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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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上帝，邁向智慧 
 

∎吳國華牧師 
 
（伯 28:28）“敬

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

便是聰明。” 

 

《約伯記》常常給人的印象是一本很難讀懂

的舊約書卷，《約伯記》中“苦難”的主題常常

叫人敬而遠之，甚至不想花心思去研讀。這次在

成人主日學裡，我們特意一起來研讀《約伯

記》，目的就是要讓學員們能對《約伯記》有一

個嶄新的認識，近距離的認識約伯本人。 

 

從約伯受苦的過程，讓我們明白在苦難的背

後所隱藏的真理，幫助我們從約伯真實的遭遇

中，看到自己的軟弱。提醒我們屬神的兒女們，

要把眼光從地上轉到天上，定睛於神的公義和永

恆的盼望。 

 

《約伯記》教導我們，邁向真智慧的第一步

是敬畏神。這是一種尊重神的態度，也包括對自

己保持謙卑的態度。我們個人的驕傲，是我們要

得著屬靈智慧的最大障礙。 

 

《約伯記》向我們發出挑戰，要我們發自內

心的相信，在人生的道路上所遇到的試煉，都是

神所命定的，而不是意外。而且神確實叫萬事互

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當我們一同研讀《約伯記》時，透過神的話

語來塑造我們的生命。使我們更深的認識祂，更

多行在智慧中，並認識神的旨意。我們懇求神開

啟我們心中的眼睛，好叫我們能在祂的話語中看

見祂，而更多的認識祂。讓我們明白無論我們遭

遇什麼事情，寫下最後一章的總是神！所以，我

們不需要懼怕，信靠神，因為神會作合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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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武 
    

    弟兄姐妹們平

安。我來自中國福建

福州。 
 

    記得剛來美國的

時侯各種的不適應、

沒有方向、語言不

通、沒親戚朋友、思戀父母妻兒，每每想到獨自一

人遠赴他鄉，就會一直問自己為什麽來美國？是為

什麽到這邊？為什麽？不知道！ 
 

    感謝主！我的一個朋友介紹到我到他朋友那裏

上班我才有落腳的地方，後來又經過阿姨的指引我

就來到了教會。現在想想，過去所經歷的這一切，

一定都是神所保佑，有神的旨意在其中。神知道我

終會信靠祂。這何嘗不是神為我所安排的。 
 

    以前我一直覺得，只有那些被法律禁止的才是

罪，在未信主之前，如果有人說我有罪，我絕不承

認，我又沒偷沒搶沒做犯法的事，至少也算好人一

個。 
 

自從來到教會後通過教會牧師，弟兄姐妹的教

導，自己看聖經，我逐漸認識到我的罪，唯有基督

耶穌在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

向我們顯明了。（羅 5：8） 
 

    這世間沒有一種愛能大過神的愛，這麽偉大的

神卻愛了這麽平凡的我，我所能回報給神的唯有每

天懷著一顆敬畏的心來到主的面前，用心靈和誠實

來敬拜祂。並滿心感恩的歌頌祂的大能和祂的慈

愛。讓聖靈來管理我每天的生活，並賜我能力為主

作見證。 
 

    願我能活出基督的樣式來！也願所有的頌讚，

感恩和榮耀都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因為祂實在是

一位配得我們讚美的神！ 

受浸

見證    
∎魏鋒 

 

弟兄姐妹們平安。我自福建福州，蒙神的

恩典，很榮幸能在復活節這天接受浸禮，成為神的

兒女。 

 

其實來教會之前我對基督教所知甚少，我知道

信奉神，祈禱還有最後的晚餐這些。 

 

我最早接觸到基督教是因為我的嬸嬸，其實我

家裏大部分信佛，而嬸嬸家裏全是信耶穌基督。我

跟嬸嬸去過教堂幾次，那時候不懂，只是覺得教堂

比寺廟舒服更聖潔平靜，這是我對教堂的印象。 

 

那時候在心裏就覺得教堂更親切，來到紐奧良

之後，認識了很多信主的弟兄，受他們的影響，每

次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向主禱告祈求。抱著

試試的心態，沒想到主真的垂聽我的禱告，主幫助

我，帶領我，扶持我。 

 

以賽亞書第 65章 24節：《他們尚未求告，我

就應允。正說話的時候，我就垂聽》。 耶利米書

利米書第 29章 13節：《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

我，就必尋見》。約翰福音翰福音第 15章第 7節

耶穌說：《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

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 

 

這讓我更相信主，祂愛我，眷顧著我。到了教

會我真正認識了主，更親近主。於是決定接受主，

相信主和跟從主。 

 

感謝主為我們這些罪人流出寶血，主藉著祂的

寶血潔凈來潔凈我們的罪。願主的大愛能臨到每個

人心中，讓我們能遵行主的話，願主的真光照亮我

們，使我們一生跟隨主，信靠主，擁有永恒的盼

望，得著永生，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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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張敬宜 

 

09年我

第一次接觸基

督教。當時我

在中國山東省煙台市讀書。我有一個朋友是虔誠的

基督徒，她會經常帶我去煙台的學生團契和福音聚

會。她會常常帶我禱告，教我閱讀聖經。有一次她

帶我去了教堂，那是我第一次正式接觸教堂。那時

對基督教的理解還是很懵懂，但是我深刻記得當時

大家唱讚美詩歌時，我內心突然變得無比甘甜，而

當大家一起禱告的時候，我感動的哭了，感覺回到

了家。 

 

在大學幾年的時間裏，會經常碰到很多很多的

事情，有很多的事情都是艱難的選擇和決定，有更

多的事情超過我承受的界限，但巧妙的一點是：經

過這樣許多事情之後，你會發現你越來越強烈的聽

到主的聲音，我經常會聽見一個聲音，讓我知道，

生命所經歷的，都是神的恩賜。 

 

後來來到北京讀研究生。想要做研究的我在研

究生最後一年選擇來美國讀博士，從此神的做工開

始顯現了。博士申請的一年我很焦慮，壓力很大。

我並不知道具體去哪裏，也不知道哪裏會接受我。 

 

在申請博士的最後幾個月裏，偶然間我遇到的

Nina老師，她也是新奧爾良華人教會的姊妹。她說

敬宜:你可以申請杜蘭大學。杜蘭大學兩年一次招

生，今年你正好可以申請。申請很順利，沒有任何

波折，我被錄取到了杜蘭大學。 

 

Nina老師給我介紹了李醫生，剛來美國的時候

李醫生對我很照顧。也很感恩李醫生帶領我加入 

 

了杜蘭團契和華人浸信教會，讓我認識了眾多兄弟

姊妹們。開始更多的接觸基督教，及至後來認識 

主，親近主，並決定接受和跟從主。我越來越感覺

到生命滿含了主的愛與深意，祂為我命定了一條道

路，一直引領著我。主的愛真的大有奇妙！   

 

今年寒假，我正式參加了受浸班，跟著鄔老師

和李醫生系統學習聖經的重要內容。對我影響最大

的是更加深刻的了解了人的罪。罪的定義：“凡犯

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約一 

3:4）。而罪性包括的是人們生活中經常會犯的自

我中心，自義，自我表現。人當離開神後，罪性就

成為人生命中的一部分。在生活中當我時常認真的

以罪衡量自己的心理活動和行為的時候，會發現自

己的種種罪，正是這些罪讓我失去了平安喜樂。 

 

而我不斷的向天父禱告的時候，承認自己罪的

時候，感受到了輕鬆和快樂。“我們若認自己的

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凈我們一切的不義”（約一 1:9）。 

 

我感受到了得救後的生命的福，“我留下平安

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

世人所賜的， 你們心裏不要發愁，也不要膽怯”

（約 14:27）。 

 

當決志禱告的時候，感受到了聖靈的同在，感

動哭泣到沒有辦法用語言表達我的感動。我懇求主

繼續看顧和引導我，願主的大愛臨到每一個人，柔

軟人們的心，救每一個受罪捆綁的靈魂，願我們能

捨棄舊我，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生追隨主，穿過

那引到永生的窄門！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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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徐牧吾 

 

  

   我是中國廣東省廣州人。來

新奧爾良讀生物醫學博士。 

 

    當我在初中跟隨父母來訪學

的時候，就開始每週日去教會參

加崇拜，並且也有傳道人來家裏

一起查經並且聊天，從這時候開

始，我就接觸了上帝以及基督

徒，雖然當時英語只是初中水

平，常常在聊天中就迷失了，但

是基督徒的熱心以及教會唱詩班

的端莊優美的曲子都讓我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美好的事物即使語

言不通，但是心靈也是能感受到

的。從那以後我就有了自己的聖

經，並且由於好奇心也會時常閱

讀，在讀經的時候，很自然就能

收獲平靜和諧的內心。 

 

    回國之後，雖然接觸教會的

時間少了，但是自己在有空的時

候也會在週日很早起床去教會聽

牧師傳道，也可以和大家一起高

聲歌唱讚美詩。每次主日崇拜結

束都會覺得非常的喜樂，一週的

疲倦也會消失，所以也吸引我不

斷的參加主日崇拜，讚美上帝。 

 

    那時候的我對上帝了解也不 

是很多，只是因為能接觸一些宗

教的東西，並且讚美詩很好聽才

有一定的興趣去繼續慕道，讀

經。但是有一次看球賽，我喜歡

的球隊在最後時刻還是落後，我

又很希望我的主隊能贏，從來沒

有主動禱告過的我突然之間就覺

得我應該為我的球隊禱告一下，

希望他們能度過難關，所以就嘗

試著跟上帝有了溝通，結果很

快，我的主隊在比賽最後 10分

鐘連進了兩球，竟然逆轉了！我

當時非常激動，然後很快開始了

感謝禱告。從此以後，我就經常

在一些我覺得很重要的事情中會

跟上帝禱告，跟上帝說話，當我

跟上帝溝通完之後，自己就會很

輕鬆，無論怎麽樣的結果，我都

覺得是上帝的安排就是最好的安

排。 

 

    感謝上帝，我很早就有或多

或少受到了上帝的感動，所以來 

美國很快就希望可以更好的認識 

上帝，也更好的了解聖經，了解

到基督徒的生活。並且，上帝還

安排了很多很好的基督徒朋友來

幫助我的學習，生活，自己感覺

非常開心，也受到了上帝很多的

祝福。當然也很感謝我的朋友，

比方說 Nate，Geoffrey, 

William Kao, William Mi. 他

們都給了我很多生活中的感動以

及加深了對上帝的認識。感謝。 

 

    並且，自從認識了人的罪

性，也進一步認識了自己的許多

缺點與不足，更加想去改變自

己，按照神的話語使自己得到提

高，也可以更好的活出神的樣

子，榮耀天父。 

 

    今天，在神的面前，我希望

祂能帶領我徹底悔改我的罪，帶

領我不斷前進，使我可以更好的

活出基督徒的樣子，榮耀神，並

且也可以通過自己的行為影響別

人，使更多的人成為基督徒。也

希望聖靈始終和我同在，能夠讓

我有足夠的智慧和堅毅使我在人

生的旅途中平安喜樂。 

 

     感謝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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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Jacob Li李雅杰 

 
 
 
 
 
 
 

Before for I know  

about God I has bad- 

tempered, I get angry very 

easy, like when my parent 

said someI don’t like I will  

just get mad. I was 

disrespectful to my parent, 

too. I was not honest, I lie a 

lot. I talk,drawing in class not  

pay attention to my teacher 

when they are talking. I was 

not a good kid at all before I 

know God.  
 

When I first came to 

America my aunt brought me 

to fellowship and church. I 

just learn who Jesus is, and I 

start to get more information 

about Him. When I start it I 

didn’t really believe it. But by 

now I believe it and decided 

that I want to be baptized, it 

took awhile for me to really 

know Him.  
 

After I got to know, I still 

do thing that get me in to 

trouble, but I would ask God 

to forgive my sin. I was still 

pursue to be perfect. 

Although I cannot achieve it 

on earth. 

 受浸見證 
      
                 ∎魏靜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很高興在這個特別的日子站在這

裏，接受浸禮。此時，我的心情特別激動，因為今天這個日子是見證

我真正成為主的兒女。回想起漫漫的信主路程，心中更是有感而發。

所以，我很榮幸能與各位弟兄姐妹分享我的故事。 

 

    剛來到美國的時候，有好長的一段時間都是居住在紐約。那時除

了工作，背井離鄉，我的生活似乎非常的迷茫，所以經常一個人出去

散心。在散心的時候，在 Chinatown的街上時不時的看到有人在發有

關於教會的傳單。當時，心中就起了念頭，“每個人心中都有信

仰”，那我的信仰是什麽呢？或許正是因為沒有信仰，所以我的人生

才覺得迷茫的嗎？帶著疑惑，經過朋友的介紹，我來到了一家自認為

靠譜的教會，叫華人理公會，開始了我認識主的路程。 

 

    從那以後，我堅持去教會去了 3個月左右。每次崇拜後，牧師就

引導我們了解主。但我似乎感覺不到自己在向主靠近，或許是因為這

裏的很多人更注重於是否能受浸。(我去的這個教會，牧師通過給每

個願意受浸的人發試卷，考試通過的才可以受浸，所以更傾向於書面

上的學習，死記硬背）最終，我放棄了去教會的想法，放棄了受浸的

機會。 

 

    後來，2016年 7月來到了新奧爾良，很榮幸能來到這裏，通過

弟弟，認識了受浸班鄔老師，她在課堂上通過講述自己的親身經歷和

其他弟兄姐妹的親身經歷，讓我感受到主就在我們的身邊，保護著我

們，支持著我們。在每週的主日崇拜，吳牧師生動的講道更是讓我堅

定了信主的心，讓我感覺到主是真正存在的。當然在這同時，自己時

不時都會禱告，驚喜的是，自從虔誠信主並禱告後，我的生活好想有

光般的，變得美好。 

 

    今天，我懷著虔誠的心，很榮幸能成為神的子女，相信神，敬拜

神。謝謝各位兄弟姐妹！  

Testim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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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黃國華 

 
大家好，我來

自中國福建，現在

我在紐奧爾良 DL櫥櫃公司工作。 

  

    今天很高興，能站在這台上和大家分享我信主

的歷程，我是在一個農村家庭長大的孩子，父母信

佛教，但我從小就不信這些東西，在我的心裏是無

神論的！ 

 

    我來美國後，才知道在美國工作是那麽的辛

苦，精神壓力大。就在我感到人生渺茫，心中傍徨

不定的時候，感謝神藉著董大哥傳福音給我，並介

紹我來教會，我就開始每個禮拜天來教會敬拜主，

聆聽上帝的話。 

 

     我要感謝受浸班的鄔老師，感謝鄔老師在受

浸班課堂上給我們的講解，讓我認識了這位神，一

點一點了解了這位神，接受這位神！ 

 

    受浸前和受浸後的變化每個人不同，（馬可福

音 16章 16節）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

的必被定罪”。自從我信了耶穌之後，平安與喜樂

在我裏面，我決定要受浸，因為主耶穌愛我，主耶

穌把我從這個黑暗沈淪的世界拯救出來。 

 

    受浸後我還是我，還是一樣的工作，還是一樣

的生活。但不同的是 在我遇到困難，心中難過的

時候，我可以依靠主耶穌，向主耶穌禱告，因為在

（約翰福音 16章 33節）告訴我們：“在世上你們

有苦難。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在

這世界我們有苦難，但是主已經勝過了世界！ 

 

    我必須為上帝而活，因為祂為我而死，我凡事

都要榮耀祂的名。主幫助我，主改變了我的生命，

現在我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要為主而作。 

 

    我把我的生命和信賴都放在主耶穌的手中，我

要學習更多地去愛，獻出最好的給主，不是為了榮

耀我自己，而是為了榮耀上帝。以便通過我的行

為，讓更多的人認識上帝。 

 

    我的生命在許多方面仍然需要改進，但我要把

我的生命一直放在創造者的手中，祂就是耶穌基

督。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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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刊：200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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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証道 , 楊東來翻譯 

主題 : 主為我捨命 

敬拜讚美 , 五位弟兄姊妹帶領會眾唱詩 

 

 

 

 執事獻詩 : 祢釘痕的手 

 

  

 

鋼琴 : 李建一 弟兄   小提琴 :  璟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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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 團契獻詩 : 愛我願意 
 
 

 

 

 

 

 

 

 

 

 
  

 
 

 

教會詩班獻詩 : 加略山的愛 

活水團契獻詩 : 觸動我心 

杜蘭團契獻詩 : 犧牲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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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會 : 汪國順弟兄 

詩班指揮 : 李懋平弟兄 

牧師講道 , 楊東來弟兄翻譯 

主題 : 恩典的主 
鄔小琤姊妹朗誦 

受浸的弟兄姊妹 

        鋼琴伴奏 : 李建一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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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英文團契與神學院和 Gentilly Baptist教會合作 
                   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食物  
 
        Our first inner city mission in New Orleans. We are grateful and blessed to be able to  
        Serve  with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he Gentilly Baptist Church and the New Orleans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in helping the Homeless of our city. 
 

 
 

 

 

 

 

 

 

 

 

 

 

 

 

 

 

 

 

 

   
  英文團契  
English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聯絡:史迪威傳道   

  504-797-7862 

 

 聚會地點：教會 

      
          
 

Livingstoneshidwei@gmail

.com 

英 

文 

團 

契 

事 

工 

mailto:Livingstoneshidwei@gmail.com
mailto:Livingstoneshidwei@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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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分享        

************************** 
●教會在 Slidell 分堂中文主日崇拜時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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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一日復活節主日受浸弟兄姊妹：黃國華、魏

鋒、魏靜、張敬宜、徐牧吾、陳武、李雅杰。當

晚在老師鄔小琤家為七位弟兄姊妹舉行慶祝會。 

●教會孩子們復活節在教會 

庭院玩撿蛋活動。 

●春季福音營:  

4 月 13-15 日。 

講員：張志剛牧師。 

●英文團契將在 5 月 4 日與神學院附近的浸禮會教

會合作為無家可歸的人提供幫助 (Help the 

Homeless)。地點: Gentilly Baptist Church, 

5141 Franklin Ave, New Orleans, LA 70122. 

到達時間: 6:15 pm. 歡迎家長帶著年輕人一起為

主服事人。英文堂家長 Q&A 會每隔一個月舉行 

(下次:五月十三日) 。 

 

●今年度的音樂晚會將於 5/5 (週六) 晚上 7:00–

8:30 在教堂舉行（無晚餐）。歡迎家長為貴子弟

(4 歲以上到高中)報名(登記表在大堂門外桌

上)。  

 

●教會兒童暑期聖經班 VBS 將在 5/28-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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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外短宣將在厄瓜多爾華人福音中心，日期為

7/16-7/27 日，請代禱祈求神帶領。 

 

●國內外州短宣將在芝加哥欣斯代爾華人基督教會

(HCCC)舉行，王振軍牧師教會。 

日期為 8/10-12 日。請代禱祈求神帶領。 

 

●中秋福音營:9/14-16 日，請禱告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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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奧良華人浸信會青年退修會  
New Orlean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Youth Retreat  

  (05/25/2018 – 05/27/2018) 

退修會主題: 再思歸主,重塑生命  

Retreat Theme: Re:Conversion  
宋修成--哥城華人基督教會青少年／大學生牧師 

                          Rev. Victor Sung 
         Columbus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Youth/College Pastor  
 
 宋修成牧師出生於美國亞利桑那州的鳳凰城.2007年宋牧師畢業於慕迪聖經學院 
 並獲得教牧學學士學位.2011年宋牧師獲得三一福音神學院的教牧學碩士學位. 
 從 2006年一月至 2011年五月宋牧師在海德公園改革宗教會服事.  

Rev. Victor Sung was born in Phoenix, Arizona. He attended the Moody Bible Institute and graduated with 

a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in Pastoral Studies in 2007. He attended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and 

graduated with a Master of Divinity degree with an emphasis in Preaching and Teaching 
 

May 25, Friday 7:00 pm  
Session 1: Reconsider Your Conversion 第一堂: 再思歸主  

 
May 26, Saturday 10:00 am  

Session 2: Recognize Your Need 第二堂: 認識需要  
 

May 26, Saturday 11:00 am  
Session 3: Return to the Gospel 第三堂: 回歸福音  

 
May 26, Saturday afternoon  
Outing and Fun Time 外出活動 

 
May 26, Saturday 7:00 pm 

Session 4: Repent of Your Sin 第四堂: 悔改認罪  
 

May 27, Sunday 10:00 am  
Session 5: Relinquish Your Life 第五堂: 重塑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