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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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溫馨母親節 ◆吳國華牧師                                                    

   五月裡開滿了康乃馨花，

第二個星期天送給母親；每個

人都有母親，每個人都領受過母親的慈愛。兒女無

論長的是美醜智愚，在母親的眼中，都是她的最

愛。所以有話說：母愛浩大，心感不忘。古今往

來，無人不以為然。 

 

唐代詩人孟郊所寫的“遊子吟”，將母愛的偉

大描寫的無微不至。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全詩共六句三十字，歌頌母親無私的愛。表達

了詩人對母愛的感激及對母親深深的愛與尊敬。此

詩情感真摯自然，千百年來廣為傳誦。 

 

兒童詩班將於母親節獻唱：“搖亮我的未

來”，便是一首母愛的頌歌。 

         天上最美是星星，地上最美是母親。 

         搖亮了我的未來，搖走了你的青春。 

         母親你的慈愛，像一盞永不熄滅的燈。 

         因為上帝將祂的愛，濃縮在你的心中。 

 

感謝神，藉著母親向我們表達祂的愛。 

 

母親愛孩子，給孩子最貼心的照顧和保護；母

親愛孩子，把孩子交托給神，使孩子一生享受神的

同在，得著幸福；母親愛孩子，盼望在孩子的身上

擁有承受神恩典的應許，得著神的祝福。 

 

母愛見証神愛！願我們在母親的愛中得享溫

馨與滿足，也願我們在神的愛中充滿喜樂與感恩。   

母愛偉大，許多偉大人物的背後都有偉大的母親。 

 

有人說﹕“推動搖籃的手﹐也是推動世界的

手。”一位熱愛主的母親，她留給兒女最貴重的禮

物，最豐富的遺產，就是埋藏在兒女內心深處一顆

追求真理的種籽，一顆屬靈的幼苗。 

 

以前當我們還不認識神的時候﹐以為自己是

天地間的孤兒。但今天我們認識了這位宇宙獨一的

神，祂創造了我們。祂好像慈母一樣向我們發出愛

的呼喚，祂願意我們時時的親近祂。 

 

祂在創世之前就揀選了我們，使我們成為祂

的兒女。當我們還作罪人，還作仇敵的時候，祂就

為我們死在十字架上。現在祂又住在我們心中，把

愛澆灌在我們裡頭，叫我們能愛祂。 

 

母親只有一個心願，希望她兒女能在艱難中

堅強，喜樂勇於面對人生。母親這樣的心願是完全

的愛，比春雨秋雨滋潤，較春風暖，似秋風柔。 

    

祝願大家在溫馨的季節裡，孝順父母，聽從

父神，活的喜樂，蒙主恩惠。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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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異恩典   ◆鄔小琤 
    
記得那是我來美國前一

年的那個春天，外籍教師在

英語課上問了大家一個問

題：「如果你有 100萬塊

錢，你會怎麼用這比錢」？ 

同學們的答案五花八門，說

什麼的都有。 我的回答是我會用一部分錢買一所

大房子， 把父母接來跟我們一起住。 來美國後儘

管這個夢想時不時會在腦海浮現，可是工作那麼

忙， 父母年紀也越來越大，加之其他一些因素使

我對這個夢想的實現放棄了希望。我們的神真是行

奇事的主，在父母耋耄之年安排他們來跟我們同

住。轉眼父母來美國已一年有餘。每每陪著父母在

湖邊、公園漫步，一起買菜購物，一起參加主日崇

拜聽牧師講道，心中總是洋溢著幸福和滿足。回想

神在我們身上的奇妙作為，心裡充滿了感恩，深知

我們能有今天全是神的恩典。 
  

我父母第一次來美國探望我們是二十多年前

的事了。那時我最大的希望的就是父母能信耶穌，

歸入主的名下。我每天向神禱告，求聖靈感動他們

並勸說他們跟我們去 UNO查經班和教會。UNO 查經

班他們週五常跟我們去，但並不是很情願。教會只

去過幾次，每次去聽牧師講道都會打瞌睡。轉眼他

們來美國已有 11個月，再有一個月就要到期回國

了。我當時心裡特別著急，擔心他們回國前不能信

主，回去後再來的可能性不確定，而在中國的環境

下就更沒機會了，於是禱告也越發迫切。父母回國

前一個月的一個傍晚，我帶他們去 Lake Ave 附近

的 Delchamps 副食店購物。當我們推著購物車進店

時，父親突然對我說「神已經揀選我了。」我當時

特別驚喜，趕緊追問「你怎麼知道的？」父親開始

不願意告訴我，擔心我到教會告訴別人。在我軟纏

硬磨下，父親終於告訴我在兩周前發生在他身上的

奇妙經歷。那天半夜他在睡夢中突然聽到一個很大

的聲音在他耳邊說「耶和華是你的牧者！耶和華是

你的牧者！」伴隨這個聲音，父親在夢境中看到的

是一條長長的、彎彎曲曲的河流，上面漂浮著很多

不規則的板塊。父親被這個聲音給喚醒了，睜眼一

看，房間裡一片漆黑。父親很納悶，弄不清楚是誰

在他耳邊大聲說「耶和華是你的牧者！耶和華是你

的牧者！」於是很快又回到了夢鄉。不久，那聲音

又在他耳邊說「看但以理書！看但以理書！」父親

這麼一說，我想起了兩週前的一個早上，我正匆匆

忙忙準備吃了早飯去上班，父親說要找教會一個弟

兄送給他的那本聖經。我當時感覺很奇怪為什麼一

大早要找聖經。我讓父親用我的聖經，可當時父親

偏要人家送他的那本。現在我知道父親那天早上急

著找聖經的原因了。父親和母親當時都不清楚什麼

是但以理書。因為耶和華是你的牧者似乎跟聖經有

關，母親讓父親看看是不是聖經裡有但以理書。父

親告訴我他的這件奇妙的經歷後，說他不明白為什

麼讓他看但以理書。為了幫父親找到答案，從

Delchamps 副食店購物回家後，我就拿出聖經翻看

但以理書，看了半天也解不開這個迷。於是就給在

辛辛那提教會的張宏源弟兄（現在是牧師）打電話

請教。張弟兄瞭解了一些情況後，告訴我但以理書

講到但以理怎樣堅定地信靠神，神怎樣保護他免于

獅子的傷害和惡者的計謀。張弟兄說大概神是籍著

但以理書告訴父親不要懼怕，要相信神的看顧保

守。我父親當時確實擔心信主後回國會有麻煩。神

讓他看但以理書就是為了加強他的信心，讓他堅定

地信靠神。藉著這個經歷父親看到神奇妙的作為，

他的心變的柔軟，觀念也開始有了轉變。那事發生

幾天後的一個早上，父親說我認為這個世界、宇宙

這樣有規律一定是神的創造的......。我當時聽父

親這樣說，心裡暗暗地感謝神。我知道這是聖靈在

父親心中動工的結果。幾年後父親和母親第二次來

美國時對教會的態度完全不一樣了。每次去 UNO查

經班，父親都要做些花捲、饅頭什麼的帶去。主日

也歡喜地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和主日學。那次來美

探親，父親在崔胜紅牧師的帶領下決志信主、歸入

主的名下。回國後父母也常常一起讀經唱聖詩，他

們最喜歡唱的詩歌是「奇異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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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不僅拯救了我父親的靈魂，也醫治了他的

身體。父親第一次來美國前就被診斷患有慢性支氣

管炎、肺氣腫、左下肺支氣管擴張。看中醫吃了好

幾年中藥，把肝吃成了脂肪肝也沒看好。後來又去

看西醫，吃大夫開的 Beta 受體阻斷劑類的西藥，

不僅呼吸道的症狀沒見好轉，副作用還導致兩腿浮

腫。父親第一次來美國下飛機那天晚上就咯血、咳

嗽、不能平躺睡覺。我當時特別著急，每天禱告求

神醫治父親呼吸道的毛病。父母在美逗留的前幾個

月，幾乎所有不需要處方對呼吸道有好處的藥都給

父親買來試過，可每次都是頭一兩天有效，之後就

不行了。有一天父親咳的幾乎整夜都無法睡覺。第

二天我趕到 LSU醫學院門診，要求馬上約個大夫給

父親看病。很幸運的是我當天就約上了一位業務很

棒的呼吸科大夫（後來這個大夫升為醫學院的副院

長）解釋了呼吸道症狀的原因並為父親開了 Beta

受體阻斷劑的噴劑。他告訴我們每天晚上睡覺前用

噴劑，之後用空氣濕潤儀讓呼吸道裡的分泌物變稀

薄，然後反覆拍打父親背部，讓他把呼吸道的分泌

物都排出來。我們試了這種方法果然效果斐然。父

親每晚咳嗽的原因是呼吸道有痰。用這種方法把痰

排出後，父親晚上就可以睡好覺了。回國後，父母

偶然發現一種叫鱷魚精滋補液的營養品；據說是用

4月大的鱷魚加靈芝做成的。這個營養品對父親呼

吸道的病有特效。吃了以後呼吸道的症狀不斷減

輕，後來基本好了。懂醫的人都知道慢性支氣管

炎、支氣管擴張、肺氣腫一般是不可逆轉的病。藥

物只能緩解和延緩病程，完全治好是不可能的。可

父親前幾年在醫院做體檢，X光片顯示肺紋理清，

完全沒有慢性支氣管炎、支氣管擴張、肺氣腫的跡

象了。儘管在人看來父親得到醫治是幸運；遇到一

位好大夫，找到對症的藥。但我相信是神藉著醫生

和藥來醫治父親的身體。如果不是神的醫治，再好

的醫生，再有效的藥也沒用。 

  

神在我們生命中的恩典真是數算不盡。就如

同聖經所說：「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

是美善；投靠祂的人有福了。詩篇 34：8」真心地

祈禱願更多的人能夠認識神，成為神的兒女，不僅

今生能有神所賜的豐盛的生命也能得到永生的福

份。 

教會圖書館     
 

► 地點：教會進門右邊第一間教室。 
 
► 開放時間：主日  1:00PM -1:30PM 
 
► 圖書館目錄： 
            http://nocbc.org 或 http://chinesebaptist.us  
►  新書介紹          書名：真理的追尋 

 

黃小石博士從科學與

信仰來探討人生的力作科學

與信仰一定會造成衝突嗎？ 

理性和感性如何產生共鳴？ 

到底有沒有神？誰能夠證

明？信心與迷信，如何分

界？ 

 

本書是傑出科學家黃小 

石博士透過理性與質疑，最 

後尋得生命與智慧的結晶。 

 

書名：苦難的尋思 
 

    當重大苦難臨到，許

多人一蹶不振；當面臨心

靈的困苦，甚至讓人產生

輕生的念頭。然而，如果

可以面對苦難的問題，我

們或可找到個人生命裡苦

難的出口。 

 

本書中，作者帶領

我們尋思種種關於苦難的課題：天災人禍帶來苦

難，上帝為何容許苦難發生？苦難來自邪惡嗎？人

為什麼要受苦？聖經中的聖徒面臨失望的苦難是何

光景？以及耶穌基督的受苦對遭受苦難者的意義。 

透過尋思的過程，期盼當痛苦的淚水完全遮住視線

時，仍能看到上帝足夠的恩典與安慰。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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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呼召  ◆ 張凌凌 

 
   2008年我跟

隨先生來到美國。

那時候我先生在讀

博士最後一個學

期，一邊做實驗趕

論文一邊找工作，

自顧不暇更別說照顧我了。從下飛機的那一刻

起，炙烤我的除了 New Orleans100 多度的潮濕炎

熱天氣，還有學了那麼多年還是聽不懂的英語，

背井離鄉的無助恐慌彷徨--- 我還記得我是六月

底的最后一個周四的晚上到達 New Orleans，感謝

神，沈陽-北京-韓國仁川-華盛頓-新奧爾良一路

飛過來，在沒做任何功課准備的情況下，我就像

被貼好標簽的行李一樣，一站又一站即使在聽不

懂海關官員問題的情況下也被安全准確的送達。 

 

     第一次把我帶到了 UNO團契，那時候我問他

什麼是團契，他跟我說是一個可以吃出家的味道

聚會的地方。他說的沒錯，后來我先生畢業后我

們兜兜轉轉去過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團契卻再也沒

吃過 UNO團契那麼好吃的飯菜，當然還有給人以

家人溫暖的兄弟姊妹。從 UNO團契、從約翰福音

開始，神一步步引導我認識祂，經歷祂，順服

祂，信靠祂，蒙召受洗。這一切都是必然，這一

些都是來自神最美好的禮物，約翰福音十章 15-16

節“ 正如父認識我，我也認識父一樣；並且我為

羊舍命。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裡的；我必須領

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成一

群，歸一個牧羊人了。”  

 

     我第一次經歷神，也是神給我印象最深的一

個印証就是：2009 年夏天，我先生博士我們即將

離開 New Orleans參加的最后一次團契聚會后，

在大家陸續離開空曠的房間裡，我第一次跟神禱

告，更准確的說是求印証，我跟神求：神啊，祢

要是確實存在的真神，那麼就求祢開我的眼讓我

得見，如果我們還能再回到 New Orleans我就信

祢。在當時我確確實實覺得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時我先生的新工作在匹茲堡，在匹茲堡呆了一

年多以后，我們搬家到了休斯頓。我們覺得休斯

頓滿足我們各種需求：房子又便宜又新；我先生

的老板人很好朝九晚五的上班卻一點不耽誤拿錢

發文章；中國城食物種類很多價錢又便宜---於是

我們很快的買了房生了娃，做好了長期定居休斯

頓的打算。 

 

      可神的作為就是這樣的奇妙，2012初我先

生接到了他在 New Orleans 做博士期間老板的一

個電話，問他想不想回來為他工作，他可以給他

一個 junior faculty 的位置。那時候他在休斯頓

的老板必須要在五月跟隨老板的先生搬遷到加

州，雖然她邀請我先生也一起搬到新的實驗室，

但當時的我們是萬萬不會去的。2012 年七月底，

我們重新回到了 New Orleans，我們在美國的第一

站也是最重要的一站。當我再次回到 UNO團契的

時候，我感慨萬千，我想起了我離開時的禱告，

神的奇妙帶領。耶和華我的神，祢讓我真實的經

歷了祢，我願敬拜祢,我願成為我主牧養的羊。這

是我相信主的美好開始。2015 年，我的二女兒出

生，小名羊羊，一是因為她是羊年出生，二是我

們希望她在神的愛下長大，也能成為我主牧養的

羊。   

 

    從心裡相信，口裡承認，直到我今日蒙恩受

洗成為一個基督徒，不是靠我自己，完全是主的

恩典。正如以弗所書二章 8節所述:"你們得救是

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自自己，乃是神

所賜的。" 在過去近五年的時間裡，神一路保守

引領我腳下的路，我現在所有的平安喜樂都是上

帝所賜給我的恩典，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裡，我要

帶著一顆感恩的心，認真學習神的話語，為祂做

見証，在教會參與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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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旅行日誌 Travel Journal…     

舊 城 新 城        

Old City New City  
Cartagena de Indias, Columbia  January 26, 2017            Old City New City, Cartagena de Indias  

◆李懋平 
 

在南美卡塔赫納 (Cartagena) 海灣有兩座

城，北邊是舊城，南邊是新城。大約五百年前西班

牙王國在此建立了一個新的殖民地。為了安全與防

止其他國家和海盜的攻擊，整個城依照當時最先進

的城堡設計築成。經過四百年來歐洲建築風格潮流

的洗禮，雖然有高有低，原是南美最新最堅固的海

港城巳轉變為美夢絕倫的旅遊古城。相反地在南邊

細長的沙灘半島從未改變，直到最近十年哥倫比亞

內戰後的經濟繁榮。如上海浦東新區的快速發展，

卡塔赫納海灣南邊仿邁亞密海灘摩天樓大道成為陽

光普照的度假勝地。 
 

舊城本是五百年前歐洲發現新世界轉動舊

巿場的當代經濟手段，新城則是近十年推銷新消遣

改變舊文化的現代經濟腳步。其實舊城也好新城也

好，表面上看到的是新舊對照，但事實背後是同樣

的經濟動機。 
 

聖經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

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 

5:17)。」神的救贖改變人，不是外表美容，而是

心靈甦醒。舊城新城只是時代的潮流，外表的不

同；新人確實是新造的，完全的內心蛻變。舊城不

能轉回成新城，舊的就是舊的；新城慢慢老化為舊

城，新的將成為舊的。被神揀選的人民永永遠遠

「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 神的形像造的，有真

理的仁義和聖潔。(以弗所書 4:24)」 
             

On the coast of Cartagena de Indias in 
South America lie two cities, the old city in the 
north and the new city in the south.  
Approximately 500 years ago the Spanish Empire 
established a new colony here. To protect against 
the attacks of other nations and pirates, the new 

colony was encircled by the most advanced city 
wall design of the time.  After 400 years of 
continual refinement from European architectural 
trends, though with highs and lows, the city has 
transformed from a solid port city into a nostalgic 
tourist charm and magnet. In contrast, the 
southern sandy archipelago has not changed in 
centuries until the past 10 years, as result of the 
economic boom post Columbian civil war. Just 
like the unbelievable change in the Pudong district 
of Shanghai, the south coast of Cartagena has 
cloned South Beach of Miami and turned itself 
into a sunshine resort paradise. 
 

Originally, the old city was an economic 
push-hand in the age of New World discovery for 
the old stagnant European market.  Currently, the 
new city is a novel economic footstep of the past 
10 years to take advantage of modern leisure 
trends in order to modernize old culture.   In 
reality, whether it is the old city or the new city, 
the apparent view is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new 
and the old; yet both have been powered by the 
same economic driving motive.   
 

The Bible says: “If any man be in Christ, 
he is a new creature: old things are passed away; 
behold all things are become new. (2 Corinthians 
5:17)” The transformation of man by the salvation 
of God is not external cosmetic surgery, but rather 
a spiritual regeneration of the heart.  “Old city, 
new city” is only a fashion mode in time, an 
outward exposition; by contrast, the new creature 
is indeed newly created, an inward 
transformation. An old city cannot turn back into a 
new city—old is old; a new city will eventually 
decay into an old city—new will age old. However, 
God’s elected people will forever “put on the new 
man, which after God is created in righteousness 
and true holiness (Ephesians 4: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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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感覺          ◆邹新乐  

       大家好，我目前

是在 Tulane 做博士

後，很開心在這裡和大

家分享我的經歷。  
 

       由於小時候見過鬼以及其他原因，所以從

小就知道世界上有鬼的存在，也有神的存在。既然

知道舉頭三尺有神靈，那當然就不想死後下地獄而

是想上天堂啦。從此以後，我基本上大罪大惡之事

一件都沒有做過，而且還是儘量的做好事。即使偶

爾做了一點小壞事，也多多的做更多的好事來彌

補，所以那個時候我堅信我死了以後會上天堂。 
 

       後來隨著年齡的接觸到宗教也越來越多，

特別是佛教和道教之前對我影響深刻，也會經常拜

拜佛和菩薩。開始接觸基督教是在認識我夫人以

後，不過平時我們在一起的時候很少談論宗教問

題，因為那個時候我特別討厭基督教。為什麼討

厭，也不知道原因，反正家裡人和村裡人都特別討

厭，誰相信了基督教，基本上就可以和全村人化分

開界限了。 
 

       第一次去教會是在德國的時候，同學帶我

去的。去教會的目的也不單純，完全就是為了以後

向朋友炫耀，或者聊天的時候有話題。正式開始瞭

解基督教是從去年到 Tulane 團契的時候。來的第

一天就聽見迪威說到關於罪的問題，說我們所有人

都是罪人。要知道我是一直做好事的，以好人自居

的，竟然敢說我是罪人。不爽，非常之不爽。本來

都打算不再來教會了，但是由於教會人的熱情和美

食感染了我，同時為也想知道世界上那麼多宗教，

哪一個才是真實不虛的。作為一個見過鬼魂的人，

我肯定得找對宗教呀，萬一信錯了豈不是麻煩大

了，所以就一直堅持堅持，一直到某一天迪威說道

讓我們自己想想最近一週所有犯的罪，然後寫下

來。我沒有寫下來，只是偷偷的想一下，才發現原

來我幾乎每天都在犯罪，並不是所謂的好人。從那

一刻起我就深刻的認識到了自己是個罪人。  
 

       隨著對聖經的瞭解越來越多，才發現神一

直在陪伴著我，在愛我。就說說我從德國到美國來

的一年來，神對於我的賜福吧。 
 

       首先，由於我和我夫人都是農村人，而且

還是比較貧困的農村人，所有神就在金錢上儘量節

省我們的開支。例如剛來美國的兩個月，就和

Tulane 的兩個 PHD 同住，房租才$550，然後又在單

位旁邊 6分鐘步行距離的地方找到一個 one room 

apartment，價格還特別便宜，才$700 一個月，缺

點是樓下是咖啡廳，比較吵。  
 

       第二，神對於我兒子的賜福。就像我剛才

說的，雖然房租便宜，才 700 塊錢，但是吵呀，對

我夫人和胎兒都不是特別好。然後我夫人就經常祈

禱。然後還不到一個月，樓下的餐廳就關門了，然

後整整一年了，基本上沒有任何 noise，非常安

靜。  
 

       第三，神對於我工作的賜福。對於工作和

學習，我一直挺順利的，結果就導致自己認為自己

很牛。我碩士和博士的導師都認為我這個人

overconfidence，但是我一直都不承認這一點。所

以博士畢業後我就選擇了 neuroscience這個方

向。其實這個方向我一點都不懂，也基本沒有學

過，但是我當時認為自己牛，肯定一年半載的就會

學好。來了以後不久我就發現我錯了，但是由於寶

寶的出生，我想穩定一下，所以也就不敢主動說離

開。但是神通過我老闆讓我離開。雖然現在還不知

道下一步將走向何方，但是堅信神會帶領我走最適

合我的路。 
 

       最後，是神讓我慢慢從惡魔的手裡投向神

的懷抱。有了神的依靠，我不再迷茫害怕，心裡充

滿了幸福的感覺，原來父神一直陪伴在我的左右！ 

感謝父神！ 
 

(編者按：感謝主的帶領，邹新乐 在 Columbia 

University 找到工作，全家已於 1月份搬至紐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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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的心路歷程      

                    

◆高晨飛 
 

   首先感謝

神揀選我成為

祂的兒女，感

謝神讓我在屬

靈的道路上得

到了很多人的幫助，包括牧師和師母，Julia 和鄭

先生，羅盤和美嬌以及教會的其他弟兄姐妹所給予

我的鼓勵，謝謝你們讓我能夠認識這位全能的神，

聆聽祂的話語，感受祂的大恩，蒙受祂的福祉。 

 

     感謝神給我機會見証祂，在這裡我與大家分

享從認識神到相信神的心路歷程。最開始接觸神其

實是很早之前了，剛剛到 Baton Rouge的 LSU上學

的時候去機場接機的老生就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他是很積極的在教會參與事奉。是他第一次帶我去

教會參加查經班，去教會參加禮拜，後來他就回國

工作了。 

 

     過後我還堅持了一段時間去查經班，可是後

來到期末的時候忙起來就沒能堅持下去，然後一到

週五就經常跟其他的同學出去吃飯啊買菜啊什麼

的。後來也時不時的去教會參加一些活動，例如過

年包餃子，看節目，聖誕節，復活節等節日的一些

活動，但基本都是在混。後來在 LSU 認識了我現在

的愛人，然後我又從新開始參加週五的查經學習，

小組的氛圍也很好，他們也非常無私的提供給我們

很多的關心和幫助，我們也漸漸的開始了解一些聖

經的故事，學習一些神的話語，雖然我非常認可聖

經中的很多話，但是我仍然不能夠相信神的存在，

而且非常的頑固。 

 

     在我畢業的那一年，感覺神在我身上做工

了，投了很多簡歷，也 on site 了一些工作，但是

都沒有中，就有些心灰意冷，有一天晚上我就在網

上無意間看到一個 local的工作機會，就趕緊把簡

歷提交上去，很快就有了回音，要我去 on site，

過了大概半個月就給 offer 了，我想這應該是神的

安排，給我機會不需要去異地。 

 

     感謝神！後來還經歷了一些其他的事情也能

夠讓我感受到神的帶領，神的看顧。許多時候有很

多事情不是通過自己的努力就可以做到，甚至是絕

望的時候，我就向神祈禱，求神給我指明道路。每

次在經過祈禱之後，心理上就會更加的平靜，相信

神給的一定是對的，即使不是自己當時想要的，神

也一定有祂的道理。就這樣我就從抵觸相信神的存

在，到感受到神的工作，再到相信神的存在，一直

到今天受洗。 

 

     總結來說，首先我確實相信神真的是有大

能，尤其是在人生最無助的時候，向神去祈禱，神

會告訴我們怎麼才能夠克服困境，神賜下力量和恩

典使我從逆境中走出來。其次，聖經的話語指導我

們怎樣做人，怎麼做才能接近神；還有教會真的是

一個非常充滿愛的大家庭，教會的弟兄姐妹真正的

奉獻精神讓我很感動。還有就是教會的弟兄姐妹也

給我提供很多的建議和幫助。最後，我知道受浸是

神的吩咐，我接受浸禮，浸到水裡的時候，就好像

與耶穌一同埋葬。當我從水裡上來的時候，就好像

與耶穌一同復活。 

 

     我仍然還有很多東西要學習，也要多做奉

獻。我願做一個謙

卑，衷心感謝主的

人，求神幫助我更能

領悟祂的慈愛與偉

大，我願凡事籍著禱

告，祈求和感謝，將

榮耀歸給神。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www.sepeb.com/pray/image_20170131_073951_5984.jpg&imgrefurl=http://www.sepeb.com/pray.html&docid=qQZ7H3K8lwU2oM&tbnid=zbj2d9bIpNpI3M:&vet=10ahUKEwjb7uC5utPTAhVFjZQKHYOKDEg4hAcQMwgFKAMwAw..i&w=1200&h=627&itg=1&bih=651&biw=1366&q=pray images&ved=0ahUKEwjb7uC5utPTAhVFjZQKHYOKDEg4hAcQMwgFKAMwAw&iact=mrc&ua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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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靈修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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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google.com.tw/imgres?imgurl=https://www.graphicsprings.com/filestorage/stencils/96b1d19ea9bbdae35ce0c93d9ff2385f.svg&imgrefurl=https://www.graphicsprings.com/category/religious&docid=ioB75hOf7XEOiM&tbnid=FItuptfzDiKi_M:&vet=10ahUKEwjn2oeIub7TAhXGX5QKHW8MASw4oAYQMwhMKEQwRA..i&w=800&h=800&bih=651&biw=1366&q=church camp class clipart&ved=0ahUKEwjn2oeIub7TAhXGX5QKHW8MASw4oAYQMwhMKEQwRA&iact=mrc&ua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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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難節特別崇拜     4/14, 2017 
   *******************************        
因祂受的鞭傷，我們便得了醫治    因祂受的刑罰，我們便得了平安 
耶穌犧牲的愛，耶穌的寶貴十架    為了救贖我們，為我們付上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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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節主日       
         ******************* 
       (星期日主日早上) 4,16,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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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耶穌的復活帶給我們活潑的盼望 
  耶穌是復活的主祂已挪開一切咒詛 
  祂的復活使我們對永生有正確把握 
  生命充滿了活力高聲歌頌復活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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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 
 

1. 感謝讚美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復活節有六位 

慕道友接受浸禮。祈求復活的主引領他們的一

生，生命更新追求長進見證主聖名。 

受浸的弟兄姊妹:高晨飛、王俊棋、吳宏珂、 

張凌凌、伍文駿、鍾書捷。 

復活節晚上集合在牧師家，一同享用豐富的復

活節晚餐，給予受浸者勉勵與代禱，充滿歡樂

快樂主愛圍繞其中。 

2. 復活節教會孩子們撿彩蛋。 

 

 

 

 

 

 

 

 

 

 

3. 4/22 日教會一年一度大掃除。 

4. 4/29 日教會舉辦少年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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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行：紐奧良華人浸信會 

          顧問：吳國華牧師 

              吳曾翔麗師母 

          主編：賀台貞  

          編輯助理：趙淑華 

          攝相：胡靜、厲莉  

         印刷：周美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