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紐奧良華人浸信會 
 New Orlean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3413  Continental Dr., Kenner, LA 70065 
           http://nocbc.org 或  http://chinesebaptist.us 

          (504) 247-9755 

   活水双月刊  Living Water 
           主後二千零一七年三月號（第99期） 
          Bimonthly Newsletter March 2017 

              
耶穌回答說：「凡喝這水的還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賜的水就永遠不渴。我所賜的水 
要在他裏頭成為泉源，直湧到永生。」節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穌站著高聲
說：「人 若渴了，可以到這裡來喝。信我的人就如經上所說：從他腹中要流出活的 
江 河來。」約翰福音 4:13-14; 7:37-38                                                                                                                                          

 

  耶穌的深情厚愛         ◆ - 吳國華牧師 - 

 
為了愛耶穌道成肉身降世為人；為了愛耶穌走上十架為罪受害； 

為了愛耶穌擔負一切憂傷痛苦；為了愛耶穌捨命流血完成救恩。  

 

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的罪受死，向我們清楚的表明祂對罪人的愛，及祂救贖的恩典。 

（羅 5：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遙望各各他山上，瞻仰為我的緣故被高懸在十字架上的耶穌。 

祂的寶血一點一滴的流落在我的身上。  

看著祂被撕裂的痛苦，聽見祂微弱的呻吟。 

祂那被荊棘冠冕刺破的額頭，鮮血不斷的流在祂那蒼白的臉上。 

祂的眼睛已深陷，祂的嘴唇已發白。祂的眼神顯出祂的疲弱無力。 

但祂仍然如此強烈無比的執著。 

深深體驗祂那份真摯的深情厚愛，心中不禁的問祂說：  

「主啊！祢為何對我如此深情，我有何好處值得祢如此的付出。」   

祂吃力的睜開眼皮，輕柔祥和的目光對我凝視。 

細語的對我說：不為什麼，只因我是愛你，為此我如此選擇。 

淚水從我眼眶滑下，心被祂的愛所征服。 

 

主啊！讓我被祢的寶血潔淨， 

讓我被祢十架的愛所熔化，使我有柔軟的心靈與堅韌的心志， 

選擇不為什麼，只因如此就是祢的深情厚愛， 

以祢的愛去愛身邊的弟兄姐妹， 

因祢是如此的以堅貞的愛來愛我。     阿們 - 

 

  
  每當我想起祢寶貴十架 

  為了我的過犯祢受刑罰 

  為了我得醫治祢受鞭傷 

  為了我得救贖付上代價 

  每當我想起祢犧牲的愛 

  我要高舉雙手獻上敬拜 

  我的心要不停獻上感謝 

  主耶穌祢為我做的一切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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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的受難與復活    

◆王晋江 
 
       有些朋友會問，

兩千年前耶穌受難與我有何干?你說祂的死是為了 

世人贖了罪，但為什麼現在還有那麼多人在犯罪? 
 

        是的，兩千多年前，聖靈經由童女馬利亞懷

孕，道成了肉身來到世間，開始以人的形像和語言

來傳播天國的道理，教導人們悔改和相信祂，並且

用祂肉體的死亡，承擔了人們的罪孽。 
 

        祂的名字叫耶穌，祂是神的兒子和使者。雖

然祂擔當了人的罪， 被人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世

人的罪作了贖罪祭，但是人類並沒有認識到祂的這

種犧牲和愛，這是因為人類被自己的罪遮蔽了雙

眼，驕傲，自私，虛偽，貪婪，淫念，暴力等等，

這些罪讓我們與神徹底隔絕了，使我們看不到這種

救贖了。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道路，真理，如果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耶穌受難的意義在

於，祂已經為所有的世人贖了罪，這是一份免費的

禮物，只需要世人相信和接受祂，就可以得到這份

禮物，獲得新的生命，和神重歸於好。 
 

        現在世上還有那麼多人在犯罪，就是因為他 

們沒有認識到耶穌，還沒有看到和接受這份免費的 

 
 

April 14，2017  受難節崇拜 
 

  十字架下的沉思 
 

以詩歌來表達主犧牲付出的愛 

以信息來見証主在十架上的愛 
 

時間：晚上七時正至八時三十分 

   （同領主餐） 

 

 

 

禮物。這就好像一個人在海裡面想靠自己的能力掙 

扎，希望能生存下來，卻沒有看到神已經在他身旁

扔下了一個救生圈，只要伸手接受就得着了救恩。 
 

        更重要的是，耶穌在死後第三天復活了，停

留在世上四十天之久，並被祂十二個門徒和眾多的

信徒所親眼見証。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在

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祂的復活讓

我們看到，人的死亡並不是終結，並不恐怕。   
 

        有些朋友會問，從古至今，除了耶穌，還沒

有見到誰從死裡復活的，怎麼知道人能復活得永

生? 耶穌說，我實實在在的告訴你們，那聽我話，

又信差我來者的，就有永生，不至於定罪，是已經

出死入生了。 
 

        耶穌又說，因為我父的意思，是叫一切見子

而信的人得永生，並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復活。我們

沒有看到人復活，是因為那末日還沒有來到。至於

什麼時候末日來到，只有天父自己知道。 

 

        保羅說，神已經叫主復活，也要用自己的能

力叫我們復活。所以人類只要相信耶穌，信靠耶

穌，我們就會像祂一樣，死而復活，得到永生。 
 
 

April 16，2017 復活節崇拜 

******************************* 
       十字架的榮耀 
 
我當日所領受又傳給你們的、 

第一、就是基督照聖經所說、 

為我們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 

   又照聖經所說、第三天復活了． 

         (林前 15：3-4）  
 
      時間：早上十時正至十二時三十分 

          （舉行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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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趙德華  

 
主耶穌出生在卑微的

馬槽，在一個非常普通的猶

太家庭長大, 早年沒有得到像

摩西或保羅那樣好的教育，

但祂在世生活 30 多年，行了

很多神跡奇事，傳講天國的

福音，祂的教導也被世人視

為稀奇，帶有權柄，祂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顯明

祂就是神兒子，來到世上是要為世人預備一個出

路，讓人和神重新和好。   

 

耶穌是神，也是人。祂也有人的軟弱，卻沒

有犯罪，祂是完全的人。耶穌最後被釘在十字架上

受難，為世人的罪獻上挽回祭，被埋三日後復活，

完成了救恩。認真閱讀聖經關於主耶穌受難復活的

記錄，我們就會更深的體會我們的主耶穌就是舊約

聖經預言的，預表，期待的彌賽亞。  

 

主耶穌曾三次對門徒預言自己如何死。耶穌

指示門徒，“祂必須上耶路撒冷去，受長老祭司長

文士許多的苦，並且被殺，第三日復活。”(馬太

福音 6:21。其他兩次參見馬太福音 17:22 和馬太福

音 20:18-19）主耶穌用比喻的方式向尼哥底母說

“摩西在曠野怎樣舉蛇，人子也必照樣被舉起來。

叫一切信祂的都得永生。”（約翰福音 3:14-

15），這裡耶穌用了舊約聖經摩西在曠野舉銅蛇，

凡被火蛇咬的，一望這銅蛇；就活了。預表主耶穌

要被釘在十字架，凡仰望祂的必的永生。    

 

        面對法利賽人和撒都該人的試探和刁難，耶

穌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神跡，除了約拿的神

跡以外，再沒有神跡給他看，”（馬太福音 16：

4）耶穌用約拿的神跡是預表祂的死在十字架，被

埋在地裡三天三夜，就像約拿在魚肚裡三天三夜一

樣。  

但祂在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就像約拿從魚肚

被吐出來一樣。預表是一件事件既描述當時的歷史

事實，還隱含著未來的意義。這說明耶穌的誕生，

被釘十字架和復活，是預定，注定要發生的。  

 

聖經在以賽亞書 53:1-10 這樣預言“…耶和

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祂身上,… 祂像羊羔被

牽到宰殺之地，…耶和華卻定意（或作喜悅）將祂

壓傷，使祂受痛苦。耶和華以祂為贖罪祭。”施洗

約翰看見耶穌來到他那裡，就說，“看哪，神的羔

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翰福音 1:29）。    

 

根據聖經記載，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是逾越節

被釘在十字架，死亡時間正對應逾越節晚祭時間，

按慣例是以色列民眾向神獻祭物的羔羊的時候。多

麼奇妙！逾越節在猶太宗教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的節

日，來紀念上帝把以色列人從埃及地的奴役中拯救

出來，每逢這節期，所有猶太的男子都要上到耶路

撒冷去，每家準備無殘疾的公羊在逾越節的黃昏時

分獻給耶和華神。 

 

很難想像在這麼一個莊重的，通常會釋放一

個囚犯節日，來處決兩個強盜和根本沒有犯過罪的

耶穌。合理的想法是耶穌知道自己是神的羔羊，就

吩咐自己的門徒把祂在逾越節釘在十字架上來完成

救贖。不，這是我們人的想法和作為。神就是用罪

人甚至是惡人，在最不可想像的時間成就祂必要成

就的事。  

 

耶穌十字架受難，被埋，三日後復活，首先

向婦女和門徒顯現，並且在門徒面前吃喝，一次顯

現給 500 多人，40 天之久。升天坐在全能者天父

的右邊，在天上垂聽我們的禱告，賜下聖靈保惠

師，住在我們裡面，永遠與我們同在，也在天上為

我們預備地方，就必再來接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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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誌 Travel Journal 

                          ◆ 李懋平 

     日出日落  
           Sunrise Sunset 

Cartagena de Indias, Columbia    January 24, 2017 
 

1 年 365 日出日落，10 年 3650 日出日落，

100 年 36500 日出日落。人們都想珍惜 36500 日

出日落，但確不珍惜 1 個日出日落，那知失去 1

個日出日落，就少了 36500 日出日落，再也尋不

回來；這是人生的悲劇。36500 跟永恆比是小的

不能再小的數目，只要尋到日出日落的創造者，

也就是永恆者，一切都可獲得。可是當這位創造

者，永恆的神，來到你面前，要白白給你這份永

恆的禮物，你願意接受嗎，還是當這份禮物為 1

個日出日落? 

 

日出  Sunrise, Cartagena de Indias  

 

 

 

 

 

 

A year has 365 sunrises and sunsets; ten 

years, 3650 sunrises and sunsets; and one 

hundred years, 36500 sunrises and sunsets. 

Everyone wants to treasure 36500 sunrises and 

sunsets, but cherishes not a sunrise and sunset. 

One realizes not that neglecting a sunrise and 

sunset means forever losing 36500 sunrises and 

sunsets. This is the tragedy of human life. 

Compared to infinity, 36500 is a negligible, 

minuscule number; but if you can find the 

Creator of sunrise and sunset, the Forever One, 

you may fulfill all sunrises and sunsets. Yet if the 

Creator of sunrise and sunset, the Forever One, 

comes to you with the free gift of eternity, will 

you accept it or just treat it like a sunrise and 

sunset?  

 

日落  Sunset, Cartagena de Indi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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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    ◆卓睿璿 

                   
    我是 Tulane 法學院的

SJD 學生。2011 年來到

美國唸書，2014 年在教

會做了決志禱告，2016

年感恩節受浸。感謝主，經過兩年裏在主裏面的信

心成長，在去年感恩節終於給我這個機會，完成受

浸這重要的一步，真正歸為主的兒女。我願意在這

裏向大家見證主在我身上成就的神跡，和主的衷心

的僕人們對我的幫助。 
 

        我在初中時最要好的朋友家人是基督徒，所

以在那時便得以了解基督教的知識，卻在 2014 年

之前，一直是有知識卻沒有感動。2014 年對於我

是非常重要的一年，那個時候的我在十字路口搖擺

不定，感謝主在千萬人中，看到了我的迷茫，揀選

了我來到祂身邊，賜給我聆聽的耳朵和領受的心，

讓我能夠重新認識祂話語裏的大能力，也成為了我

人生中最重要的轉折點。 
 

        那個時候，我常常被各種聲音困擾，可是它

們許多都來自這世間的罪，讓我迷茫不知所措，學

業生活也變得進展困難。懷著許多疑問，我去了芝

加哥找鄰居家的姐姐玩，是他們夫婦把我帶到了教

會。在芝加哥的家庭教會裏，當時的弟兄帶領查經

的內容是主耶穌激動將五餅二魚分給五千會眾。那

時我可以明確地感覺到，在那個家庭教會裏的每一

個人，有著共同的品質，他們淵博且謙和，平靜且

充滿信心。他們所查考的主耶穌基督的話語，雖然

我那時還不能完全理解，卻給了我可以抓住的一絲

光亮。回到新奧爾良後，我幾乎是立刻就找到好友

素冰姐妹，把心裏對於基督教的疑問向她請教，在

得到了她的解答和幫助之後，我來到了 Tulane 團

契，也來到了華人浸信會。感謝神，使用您的僕人

們，帶領我一步一步找到了屬靈的家。 
 

        在教會裏，感謝神把信心的種子放在了我心

中的土壤裏。2014 年 6 月底的一次佈道，常思恩

牧師被聖靈感動而呼召：有誰願意向主承認自己是

罪裏的“癱子”，需要尋求主的醫治？沒有猶豫，

心裏面主的聲音告訴我，答案是肯定的。感謝主，

當天常牧師與我們一同決志的十位弟兄姊妹進行了

關於確立信仰非常認真的談話，我也在鄔老師的帶

領下做了決志禱告。這是 25 年來，對自己的身份

新的認定，我願意做主的兒女，接受祂的救恩。 
 

        經過決志禱告之後，我並沒有立刻被喜樂充

滿。相反，身體越發疲憊，並且心情持續低落。經

常想到自己是罪裏的人，被罪所捆綁而行不出任何

善與愛的曾經，想到就痛不欲生。暑期回國後，身

體和精神狀態的低迷引起了家人的重視，我被查出

患上了抑鬱癥和焦慮癥。 
 

        那一年半真是黑暗裏的日子！在身體疾病的

困擾下，學業幾乎停滯。一直無比疼愛我的父親，

在我患病初始展現出了極大的困惑和憤怒。那時我

們尚且不能理解精神疾病，於是他生氣又無奈，為

何曾經優秀的女兒變得什麽也不能做？不能見人，

不能出門，起床變得十分費力，光穿衣服就要花半

小時以上的時間（套上一件就要休息十分鐘），連

吃飯都拿不起筷子只能用勺子。他甚至認為我是為

了逃避即將到來的司法考試，而產生了心理障礙。 

和父親的衝突與和好，成為了患病最初的主旋律。 
 

         感謝主加給我力量，也讓我看見，人的愛真

的有局限，地上的愛，最深大概莫過於父母子女，

且有著隔閡無法讓我們全然理解對方。但是天父的

愛，是完美的，我們可以全然地倚靠天父，天父也

會把祂認為最好的給我們這些愛子愛女。想明白這

些後，我變得順服，不再和父親衝突，每天藉著禱

告從天父處尋求力量，順服於當下的身體狀況，也

盡自己的全力，克服讀寫障礙，準備司法考試。感

謝主，每一步都是主的親自帶領，讓我有主的安

慰，有弟兄姊妹的陪伴，有主賜給的信心，我竟然

一步一步地堅持了下來，在患有抑鬱癥的情況下，

竟然還以 400+的高分通過了司法考試！我在忍耐

等待神的過程中，父母的心意也都被更新，他們對

神開始了解更多，我們也能夠一同面對這個疾病，

用愛來理解和幫助。這是神在我家裏奇妙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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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健康狀況並沒有完全好轉，我在 Tulane

的學業不得已也要暫時中止。感謝神，在決定休學

的前夕，我的病癥開始得到規範的治療，我身邊的

兄弟姐妹和朋友們，也都用無私的愛來做我的支

持。雖然學業暫時中止，神卻為我開啟另外的道

路。我得到了去香港一所大學、和香港政府有關部

門一同開展 research 的機會。為此我反覆禁食禱

告，一心只想把自己交給神，讓神來為我開道。感

謝神，祂把這份一年的工作放到我手中，並且為我

鋪平了一切道路。在香港的一年，工作和生活上，

因為一直倚靠神，進展得比預計要順利太多。在香

港我一直去普通話的教會和團契，也得以結識主裏

的弟兄姐妹，讓我們一起工作、租房、互相鼓勵和

安慰。在香港這座繁忙的五光十色的城市裏，主一

直看顧我的心不被世界上的享樂和枷鎖奪走，讓我

更加明確，我願意繼續學術的道路，努力地工作和

生活，為的是榮耀神。從前令我生病的壓力，不會

再把我拖向病魔，我願在工作中更加投入，向著主

的標桿直跑，也願在主裏感恩快樂，與祂分享我的

每一個進步。 
 

        在這篇受浸見證裏，我最想說的、也說的最

多的是感謝神，那首《感謝神》的詩歌，我非常喜

歡。“感謝神賜路旁玫瑰，感謝神玫瑰有刺。”路

旁開著晶瑩的玫瑰，但神從未應許玫瑰沒有刺。這

是一個美麗的誤會，人總希望事事美好，但原來神

從未應許；神許諾給我們新天新地作為新人的喜

樂，但神卻並未說過一切都會順遂，可是我依舊感

謝神，因為祂仍允許選擇，而我的選擇就是倚靠

神。我在信主卻未受浸的兩年裏，信心也有起落。

感謝主賜給我的亮光，在經文裏也得到了印證。祢

在我的身上有祢愛的戳記，我每每在胸口劃十字

時，都會想起我是主的兒女，提醒自己當有主耶穌

基督祢的樣式和品格，也確信自己無論面對怎樣的

境遇，主都能憑藉這個記號找到我，幫助我安穩渡

過這處境。感謝神，現在我是健康的。感謝神，讓

我明白真正純潔的心並非是一廂情願地相信世界美

好，而是曾經滄海、千帆過盡後仍能選擇效法耶穌

基督的那顆赤子之心。我知道，神已經等候我多時

了，在祂裏面可以找到所有的答案，那些我在靈裏

一直渴慕的答案。我願意接受耶穌基督作為生命的

救主，在祂裏得到新生。 

  有福的人生             
                                ◆謝淑賢 

 

    2017 年剛開始，在新

的一年，衷心祝福各位弟

兄姐妹們福杯滿溢，天天

享受到充滿恩典的人生。 

 

        除舊迎新，大家已

經將教會 2016 年的月曆

除下，掛上 2017 年新月曆。我們每月撕下每張的

月曆，應當如何處理？近年我習慣把它們儲存下

來，因為每張都印有聖經金句，每年清理一次。當

我細心清理它們時，腓立比書 4:12 的金句在我眼

前一亮 我知道怎樣處卑賤，也知道怎樣處豐富，

或飽足，或飢餓，或有餘，或缺乏，隨時隨在，我

都得了祕訣。 我毫不猶豫就將它貼在冰箱前，因

為它提醒我，冰箱內我們日用的飲食都是神賜與

的，祗有餘，不會缺乏。每一天我依靠天父週詳的

供應，不用再恐慌與掛念。 

 

        保羅時常提醒我， 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

便是大利了，困為我們沒有帶什麼到世上來，也不

能帶什麼去，只要有衣有食，就當知足。 (提前

6:6-8) 

 

        財富非我求，虛榮非我慕，惟有主基督能居

我心中。我感覺這一生最美的祝福就是能認識主和

信靠主耶鮽。 雖然我的肉體和我的心腸漸漸的衰

殘，但神是我心裏的力量，是我的福份直到永遠。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

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詩 23:6) 

 

        因著耶穌，我們經歷到人生的滿足感，安全

感和歸屬感。在這個黑暗沒有盼望的人生路，因著

耶穌而成為一條蒙恩福的的盼望、恩典和光明之

路。 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 面前有滿足

的喜樂，在 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詩 1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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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 
          聚會時間 (星期日主日早上) 

                                         

  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10:00 – 11:30 (普通話 -粵語翻譯) 
               兒童崇拜 /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Worship /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0:00 – 11:15  

                         英文崇拜 English Worship   11:30 – 12:30  
 

   主任牧師﹕吳國華牧師、助理傳道﹕王光美(Kim)傳道(英文事工)、史迪威傳道(校園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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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動態 
          ******************* 

►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週三晚 Wednesday  7:30 pm 
   聯絡：吳國華牧師 聚會地點：教會 
   Tel: 217-691-9756    james_ng@att.net 
 
► 活水團契 Living Water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聯絡：林東弟兄   聚會地點：教會 
   Tel: 916-799-8129    dlin6699@gmail.com 

  
    
 
 
 
 
 
 
 
 

► 杜蘭學生福音團契 Tulane Student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00 –8:30pm 
   聯絡：史迪威傳道 Tel: 504-797-7862     
            Livingstoneshidwei@gmail.com   
   聚會地點：1100 Broad Way, New Orleans, LA   
               Chapel of the Holy Spirit         

 ► 餐館團契 Restaurant Fellowship 
    週二晚  Tuesday 10:30 – 11:30pm   
    聯絡：陳彩嬋姊妹(余太太)   
    Tel: 504-443-5691  
    聚會地點：Imperial Garden Restaurant 

 3331 Williams Blvd, Kenner   
 
 
 
 
 
 
 
 

► 粵語團契 Cantonese Fellowship 
   週日晚(每月一次)   5:30 pm 
   Sunday (Once a Month)    
   聯絡：趙崇國弟兄    聚會地點：教會 
   Tel: 504-905-7760   Shung.chiu@gmail.com 

► Slidell 團契 Slidell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40 – 8:30pm    

聯絡：王晋江弟兄 Tel: 225-287-0005  
           jinjiangwang@gmail.com 
聚會地點：王晋江弟兄家 510 Winbourne Dr, Slidell 

► UNO 學生福音團契 UNO Student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30 pm 

 聯絡：石志敏弟兄  Tel: 504-756-9198 
            KimLianjin@gmail.com 
   聚會地點：Edgewater Baptist Church 
         5900 Paris Ave., New Orleans, LA  

mailto:james_ng@att.net?subject=NOCB%20Prayer%20Meeting%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mailto:Shung.chiu@gmail.com
tel:225-287-0005
mailto:KimLianjin@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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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團契 English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聚會地點：教會 

聯絡：Kim Lawler 王光美傳道 
Tel: 662-275-0016   nocbc.youth@gmail.com 

   Every Friday night from 7:00 pm - 9:00 pm 
   at the Church or Members' House. 
   Contact：Kim Lawler  

 

 

 

 

 

 

 

 

 

 

► 婦女會/福樂會 Women's / Blessing Fellowship 

週四早 Thursday  10:00 am 

聯絡：杜良銓(Julia)姊妹  聚會地點：教會 

 Tel: 610-969-8991   jucheng777@yahoo.com 
 

福樂會三月份至五月份聚會性質 

============================================= 

3/09 查經聚會--查考聖經，靈命更新  負責人：史迪威傳道 

3/16 見証分享--分享主愛，共享主恩  負責人：吳師母 

3/23 學習聖經--神的話語，甜蜜無比  負責人：吳國華牧師 

3/30 戶外活動--春季郊游，同沐主恩  負責人：謝淑賢姐妹 

4/06 福音見証--主恩豐盛，信仰交流  負責人：杜良銓姐妹 

4/13 寶貴十架--捨己的愛，為罪受害  負責人：吳國華牧師 

4/20 美味佳肴--學習烹飪，可口美食  負責人：張家英姐妹 

4/27 健康講座--活的健康，幸福無疆  負責人：張怡智醫生 

5/04 學習真理--主的聖言，句句信實  負責人：吳師母 

5/11 五月温馨--母愛偉大，如沐春風  負責人：吳師母 

兒童詩班 
 *************** 

                  ◆胡靜 
 
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來，不要禁止他

們，因為在天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太 19:14） 
 

感謝神，我們教會的兒童詩班在吳師母的倡導

下，鄔小琤姊妹，林綺文姊妹的幫助下及牧師與教

會執事等的支持下於 2017 年二月成立。其目的在

於讓孩子明白神創造音樂的美好，讓孩子從優美的

音樂中認識神，並能從詩歌中體會到上帝的愛，領

受上帝賜給他們有唱歌和合作的恩賜。願孩子們在

音樂技巧和心智上漸漸成長，成為主所合用的器

皿。 
 

    感謝神，我們的兒童詩班非常高興有林綺

文姊妹，趙福生姊妹，義泳姊妹，張怡娜姊妹，郝

方芳姊妹和杜燕姊妹等加入教導團隊，Annie zhao

姊妹担任司琴和吳師母帮忙負責詩歌。兒童詩班所

唱的歌主要是以中文為主，詩班排練時間是每個禮

拜天早上 11:30am-12:15 pm。歡迎適齡的孩子們參

加教會兒童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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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事工                            

             ****************
   負責同工：吳曾翔師母、胡靜姊妹、 康永廉(Andy)弟兄、鄔小琤姊妹 

 

        

 
 
      
 
     
       
 
 

       ✶  2-3years 老師：趙淑華、曹素冰、 
        金蓮錦、張怡娜、周美嬌、Jojo  

                                                                                             
      ✶1st-3rd Grader 老師：胡靜、陳愛霞 
      Amanda McCluer、Lillian Poon、義泳 

 

 

 
                

✶Pre-K/K 老師：郝方芳、 喻清照、Cathy、Jeff 
 
     ✶4th-6th Grade 老師： Andy 、Karen 

 
 
 
 
 
 
 
 

 

 
 
 
 
 
 
 
 
✶ 
育 
嬰 
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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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    時間：主日上午：11:30 – 12:30       

    ***************************************                                             
1. 慕道班 (教師：汪國順弟兄) 

 

2.  受浸班/基要真理班 

      （教師：鄭淮南弟兄、Julia 姊妹) 
 
 
 
 
 
 
 
 
 
 
 
 
 
 

3.  基督徒生活指導班 (教師：吳國華牧師) 

4. 三元福音倍進佈道班（教師：吳師母） 

 

5. 粵語查經班 (教師：林綺文、趙淑華姊妹)  

 

6. 恩典院查經班  (教師：恩典院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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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 

1. 今年度執事分工-- 趙德華: 主席，關懷佈道組; 

李懋平：崇拜和音樂事工; 鄔小琤: 主日學及兒

童事工; 李益群：團契事工; 陳威鋒：總務，採

購; 羅盤：總務，維修，文書（中文）; 王嘉

琭：英文崇拜，文書（英文）。請常常為教

會，牧師和師母, 傳道, 眾執事, 與同工代禱。 

 
2. 教會春季靈修營---- 

4/01（星期六）下午二時正至八時正 

4/02（星期日）上午十時至十二時三十分  

******************************************** 

主題：尊主為大---同成長，齊事奉 

講員：吳國華牧師 

第一講：基督是主---尊主為大 

第二講：主裡成長---同心事奉 

第三講：發掘恩賜---善用恩賜 

第四講：主裡勞苦---永不落空 

 

專題：生命影響生命的互動與交流 

講員：吳國華師母 

第一講：一個動態的服事模式 

第二講：引人歸主的傳道方法 

第三講：薪火相傳的門徒訓練    

******************************************** 
 

3. 4/14 日為受難節，當晚教會有舉行受難節崇

拜。紀念主耶穌的受難，教會詩班及活水團契

的弟兄姐妹將以詩歌來表達主為了我們受害受

苦受死的情形。請弟兄姐妹預備心領受主餐，

默想救主耶穌基督十字架的愛。 

請大家出席參加，願主的愛充滿你的人生。 

時間：晚上七時正 

 

4. 4/16 日復活節主日，吳國華牧師與詩班將有特

別的信息講道與獻詩。當天是中英聯合崇拜，

並為已經預備好要受浸的慕道友舉行浸禮，請

弟兄姐妹邀請親朋戚友參加，共同慶祝耶穌基

督的復活。 
 

5.  教會暑期聖經班(VBS) 時間：5/29– 6/2 (早上

9 點 - 下午 5 點) ， 6/2 (結

業典禮，晚上 6:30 點起 ) 

歡迎報名：4-12 歲的兒童，

13 歲以上的青少年或青年

可以擔任義工。報名表放在

走廊桌上。截止日：5 月 21 日(週日)  

聯絡人：Lillian Fok / Kim。 
 

6. 今年去廣西融水孤兒院短宣夏令營 (日期：7 月

15 至 7 月 22 號)開始報名了。 仍然由 Baton 

Rouge 和我們兩個教會合辦，由於我們教會分

配得到的孩子名額有限(五名)，所以請大家儘

快報名。名額報滿以後再來報名的會放在待定

名單中。有興趣者請與王晉江弟兄聯繫：

Tel(225) 287-0005。 
 

7. 今年台灣短宣日期為 7 月 15 至 7 月 29 号，請

代禱祈求神在宣教事工上的帶領。聯繫人：霍

永明弟兄，王光美姊妹 (Kim)。 

 

8. 教會圖書館增添了一批錄

影講道釋經 DVD，歡迎弟

兄姊妹借閱。 

圖書館開放時間每主日下午 1:00-1:30 pm.  
 

9. 每週被安排廚房與教會清潔服事的團契，必須

負責午飯後的清洗工作。主日學後請大家把椅

子折疊這對清潔服務人員幫助很大。星期天愛

宴後，請家長幫助孩子從地上撿起食物，以免

蟑螂和老鼠在清潔服務人員來前捷足先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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