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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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教會目標：“同心協力，拓展神國”（賽 54：2）。 
 

   新年禱語      ∎吳國華牧師 

 

   邁入新的一年，

展現在前面的是一條未

曾走過的路，祈求神帶

領，順祂心意走在其

中，天天有神寶貴的話

語來指引，充滿信心向

著標杆直跑，滿有力量完成主的使命。  
 

    在新年期間，祈願大家在基督裡蒙恩蒙福！ 
 

         *恩典充盈，福杯滿溢。  

 （詩 23：5）“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

祢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出入蒙眷，大小平安。 

（詩 121：8）“你出你入耶和華要保護你，從今時

直到永遠。”  
 

         *一無掛慮，毫無所缺。 

（詩 23：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

乏。” 

         *喜愛聖經，日日蒙福！ 

（書 1:8）“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

思想，好使你謹守遵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

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行為純正，全家得福！ 

（箴 20:7）“行為純正的義人，他的子孫，是有福

的。”  

 

    祝：新年蒙福！愛主更深！ 

        同心協力！拓展神國！           

 

 

  

 

 新的一年伴隨着新的恩典， 

 新的氣息伴隨着主的馨香。 

 願您和您家在新的一年裡， 

 有主豐富的恩典永常隨。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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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舒恬 

 
     弟兄姐妹，平

安！今天非常高興和激

動能站在這裏。在感恩

節這麽一個特殊的日子

裏，終於做了這個重要

的決定，接受浸禮，歸 

入基督。阿們！ 

 

    在這裏就分享一下自己的一些從認識神到相信

神的一些心路歷程吧。其實我算非常幸運的，剛到

LSU 讀書，開學典禮的時候就被教會的車接走，吃

了在美國的第一頓中餐。後來在教會一位阿姨的熱

情邀請之下，參加週五的查經學習。因為學習忙

碌，斷斷續續的了解了耶穌基督這個名詞和一些聖

經的故事。對於那個時候對我來說，更多的是一種 

學習和對新事物的好奇。 

 

   當時讓我印象深刻的是組裏叔叔阿姨對我這些

學生提供慷慨的幫助和給我們提供建議以儘快適應

美國的學習和生活。再後來，參加了一些福音營和

講座，特別是聽一些見證和牧師證道的時候，特別

受感動。僅僅是止於感動，一不去教會參加活動，

這種感動就慢慢的又會消退。只是覺得教義教導的

都是良善的東西，對於主的存在有很大的疑慮後來

到了新奧爾良，參加了週二的讀經班，特別奇怪是

只有去參加聖經的學習，才覺得不是在浪費時間， 

內心很充實對聖經也有了進一步的了解。在這過程

中，也有遇上困難的時候向主求，主也有所成全，

但總是給自己找各種理由，覺得什麽“對人如己”

呀太難，我還沒有達到成為基督徒的標準。其實，

只要承認是罪人，相信基督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

上，就能因信得救。這就福音，神聖的恩典啊！ 

 

    感謝主, 一直沒有放棄我。特別在懷孕到寶寶

出生的過程中，遇到了各種各樣的擔心啊，困難啊

也就是在這個過程中，找到了我想要的答案。主是

真實存在的，聖靈是無處不在的。應了聖經裏的這

句話“我們在一切患難中，祂就安慰我們，叫我們

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種患難的人”。

人生中總是有很多各種各樣的困難，不順，不受我 

們的控制。主不是萬能的替你解決問題，逃離苦

難，而是祂有祂的大能和智慧，祂有祂的計劃和安

排。而我們需要的就是相信祂，誠心的禱告，合乎

神心意的禱告必蒙神垂聽，完全的交托在祂的手

裏。那你收獲的就是美美的平安和喜樂。 

 

    今天，很高興能夠成為神的兒女，在這一個感

謝的日子裏，感謝主對我和家人們保守和看顧。也 

感謝一路上遇見的很多“貴人”，像吳牧師和師

母，Julie和鄭先生，家英和林醫生，尤醫生，鄔

老師和蕭老師，羅盤和美嬌，以及教會的其他弟兄

姐妹。讓我能夠有機會認識這位全能的神，聆聽祂

的話語，感受祂的大恩，蒙受祂的福。 

 

    就像受浸班教的，受浸並不是畢業，這是入學

而已。在屬靈的道路上，我還有很多需要謙卑的學

習，多多的讀聖經，學習如何丟掉老我，活出新

我，如何接近神。 

 

    最後，想對慕道友們說，不要擔心自己不太會

禱告，唱詩，奉獻，事奉，只要你”信”就能得

義，勇敢的走出那重要的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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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

見證 
   
  ∎郭丹 
 

         我來自中國大陸湖南省，2012 年 7月跟隨先

生來到美國，也是在這裏接觸到了聖經，認識了主

耶穌基督。 

 

剛開始我們是在阿拉巴馬州的莫比爾小鎮，那

裏華人少，當時只有查經班沒有教會。當朋友問我

們是否想去查經班時，我還以為是喝茶的俱樂部。

可見當時對神的認識真的很少很少。 

 

我和先生一直想要個孩子，以前總苦於工作忙

一直推後這個計劃。來美後計劃第一年趁著我難得

的休閒生育孩子，可無奈卻被診斷為不孕不育，多

般嘗試後無果很是沮喪。那時候我們經常去查經班

聚會聚餐，要好的姐妹私底下也聚聚，她們告訴我

凡事要多禱告，並教我怎麽禱告才能蒙神垂聽。抱

著試試看的態度，我經常默默向神吐露自己喜愛小

孩的心聲和希望神能賜我一個孩子的願望。後來我

發現唱詩歌的時候我好幾次都不知不覺熱淚盈眶，

我想聖靈從那時候就已經開始在我身體內動工，後

來越來越感覺到神與我同在。事實證明，神給我預

備了最好的道路：之後我順利申請上了 PHD，並有

幸拿到了助教的最後一個席位，解決了學費的問

題。最驚喜的是，剛入學不久，我就發現懷孕了！

到如今，我都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感謝神的大能

和保守！ 

 

至今，我凡事向神禱告，求主指引我的每一

天，感受到神的愛，我時常在感恩的禱告中激動落

淚。我已完全準備好把自己交給神，求神帶領我，

使我成為神所喜悅的人，得著主為我預備的永生。 

受浸見證 
                            

∎劉浪 
 

各位弟兄姐妹

們，平安！ 

 

     我來自中國

四川省。一年前來

到美國，來到美國

工作時挺辛苦的，

英語比別人差，需要格外費力，心裏甚是擔憂、緊

張、迷茫！經家人帶領下來到新奧爾良華人浸信

會，參加每週日的主日崇拜，認知了主耶穌並且學

習看聖經，雖然看聖經的時間不多，但是看聖經會

使我快樂和消除我的擔憂。 

 

     來到教會有八個

月的時間，每次聽到讚

美詩時，心中就有一種

莫名的感動，覺得內心

特別的溫暖。詩歌是如

此的美妙，讓我有種感

動想要更多的了解神，

更多的認識神。 

 

     我也能感覺到在不斷認識神的過程中我越來

越親近神，聖經裏面有太多的智慧是我想要去學習

的，在這幾個月裏聽了吳國華牧師的講道，激起了

我要成為一個基督徒的強烈願望，接受耶穌督做我

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我必須重生，做一個新造的人，並且相信耶

穌基督是獨一的真神，我承認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

救主，求神帶領造就我在靈裏堅固，在神的話語中

進深，走進又新又活的路，帶領我前面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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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梅堅 
 
   第一次接觸耶穌是

在 2015年 12月。第一

次來到美國，女兒和女

婿帶我到貝城華人基督

教會，那一次停留了半

年的時間，週日會到教

會參加主日敬拜。 

 

    剛開始到教會的感

受是教會的基督徒非常友善，非常謙卑，非常樂於

幫助別人。通過更多地參與教會的敬拜和聚會，我

了解到基督徒和普通人的區別，基督徒相信神是創

造萬物的神，是掌管萬物的神，他們相信人的力量

是很渺小的，他們的一切都是從神來的。所以他們

非常敬畏神，非常謙卑，非常友善，我很受感動，

和他們在一起能感受到他們的愛。 

 

    今年 2月份再次來到美國，和女兒女婿一起參

加週五的團契聚會和週日的敬拜。通過更多地接觸

聖經，我也對神有了更多的認識。在認識耶穌以前

覺得自己就是一個普通人，覺得自己沒有罪。認識

耶穌以後才知道自己也是一個罪人，只有通過信靠

耶穌基督，才能讓神赦免我們的罪，才能與神和

好，才能獲得永生。 

 

    今天我非常感恩，是神給了我新的生命，希望

以後能把自己全然地交給神，讓祂成為我生命的

主。我希望每天能與神有交通，能多學習神的道，

因為祂的道就是真理。我也希望每天充滿感恩的

心，充滿愛，也給予他人愛。 

 

    感謝神，也感謝教會和團契的弟兄姐妹，謝謝

大家。 

Testimony  
 
                 ∎By William Xi 

 
   Before I believed 

in Jesus Christ, my life 

sucked. I was also a 

spoiled person, wanting 

everything.  

 

However, a sickness 

came upon me. I was 

very ill and needed help. 

I begged God to heal me. After a few days, I 

was healed. This was one of the events that 

led me to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My parents 

also helped me, being patient with me 

whenever I got angry and loved me even 

when I despised them.  

 

After 

believing in Jesus 

Chris, my life 

changed for the 

better. I became 

more respectful and 

patient. Sure, there 

were times where I 

was disrespectful to 

a teacher, as well as 

times when I 

suffered. Yet, when I 

ask for forgiveness, I 

know that God is in control, so whatever 

suffering comes, I know he is with me, and 

that I will b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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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人主日學        
      時間：星期日上午：11:30 – 12:30                     

************************************************************* 
      “聖經都是 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 

            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提摩太後書 3：16 

  

講道訓練 (教室 1) 

====================== 
                        教師：吳國華牧師 

 

每一位喜愛聖經的信徒，都會研究及思考聖經，  

以聖經做為神的話，屬靈的糧食。  

期望這個課程，我們能夠學習按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解釋聖經。分辨什麼是好的 (good) 信息， 

什麼是準確 (right) 的信息。 

 

慕道班（教室 2） 

====================== 
                      （教師：李鲲弟兄） 

 

慕道班主要是為還不是基督徒，但却願意更多的 

了解認識基督教信仰的朋友預備的。 

這個班的主日學老師會淺入深出地講解基督教信

仰。課堂上除了老師的講解，還有問題解答和討

論。 

   

         受浸班/基要真理班 

（教室 13/副堂二樓）

====================== 
                 （教師：鄔小琤姊妹） 
 

受浸班是為已經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並準備 

接受浸禮的朋友所預備的課程。這個班的課程有 

15個基要真理專題。目的是幫助學員可以更清楚 

基督教信仰的基本教義，建立扎實的信仰根基。 

準備參加浸禮的弟兄姊妹需要在浸禮前完成前 5

課：（神，我是罪人嗎？得救之路，重生，浸禮）

的學習。課堂上除了老師的講解，還有很多討論 

時間。 

粵語查經班（教室 7） 

======================== 
（教師：林綺文，趙淑華姊妹） 

 

粵語查經班是為說粵語的弟兄姊妹預備的。 

主日學老師根據學員的需要選擇學習的聖經書卷。

目的是要幫助信徒在生活上，更深的經歷神的指

引，活出更美好的人生。 

 

恩典院查經班 （教室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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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師：恩典院弟兄姊妹 ) 
 

恩典院查經班是為信主多年希望在靈命上，能有進 

深的弟兄姊妹預備的。由恩典院的弟兄姊妹帶領。 

建立個人與神更親密的關係， 

操練每天與神更親近的生活。 

 

  聖經班（教室 12/副堂二樓） 

======================= 
（教師：鄭淮南弟兄，杜良銓姊妹， 

王曙光姊妹，曹素冰姊妹） 
 

使徒行傳簡介 

 使徒行傳描述了早期基督教會的發展，包括了門  

 徒如何順服耶穌在升天之前給他們的大使命，就 

 是差遣門徒從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  

 到地極作見証傳福音。  

 本書是在新約聖經中記載聖靈工作最多的一卷  

 書，也提供了保羅生平的記錄，使我們得知新 

 約其他各書信的背景，有整合的作用，也為新約 

 各書卷提供了一個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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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事項 
                                  ********************* 

       『神阿！錫安的人，都等候讚美祢，所許的願，也要向祢償還。祢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祢的路徑都滴下脂油。』﹝詩篇 65:1，11﹞  

 

1．感謝神在 2017年信實的帶領及供應教會的事工，求神繼續的賜福 2018年，引導教會在新的一

年聖工的推展。 

 

2．教會今年度主題為《同心協力，拓展神國。以賽亞書 54:2.》。求主使會眾同心合意，興旺主

的福音，高舉主的十字架，領人歸向真神！ 

 

3．為教會領袖，教牧，執事，及各團契，各事工的同工禱告。 求神賜給大家在主裡合一，常常竭

力多作主工，主裡勞苦絕不徒然。 

 

4．同工退休會于 2/3/18在教堂舉行，求神賜福及保守同工們的靈命，智慧看顧家庭及工作，使同

工們凡事尊主為大，謙卑的與眾同工配搭事奉。  
 

5．為在 Slidell的植堂事宜禱告，2/25開始崇拜。感謝神供應聚會場地的需要，求神賜福事奉的

屬靈同工，眾肢體彼此建立。 

 

6．2018年春季福音營定於 4/14/18，為講員：張志剛牧師，及福音朋友禱告。求神使用，能讓更 

   多的慕道友更深的認識神。 

 

7. 為 5/28至 5/30將舉行的兒童營禱告，為講員，同工及每一位參加的兒童們禱告。求神幫助我

們，賜給我們力量來教導兒童，使他們到長大之後，仍然走在神的道路上，永不偏離。  

 

8. 為向厄瓜多爾的華人傳福音之海外宣教禱告，及在芝加哥短宣隊禱告，求主賜下智慧來計畫宣

教的事工，將福音傳開。 

 

9. 為英文事工禱告，求神預備合適的牧者來帶領。求聖靈繼續工作，加添英文部同工們力量，做

好跟進和關懷。 

 

10.求主賜福春季成人主日學，賜給老師們智慧來教導，感動會眾來參加，一起學習神的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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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講者: 王祈師母   時間: 11/10-11/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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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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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chinesebaptist.us 

          

►作者：王祈。加州 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領導學碩士畢業，專攻自我領導及家庭領導。在聖

經學院、神學院、教會、社區、營會擔任教師，並

協助各地建立好父母支持小組及兒童主日學新策

略。美國加州洛杉磯教育局「家長教育」合格訓練

教師。美國家庭更新協會諮詢委員、美國「愛與衝

突」事工諮詢顧問。IML認證的「行為分析顧問

師」。 

 

好父母必學 12堂課： 
優質下一代教養關鍵 

 

   此書單明了地闡述了

親子教育的原理和方法。

作者王祈將西方親子教育

的原理融合中國的國情和

文化，進行了重新疏理和

總結，并附以生動的案例

和思考討論的問題，幫助

父母充分理解親子教育的

相關原理和方法，運用到

實際生活中去，從而培養

出健康成熟優秀的下一代。 

 

    面對 21世紀社會潮流的衝擊，現在的孩子實

在不好教，不但社會上家長們為孩子難管而頭痛，

即使教會內，也有不少弟兄姊妹面對子女教養問

題，充滿了無力感？ 

 

    王祈師母多年在洛杉磯華人社區協助家長改 

變，而使他們的下一代從悖逆不服，到順從有禮，

如果眾教會有更多基督徒加入「家長成長，孩子就

改變」的服事行列，一起來推廣「家長教育」，教

導教會內外的父母們學習合乎真理，正確有效的教

育子女方法，培育出良好素質的下一代，有助於福

音工作。瑪垃基書 4:5-6「看哪，耶和華大而可畏

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亞到你們那裏

去。他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

親，免得我來咒詛遍地。」 

 

    信任感的需求-對孩子而言，什麼是“愛”

呢？愛就是關注與理會，比如父母經常擁抱孩子，

常有肌膚的接觸，能使孩子有安全感；愛也是一種

了解和接受，接受孩子天生的秉賦、氣質和能力，

欣賞孩子的獨特性。 

 

  當一個生命呱呱墜地來到這世界的第一年，最

要緊的任務就是發展“信任感”，讓他對這個世界

有信心，覺得這是一個可信、可愛的世界。對嬰兒

來說他的世界就是環繞他，照顧他的人，這個人能

滿足他的生理需求，給他吃穿使他溫飽，照顧他、

撫摸他、擁抱他，給予他充足的愛與安全感。嬰幼

兒與照顧他的人有“依附的關係”這個關係若穩

固，將為他的生命打下良好的基礎，接下來幾年的

智力、人格、情緒、人際關係就能在這個基礎上積

極發展。 

 

  如何為嬰幼兒建立良好的“依附關係”呢？最

重要的是照顧嬰幼兒的人必須盡量固定不常更換，

照顧他的時候，能給予他肌膚的刺激，多和他說

話，提供一個安全、詳和、溫暖的環境。根據美國

加州兒童臨床心理學家葉吳慶宜博士的臨床經驗，

有問題的孩子，70％是因為經歷與照顧他的人長期

分離，或者照顧的人經常變換，使得孩子一直經歷

“分離的焦慮”。照顧孩子的人經常處在焦慮的情

緒中，或照顧的人對于嬰幼採取忽略不理態度，也

都會破壞孩子的安全感與信任感。在孩子出生後頭

兩年，提供他們這種穩定與愛的照顧，建立良好的

“依附關係”，對於對於他們日後人格、情緒與智

力的發展是一項非常重要的基礎。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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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23-2017 
 

 

 

粵語團契:無盡感恩 

英文團契獻詩:1,000 Reasons 

Slidell 團契獻詩:感謝神 

 

Tulane 團契獻詩:Give Thanks 

牧師講道,淮南弟兄翻譯 

講道主題:生命因感恩而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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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 

樂 

會 

健 

身 

操 

節目主持人:劉曉燕 
活水團契獻詩: 

看哪弟兄和睦同居/ 難忘今宵 

UNO 代表: 

李翠蘭漢代獨舞 

餐館團契獻詩:想起你 

牧師祝福 

王晉江弟兄表演魔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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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2/2017 

 

 

 

 

 

 

 

 

 

 

 

聖誕節特會  

証道:尋找(太 2:1-16) 

兒 

童 

主 

日 

學 

表 

演 

舞 

蹈 

趙崇國,林綺文: 

粵語-創世與救恩 

杜蘭團契:O Come All Ye Faithful 

活水團契:活出愛 

李懋平,羅盤: 

中樂聖誕二重奏 

英文團契:平安夜 

活水團契: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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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館團契慶祝聖誕 

活水團契呈獻聖誕話劇: 

矢志不渝尋求主 

鋼琴&theremin 合奏:蕭瀟,Andy 

趙安寧鋼琴演奏: 

Christmas Medley 

楊莉莉獨唱: 

O Holy Night 

粵語團契獻詩:以馬內利 

李懋平,羅盤伴奏 

主持人孫進與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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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主日崇拜  12/24/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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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音樂特別奉獻(“夜寂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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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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迪威傳道(英文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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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回顧分享 
   ***************************** 
 

►2/07：教會的兒童詩班在吳師母的倡導下 

二月成立。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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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1 至 4/02:教會春季靈修營主題：尊主為

大，一同成長 / 講員：吳國華牧師 

►4/14 日受難節，當晚教會舉行了受難節崇

拜。活水及 Tulane 團契的弟兄姐妹以詩歌來

表達主為了我們受害受苦受死的情形。 

 

►4/16 日復活節主日，吳國華牧師有特別的 

信息講道與詩班獻詩。 

 

►感謝讚美救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復活節有 

六位受浸的弟兄姊妹:高晨飛、王俊棋、吳宏

珂、張凌凌、伍文駿、鍾書捷。 
 

►4/29日教會舉辦少年音樂會。 

 

 

 
 

 

 

 

 

 
 

►教會暑期聖經班(VBS) 5/29– 6/2日 

(早上 9點 –下午 5點)  

 

►6月 11日（主日）中午 12:30至 1:15在大

堂舉行 2017第一年度會友大會。為以下議題

做表決 : (1) 傳道事工相關培 (Continuing 

Ministry Education) 的財務補貼方案;(2)提

名杜良銓姊妹為教會副司庫;(3)新會友入會 :  

卓睿璇、鄭紈、張洧寧、胡汝亮、愛德華、陳

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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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日至 7/12日廣西融水孤兒院短宣 

夏令營。 

 

►7/15日至 7/22日台灣短宣。 

 

►08/27/2017 讚美崇拜會。 

 

►2017年路州福音會在 9/2至 9/3日舉行

(Camp Living Water)。中文講員：劉銘輝牧

師，主題：卓越的人生；英文講員：Rev. 

Jason Tarn，Theme: The God Questions。 
 
►聘請 Shapwung Valui: 英文部神學院實習

生，英語音樂崇拜領袖及主日學教師。 

 

►執事會決定為受 Harvey & Irma颶風影響的

教會捐款兩萬美元,並開設一個賑災基金來接

受兄弟姐妹及朋友們為影響的教會捐款。  

 

►執事提名委員會 10月成立：吳牧師、趙崇

國弟兄、羅盤弟兄、杜良銓(Julia)姊妹、鄔

小琤姊妹。求神感動弟兄姐妹應召在執事會中

服事。 

 

►11/10至 11/12日教邀請王祈師母在在教會

開辦親子講座：一分鐘搞定你的孩子。 

 

►11/23： 感恩節特別聚會,各團契詩歌特別

奉獻。 
 

►11/26：感恩節崇拜,六位弟兄姊妹受浸歸

入主的名下-舒恬、郭丹、梅堅、戴桂祥、劉

浪、William Xi。 

 

►12月 10日（主日）中午 12:30在大堂召開

本年度第二次會員大會，並請會員準時出席會

議:（1）2018年度新執事提名表決- 汪國順

弟兄,趙德華弟兄,陳威峰弟兄&王嘉琭姊妹; 

(2)2018年教會預算;(3)調整教會牧者待

遇;(4) 新會友入會;(5)其他動議。  

 

►2018年度執事:趙德華弟兄,汪國順弟兄,  

陳威峰弟兄,李懋平弟兄,王嘉琭姊妹,李益群

姊妹,鄔小琤姊妹。  

 

►12月 22日 (週五晚) 在教會舉行慶祝耶穌

降生的聖誕節特會。 

 

►12/24：(聖誕節主日) 詩班音樂特別奉獻

(“夜寂靜”)歡慶救主耶穌基督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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