰剛出生的小貓，所以就問他：「你摸過小貓嗎？」 

他一本正經地回答：「沒有。」媽媽再問：「牠們很柔軟吧？」他

馬上說：「是啊」，又自動補一句：「小黑貓還叫了一聲。」 

對於幼童口是心非的行為，我們只能一笑置之。但偉偉不聽媽媽

的話，卻顯出人性的真實面貌，四歲的孩子即使沒人教也會說謊。大

衛著名的懺悔詩寫道：「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的時候就有

了罪」（詩篇 51 篇 5 節） 。使徒保羅說：「這就如罪是從一人入了世

界，死又是從罪來的，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羅馬

書 5 章 12 節）。這段令人沮喪的話，適用於所有的王公貴族、四歲小

孩，以及你和我。 

但我們還是有極大的盼望！保羅說：「律法本是外添的，叫過犯顯

多；只是罪在哪裡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羅馬書 5 章 20 節） 

上帝不是在等我們犯罪，然後執行懲罰，而是要對我們施恩、饒

恕、修復。我們只要承認自己的罪，憑著信心來到祂面前悔改，就能

得到祂的赦免。 

天父啊，求祢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 
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裡的就不定罪了。–羅馬書 8 章 1 節  

选自《灵命日粮》2017 年 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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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崇拜 主日学 週五聚会 中文堂主日奉獻 10/2 

中文堂现场 197 中文堂(線上) 132 
 

中文堂 359 
0 

经常 $14,101.26 

 中文堂YouTube 225     宣教 $11,315.12 

中文堂 Zoom 16     建堂 $0.00 
老年公寓 29 週间聚会   神学生 $400.00 
Echo/Youth现场 88 中文堂小组(二) 24   爱心 $595.00 
Echo /Youth線上 31 中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67 

  夏令会 $0.00 
儿童实体 53 週六聚会 10/1   

儿童線上 7 英文堂祷告会
(三)(線上) 

宣教年会(实体) 53 合计 $26,411.38 
  宣教年会(線上) 122 *奉献支票抬头 LWEC    

*奉献箱置於大堂中门两侧 总人数 646 中文堂小组(四) 7 工作坊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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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振华 陈建荣 李蕙怡 邵文媛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蔡   霖 

慎    玫 

陈益生 

唐春雨 

胡    捷 罗世真 

下
週 

实
体
崇
拜 

曾思机 徐  恒 陈建荣 朱琇英 
袁恺青
林子斌 

韩    玥 

戴瑞克 

陈   宇 
蔡   霖 

傅德荆 

王怡彬 

唐春雨 

田    军 武   薇 

 

 

 

 

 

 

 

 

 

上週各小组/团契聚会主要内容(週五聚会总人数-359） 

保罗 暂停 摩西 1 查考《使徒行传》12:1-13:12 

约瑟 查考《罗马书》2:17-29 摩西 2 查考《出埃及记》第 19章 

喜乐 查考《哥林多前书》12:12-31 摩西 3 查考《约翰壹书》 

良善 一步一步学箴言第 31步 摩西 4&6 查考《罗马书》第 9章 

信实1 查考《使徒行传》8:1-25 摩西 5 查考《马可福音》14:53-72 

信实2 查考《罗马书》6:1-23 仁爱 一步一步学诗篇第二步(1) 

信实3 观看《耶稣转》上 和平 1 查考《约伯记》第 30 章 

信心(六) 暂停/参加宣教年会 和平2 查考《马太福音》22:34-40 

东区 1 查考《创世记》第 44 章 西南 1 查考《士师记》第 15 章 

东区 2 暂停 真光 婚姻分享 

东区 3(六) 暂停/参加宣教年会 约书亚(隔周六) 暂停/参加宣教年会 

温柔 查考《马可福音》2:1-3:6 恩慈 《撒母耳记》回顾 

佳音 查考《使徒行传》第 6 章 忍耐 查考《出埃及记》第 19 章 

节制 1 查考《传道书》第 4章 恩典(隔周五) 腓立比书介绍 

节制 2 查考《加拉太书》3:1-14 常青 查考《雅各书》3:13-18 

节制 3 查考《路加福音》第 4章 常青(大和平公寓) 查考《创世记》第 23 章 

AGAPE 1 青林师母专题—为什么基督徒也要听福音 IFG 查考《哥林多前书》第 2 章 

AGAPE 2 查考《马太福音》25:31-46 多加(二) 查考《出埃及记》9:27-10:11 

AGAPE 3 查考《马可福音》10:17-34 新生命(隔周五) If we could say one thing to you(1)  

AGAPE 4 福音外展-亲密之旅 溪水 学习《褥子团契》第 1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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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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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荣弟兄 

讚美............有福的确据...................................李蕙怡/会众 
                    永恒的答问 

                    我们呼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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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独神当得荣耀...........................诗班 

信息.........................死由亚当, 生藉基督.............张振华牧师 
   罗马书 5:12-21              

回应诗歌....................耶稣奇妙的救恩............................会众 

献祷........................................................................陈建荣弟兄  

以生活回应来敬拜 

报告................................(欢迎及问安).................陈建荣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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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10/15) —创世记 32:13-35:15    

本週金句  
就如罪作王叫人死；照樣，恩典也藉著義作王，叫人因我們的主耶穌基

督得永生。                            - 羅馬書 5:21 

 

 

* 消息与代祷 * 

1. 欢迎上主日首次参加实体聚会的郭文佳、冷嘉蒂、宋炳泉、
徐元芳、朱云。也欢迎上主日和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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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是宣教月，求主继续感动弟兄姊妹一起参与普世宣教。
尚未领取宣教手册和宣教代祷冰箱贴的弟兄姊妹，请到大厅
领取，每家一份。手册内夹有认献表，请凭感动填写信心认
献表。宣教手册第 48 页或週报右栏上登有关於认献的说明。
无法来实体的弟兄姊妹可以实名发邮件给教会信箱
info@lwechurch.org，索取电子版宣教手册及网上认献表链接。 

3. 12 月 18 日(主日)有受洗礼拜和新会员入会籍，请到办公室
或实名发 Email 到 info@lwechurch.org 索取相应的申请表。 

4. 为了向牧师和牧职同工表达感谢，关怀部发起从 10 月 2 日
起连续五个主日(10/30 止)的爱心感恩特别奉献，支票上请註
明「爱心」，截止日后收到的爱心奉献将进入普通爱心基金。 

5. 宣教部正在组织短宣队在 11 月 11 日(週五)赴 UIUC 校园短
宣，参加校园团契感恩节聚会，由邹求仲弟兄带队。请向邹
求仲弟兄或童劲松弟兄报名。 

6. 芝加哥华人基督徒大会将於 12 月 28 日下午至 31 日中午在
Westin Hotel Yorktown Center，Lombard 实体举行，欢迎弟兄
姊妹踊跃报名参加。优惠报名 10 月 31 日截止。请到橱窗或
上芝华宣道网站查询详情 https://cccmforhim.org/cccc/2022/。
报名表在大厅桌上备索。本教会联络人是刘遵平弟兄。 

7. 正道培育中心芝加哥校区即将开设秋季课程《婚姻冲突与辅导》，
11 月 11 日至 13 日、12 月 2 日至 4 日上课，10 月 11 日前报名有
优惠。大厅橱窗有报名详情，或请访问 https://www.les.edu/chicago/。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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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名请联络王勇强弟兄和戴成姊妹(630-499-560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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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於认献的几点说明】 
 

信心認獻是您個人(或家庭)按照神給您的感動和負
擔，提前在神面前對明年(2023)的宣教支持作出的承諾。 

 

1. 2023 年宣教預算總額是$172,220，信心認獻目標是
$172,220。 若信心認獻結果超過認獻目標, 超過的
金額將仍用於 2023 宣教士/機構. 若有不足, 將從
宣教基金支出。  

2. 為了使所有的宣教士和宣教機構都能得到相應的支
援，我們鼓勵不指定對象的認獻，以便宣教委員會
按宣教士和宣教機構的實際需要安排認獻基金。 

3. 如果您願意參與不指定對象的認獻，您只需要在
「 A.不指定對象的信心認獻」一行中所對應的
「2023 我的信心認獻金額」一欄的空格內填上您要
認獻的金額, 並略過 B-F 行。  

4. 如果您願意參與指定對象的認獻，請在指定的宣教
士或宣教機構一行所對應的「2023 我的信心認獻金
額」一欄的空格內填上您要認獻的金額;  

5. 最後一行的「2023 我的信心認獻金額」一欄，請填
寫您的認獻總額。  

6. 相應的奉獻支票在明年年內開俱並計入明年的奉獻
收據。奉獻支票上請註明「宣教」。 

7. 有負擔為宣教士和宣教機構禱告的弟兄姊妹,請在認
獻表上方愿意代祷欄的“Yes”空格内打鉤「✓」,填
上电邮地址,並在「2023 我的禱告支援」一欄的相應
空格內打鉤「✓」。求神感動至少 150 位禱告勇士加
入宣教大使命禱告團隊。 

8. 請將信心認獻表(宣教手册夾頁)填妥後投入奉獻
箱，可同時填寫手冊上 48 頁的存根作為留底和提
醒。 

 

https://cccmforhim.org/cccc/2022/
https://www.les.edu/chicago/
https://tinyurl.com/33thMER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