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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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後二千零一八年三月號（第105期） 
    Bimonthly Newsletter March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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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親眼看見祢     ∎吳國華牧師 

 
《約伯記》是一本深

奧不易讀懂的舊約書卷，

但卻是信徒喜愛閱讀的一

卷書。有不少曾被苦難折

磨過，或正身置苦難中的人，都喜愛閱讀約伯

記，並從中得著極大的幫助和安慰。 

 

《約伯記》主要記載一連串的患難，忽然臨

到行為完全正直，敬畏神又遠離惡事的約伯身

上。約伯在苦難的煎熬下，及在親戚朋友的誤會

和控告下。約伯堅持信賴神，持守真實的信仰。

並認為人的生命及人所擁有的一切，都掌握在神

的手中。 

 

「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是

約伯誠實真心的認信。 

 

「我從前風聞有祢，現在親眼看見祢，因此

我厭惡自己。」是約伯在苦難中使他更高看神，

更低看自己。明白苦難其實是使人更認識神的途

徑，體會到榮耀原是從眼淚中出來的。  

 

約伯沒有因為苦難的折磨而變得行為怪異，

心態失常。約伯相信神的公義，相信一切答案都

在神的旨意之中，神必為他伸冤。 

 

《約伯記》解開了我們對苦難難以捉摸的概

念，使我們更深一層的認識創造萬物主的救贖和

認定造物主的主權，讓我們更明白神的主權超越

一切，使我們看見神旨意的完美，神的能力在軟

弱人的身上顯得完全。 

 

我將於四月份開始，在成人主日學開設一班

以《約伯記》為課程的聖經培訓班。在當今彎曲

悖謬的世代中，讓我們效法約伯對神堅定的信心

和崇高為人的品格。在碰到困難或身受苦難時，

我們仍然能堅定的敬畏神，作一個遠離惡事的完

全人。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2  

 

耶穌的光與人的光  
 
          ∎汪國順 

 

   （約 1：4）“生

命在他裏頭。這生命

就是人的光。” 

 

    （約 8：12）“耶穌又對眾人說，我是世界

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

命的光。” 

 

    這兩處經文提到三個光：一個是人的光，一

個是世界的光，第三個是生命的光。 

 

    讀了這段經文以後，我的第一反應就是神的

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祂是時刻引導我們

前行，所以跟隨耶穌的人就不在黑暗裏走。  

 

    為什麼神的話可以做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

光。要理解這段經文，我們必須要首先了解上帝

和人的本質有什麼不同。 

 

    (啟 1:8)“ 主神說，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

戛，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神自己

說，祂是世界的開始和結束。是昔在，今在，以

後永在的全能者。  

 

    這裏提到上帝的幾個特性： 

 

    第一，神的全在性。祂在時間上是永恒的， 

在空間上無處不在的。 

 

    第二，神的全知性。祂沒有不知道的。祂知

道去現在和將來。 

 

    第三，神的全能性。也就是說，祂沒有做不

到的事。   

 

    相比之下人是被造的。被造的人有以下的一

些特性。空間上的局限性，時間上的短暫性，認

知上的片面性，本質上的有罪性，能力上的有限

性。 

 

    空間的局部性使我們不能身處兩地。所以就

會有很多的離恨別愁。“天長路遠魂飛苦，夢魂

不到關山難”，李白的長相思。 

 

    還有蘇軾的水調歌頭：“人有悲歡離合，月

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十年生死兩茫茫，

不思量自難忘”，蘇軾的《江城子》表出了他給

亡妻地懷念。時間長的短暫性就決定了人生稍縱

即逝。生離死別在所難免。 

 

    “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發。朝如青絲暮如

雪”，李白的《將進酒》道出了人生苦短的無

奈。 

 

    人在認知上的片面性決定了我們對這個世界

的理解是不完整的。比如說我們的視覺只能看到

事物的表面，而且只能在一定的範圍內起作用。 

 

    聽覺只能聽到聲波。而超聲波，次聲波，電

磁波都沒有辦法聽到。味覺，嗅覺，觸覺都不太

敏感。所以人對未知世界的預測就不可能很準

確。所以事情的結局不一定是我們所預料的。所

以人生難免有失望，沮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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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人在本質上是有罪的。始祖亞當在伊

甸園裏與神同住。本可以享受神所預備的一切的

豐富，無憂無慮的生活。可是人不聽上帝的話

語，吃了禁果之後，自我意識就進入人的心裏。 

 

    正如（羅 5：12）所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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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的最後一個特性是有限性，我們一生中有

太多的事情無法搞定。白居易的《賦得古元草送

別》說，“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 

 

    ”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 大自然的規

律，是我們人無法改變。那麼人自己可以改變自

己吧？答案是否定的。 

 

    （羅 7：18）“我也知道，在我裏頭，就是我

肉體之中，沒有良善。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

是行出來由不得我。”我們自己也無法掌控我們

自己，所以人在能力上有限。常常會自己懷疑自

己。 

 

    有一首唐詩講述了一個故事。對人生作了精

闢的概括。 

 

    人一切問題的根源的在於：人在被造時的配

置和人的自由選擇之間的矛盾。所以人生必有孤

獨，恐懼，焦慮，有生離死別，悲歡離合，有期

盼失望，憂愁痛苦。 

 

    人的一切問題的答案在哪裏呢？我們先來看

一看神創造世界和人的目的和理由。 

 

    上帝在創造我們的時候，在每一個人的心裏

都有一塊地方為祂自己所預備。這個空缺，人世 

 

間任何東西都無法填滿。只有永生神住在心裏的

時候。人生才會變得完全，完美，滿足。靈魂才

有歸依。 

 

（賽 9:6）“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

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奇

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

君。”。 

 

    奇妙就是在你信了耶穌以後，世界上一切都

變得這麼合理，上帝本身就是這個世界存在的意

義和理由。 

 

    策士就是安慰者，當我們心中有痛苦憂傷的

時候，上帝可以做到真正的安慰。 

 

    上帝是全能的。可以領我們做我們本不可能

做到的事。 

 

    永在的父，祂就像我們自己的父親一樣，那

樣的愛我們，關心我們，照顧我們。 

 

    和平的君指讓人與世界，人與人，人與自然

的關系和好。人才會有得到真正意義上的幸福快

樂，才會有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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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在光明中 ∎趙德華 

 
     我們大多都有

在黑暗中行走，或者

晚上開車的經驗，多

麽希望路旁能有路

燈，或者前面有一輛車在前面帶路；在屬靈

層面上也是如此，我們大多也有黑暗和迷茫

的經歷，甚至有些在當時還覺得挺光鮮一段

時光，後來回想是多麽的昏暗。 

 

    （約壹 1：5-10）教導我們學習如何與主

相交，過一個行在光明中的生活。 

 

    （約壹 1：5）神就是光。這就是說我們

所可以通過與神相交，行在光明中。神就是

光本身是一個比喻，我們大家都知道光是神

在第一天借著祂口中的話而造的。  

 

    但在物質世界中，光是最能表達神的特

性 。神就是光這一命題給我們什麽啟示？光

的明亮絢麗眼耀表達了上帝榮譽的本性；神

是真光，大光，與光相對應的是黑暗，在神

卻毫無黑暗，反映神的完全聖潔，至聖，不

犯罪的本質，也反映了神的公義。 

 

    光還能將黑暗顯明出來，驅走黑暗。光

另外還有一個作用就是能照亮，表明神的話

語能開啟我們認識祂，歸向祂。我們信徒與

神同行，與神相交，如同在光明中行，不僅

與神相交還彼此相交，神必赦免我們的罪，

洗盡我們的一切的不義，我們的喜樂就得以

滿足。  

  

    我們信徒與神相交，行光明中行該是一 

個怎樣的生活？首先當我們看到神的榮耀

的，我們就不禁要讚美神，向祂稱謝。  

 

    神就是光，在強光之下一切的細微的灰

塵都能看的見，在黑暗中就是有灰塵汙穢也

看不見，與神相交就是與光明相交，在神的

榮耀聖潔真光大光的照耀下，任何的汙穢都

能看出來，不能隱藏自己的罪，我們也不能

承認自己沒有罪，看到自己的罪就要來到神

的求赦免，還要在日常生活中追求不犯罪聖

潔的，榮耀神的生活。 

 

    與神相交就是有神的生命的人。我們在

每一天的生活當中，與神親近，用神的話語

的亮光來省察自己屬靈的光景，接著讀經禱

告與神溝通，借著聖靈的帶來來明白神的心

意，明白神在我們沒有個人生命中的旨意。

讓基督的生命在我們每一個信徒身上彰顯，

讓神的真光在我們每一個信徒的身上反射出

來。 

 

    我們前面講了與神相交就可以行光明

中，以及與神相交行在光明中該是一個怎樣

的生活。可是我們作為一個罪人，一個曾經

做過很多得罪神得罪人的，如何與全然公義

聖潔的神相交呢？我們可不要可以擱置我們

的罪來與神相交呢？答案是不能的。 

 

    神是公義，絕不以有罪為無罪。同時神

也是慈愛的，藉著祂的愛子耶穌基督為我們

的罪做了挽回祭，來滿足神公義的要求。這

也是基督信仰最基本，最重要的問題。因為

神拯救的中心就是神的兒子耶穌基督，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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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犯罪，為我們有罪的人而死，且死在十

字架上，這樣可以讓我們憑著信心接受耶穌

基督，可以在父神面前被稱為義人。 

 

    如果我們承認自己的罪孽，神是信實

的、公義的，祂就會赦免我們的罪孽，潔凈

我們脫離一切的不義。(約壹 1:9)  

 

    耶穌說：“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

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只要我們願意承認自己是個罪人，相信

耶穌基督十字架上的寶血能赦免我們的罪，

願意接受耶穌基督做我們的生命的救主，我

們就可以與創造天地萬物的至高的神相交，

得著從祂來的生命。  

 

    每一天行在光明中，每一天過一個讚美

神，感謝神的生活，每一天與神親近，尋求

祂的心意，借著神話語的亮光來省察自己，

過一個追求聖潔，榮耀神的生活，讓我們借

著與神相交成為光明之子，讓神的真光大光

在我們身上折射出來，吸引更多的人認識這

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真神，借著信靠祂愛子耶

穌基督來重新與神和好，得永恒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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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會書籍編號：200-37 

 

認識聖經 Understanding the Bible 
(新版名: 認識聖經的八堂課) 
 

作者：斯托得 (John 
R.W.Stott) 一九二一年

四月二十七日，斯托得出

生於倫敦，從小跟著母親

在住家附近的聖公會萬靈

堂（All Souls church）參

加崇拜。中學時期，斯托

得首次清楚地聽見福音並

回應神，進而領受召命，要將福音分享出

去。二次大戰期間，斯托得在劍橋大學三一

學院攻讀語文和神學，畢業後受邀擔任萬靈

堂副牧師，爾後以二十九歲之齡接任萬靈堂

教區長，堅守崗位直到退休，退休後仍忠心

服事不輟。 

 
      內容簡介──本書譯者臧玉芝 
 

      對於剛開始接觸聖經的朋友來說，聖

經往往如十里雲霧，讓人摸不著頭腦。 

 

    然而，聖經是全球最暢銷的書，是神亙

古永遠的啟示，是祂要對你我說的話，若總

是囫圇吞棗，無法從中受益，豈不是把珍貴

寶藏埋在地裡了？ 

 

      斯托得牧師強調，聖經乃是一本「救

恩之書」，救恩必須藉著基督，所以聖經是

以基督為中心的。當我們更認識聖經，也將

同時對基督有更深更廣的認識，這對每個人

來說都是無比的祝福。願您走入八堂課的課

堂，滿載而歸！ 

 

    作者把聖經的核心信息：救恩之書，化

繁為簡，表露無遺；聖經地理，如親歷其

境；聖經故事，從創世記到啟示錄，一氣呵

成；講到聖經權威，推理清晰，令人折服；

對聖經的解釋，融會貫通，令人豁然開朗；

對聖經在現實生活中應用的建議，有如人生

寶典，指點迷津。 

     

(摘自：校園書房網站) 

http://nocbc.org/
https://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e6%96%af%e6%89%98%e5%be%97
https://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John+R.+W.+Stott
https://shop.campus.org.tw/SearchResults.aspx?SearchItem=John+R.+W.+Stott
https://shop.campus.org.tw/ProductDetails.aspx?ProductID=000456586#MainContent_MainContent_divDescriptionBlock


 

6  

 

 兒童主日事工 
    *************************** 
   問候: 10-10:15am    兒童崇拜:10:15-11:00am 

   兒童主日學 11:00-11:30am   遊戲 11:30-12:15am 

 
 
 
 
 
 
 
 
 
 

 

師母主持兒童主日學老師培訓 

 
 
 

兒 

童 

主日

崇 

拜   

在兒童主日學校長胡靜家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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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老師           
      

2-4Years：金蓮錦 宋翠翠 陳友友 曹素冰  

梅文聞 立惠 余燕燕 邱燕平 Amy 陳潔儀 
 

4-6Years：Kathy/Jeff  喻清照    
 

6-8Years：義泳 胡靜 郭丹 Aixia Chen 
 

8Years：陳正 王晉江  Edward Foster    
 
育嬰室負責人：周美嬌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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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正弟兄  聚會地點：教會 
  Tel: 504-451-6812    zchenscu@hotmail.com 

 

 

► 餐館團契  Restaurant Fellowship 

  週二晚  Tuesday  10:30 – 11:30pm   

  聯絡：陳彩嬋姊妹(余太太)    

  聚會地點：Imperial Garden Restaurant 

                          3331 Williams Blvd, Kenn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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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el of the Holy Spirit   

 

 

 

 

 

 

 

 

mailto:james_ng@att.net?subject=NOCB%20Prayer%20Meeting%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mailto:james_ng@att.net


 

9  

 

► 粵語團契 Cantonese Fellowship 
 

  週日晚(每月一次)  5:30 pm 

  聯絡：趙崇國弟兄   聚會地點：教會 
    Tel: 504-905-7760   Shung.chiu@gmail.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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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婦女/福樂會 Women's / Blessing Fellowship 
  
週四早 Thursday  10:00 am 
聯絡：Julia姊妹    聚會地點：教會     

Tel: 610-969-899      jucheng777@yahoo.com 

 ► 英文團契 English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聯絡：史迪威傳道  聚會地點：教會 
     Tel: 504-797-7862   

       Livingstoneshidwe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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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王晋江弟兄 225-287-0005 

    聚會地點：王晋江弟兄家   

510 Winbourne Dr, Slidell

mailto:KimLianjin@gmail.com
tel:225-28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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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譯:鄭淮南 , 音響:羅盤 節目主持人:怡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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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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30am (普通話 -粵語翻譯) 

   兒童崇拜 /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Worship /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0:00 – 11:15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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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任牧師﹕吳國華牧師、助理傳道﹕史迪威傳道(英文事工)  
 

 

 

 

 

 

 

 

 

 

春節音樂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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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事分享 
********************* 

 

1.2018 年度執事分工 - 汪國順：主席，關懷團契 

事工。李懋平：崇拜和音樂事工，英文事工。 

鄔小琤：主日學及兒童事工。李益群：佈道事 

工。陳威鋒：總務，採購。趙德華：總務，維修 

  及文書（中文）。王嘉琭：英文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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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日同工座談會：未來教會發展的重點 

 (一)以耶穌為首的教會(二)對天國充滿盼望的教會  

 (三)合一團結的教會(四)健康發展的教會 

 (五)容不下紛爭的教會(六)重視靈魂得救的教會 

 (七)將榮耀歸給神的教會。 

 

3.教會 Slidell 分堂中文主日崇拜已於 2 月 25 日 

開始，時間：17:00-18:00 pm（備有晚餐） 

地址：Grace Memorial Baptist Church, 

58516 Pearl Acres Road, Slidell, LA  

70461。請大家為 Slidell 分堂的華人福音事工 

代禱。 

 

4.英文堂崇拜與主日學 (10:00 am – 12:30 pm)  

和週五團契 (7 pm - 9:30 pm)，負責人： 

史廸威傳道 。英文堂家長 Q&A 會每隔一個月舉 

行 (下次:三月十一日)。  

 

5.英文團契將在三月開始每隔一個月與神學院附 

近的浸禮會教會合作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食物  

(Feed the Homeless)，請代禱祈求神帶領。 

 

6.春季福音營: 4月 13-15日。講員：張志剛牧師。 

 

 

 

 

7.本教會今年的兒童暑期聖經班（VBS）將在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在教會舉行，請家長們為孩子報 

名，並為營會的講員，同工，天氣，交通，安全 

及邀請工作代禱。 

 

8.本教會今年的英文青年營將在 5 月 25-27 日 

在教會舉行，請為營會的講員：Pastor Victor 

Sung) ，有關青年的講題，同工，天氣，交通，   

安全及邀請工作代禱。 

 

9.國外短宣將在厄瓜多爾華人福音中心，日期為 

  7 月 16-27 日，請代禱祈求神帶領。 

 

10.國內外州短宣將在芝加哥欣斯代爾華人基督教 

 會(HCCC，王振軍牧師的教會)，日期暫時定為 

 8月中的一個週末，請代禱祈求神帶領。 

 

11.秋季福音營：9 月 14-16 日，請大家禱告紀念 

   福音事工。 

    

12.請為中國海員事工與其他新奧爾良華人事工的 

   負擔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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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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