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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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使者   ==吳國華牧師== 
 

“主啊，我當做什

麼？”（徒 22：10）是每

個基督徒必問的問題。而正

確的答案就是“遵行主的大

使命”。（太 28：19-20）“所以你們要去，使萬

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要使人作主的門

徒，就必先讓他聽到福音。 

（羅 1：16）“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

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

希利尼人。” 

 

傳福音不是憑自己的能力，是福音本身有能

力，是能救人靈魂的大能，傳這救人的大能有什

麼可恥的呢？這大能能救凡相信的人，是使人得

著永生盼望的福音，這樣我們就有膽量去傳福

音，我們當以主耶穌的好消息為榮！讓我們這一

生以福音為榮！ 

 
 

我愛傳揚主福音，述說救主宏恩，傳揚主耶穌大愛，和祂的大榮耀， 

我愛宣講這福音，因為福音實在，它能滿足我渴慕，遠超世間財寶。 

我愛傳揚主福音，欣欣然喜洋洋，再三述說這福音，身心位感舒暢， 

我愛宣講這福音，因有多人未聞，真神聖道曾應允，賜下赦罪救恩。 

我愛傳講這福音，關乎祂大慈愛，頌讚祂救贖恩深，流傳直到萬代。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http://slidell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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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和華是我的牧者 
               
            ==劉張秀賢師母==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雖然

這是幾千年前，詩人一生經歷的宣告，如今也是我

的宣告  ─  信主幾十年來，真實的經歷了此句的

應驗。這次手術的一切經過，從手術之前所發生的

一切事件到手術當天的行程一直到如今的手術後的

復原時期，大大小小的事都經歷到恩主的帶領、保

守與看顧。 

 

        其實去年我在“醫療網”的健康保險作了

“預防治療(preventive care)”的超聲波 

(ultrasound) 檢查時，發現我的左邊腎臟有個二公

分的水瘤，右邊的腎臟下面有一顆 4.6 × 2.9 × 4.2 

公分的“肌肉血管脂肪瘤”(Angiolipoma)。我當時

非常緊張，打電話給家英姊請林醫生幫我看報告是

什麼意思；林醫生馬上幫我找允芳的女兒 Cheryl 和

麗虹的女兒 Joy，她們兩位都是腎臟專科醫生，她

們很有愛心的幫我看 CT 片子與解說可以如何治療

方案，但由於我的保險網裡的醫生缺乏技術，而我

也不痛不癢無感覺，所以決定繼續“觀察”。 

 

        今年我年滿 65 歲，轉到“老人健康保險”

(Medicare) 進了 Kaiser 醫院的系統，他們醫院就有

好多各種的腎科醫生；我的家庭醫生幫我察看這方

面的資料，發現超過 5 公分的瘤爆破機率有 54%；

醫生建議我要考慮作治療。此時我就有意念是否要

作治療，因此我和宏富倆開始為此事禱告求問神。 

 

        在這期間，兩個月前教會一位弟兄開車去北

加州探望女兒回來，以為腰酸背痛三天，後來卻發

現他有一顆 6 公分的瘤在兩腎臟之間爆破後內出血

三天，結果在 UCLA 大學的 ICU 搶救了二個禮拜，

當時三個姊妹教會為他切切禱告；現已出院卻非常

虛弱。 

 

        因為我

的瘤已將近 5

公分，因此我

決定作栓塞手術 (Embolization) 治療，感謝主為我

預備了 Kaiser 的好醫生，從腎臟普通科轉到腎臟外

科醫生，再到“介入放射科”(Interventional 

Radiology) 醫生，每一位醫生都很耐心的為我詳細

解說。 

 

        在準備手術之前，我開始發佈代禱信給眾弟

兄姊妹們。我很感謝神的大愛，雖然肢體之間分隔

距離，卻分隔不了主裡的愛，包括 Ohio 的哥嫂、

New Orleans 教會的弟兄姊妹們、恩典院的長輩

們、辛城 Miami 團契的弟兄姊妹們、此地三家姊妹

教會的弟兄姊妹們、台灣的張宏源牧師夫婦…等

等，開始為我禱告。 

 

        每天都有弟兄姊妹寄來代禱、鼓勵和慰問的

話語，林醫生說他和家英姊天天為我禱告、麗虹、

台貞、惠珠、小琤、三寶、Julia Cheng、益群、美

嬌、Jack 陳、Lillian Fok、冬美說她和她先生李榮

燊天天為我禱告、恩典院的郭姊妹寄來：“但那等

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

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

40:31)；Lillian Poon 甚至打了好幾次電話來關懷，

也通知粵語團契為我禱告；在電話中阿樂姊提醒我

以前她開刀時，我給她的安慰鼓勵的話：“大山可

以挪開、小山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

我平安的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賽 54:10)。在手術前一天，宏富在晨更時神賜他

話語：“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在‧不要驚

惶，因為我是你的上帝‧我必堅固你，我必幫助

你，我必用我公義的右手扶持你。”(賽 41: 10)。

還有很多沒有我的 WeChat 的主內肢體們都在為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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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因著神藉著眾弟兄姊妹的禱告托住我，使我

有平安與信心來面對從來沒想到的事。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

邊」。手術當天一大早 6:30 去醫院，結果沒想

到，一進醫院我就被單獨帶進手術預備房 

(preparation room) 作準備，全沒心理準備會我自己

一人進去，以前在 New Orleans 時，我陪多少姊妹

進去更換衣服都是可以的，當時一時間頭腦一片空

白，連我家的電話號碼都忘了，宏富的手機號也說

錯了，後來換掉衣服躺下時，才慢慢想起宏富和我

家的電話號碼。感謝主為我預備了一位從台灣來的

女基督徒護士為我服務，她技術靈巧，態度又好，

我們一起讚美神。我躺在那裡，想起以前每位開刀

的弟兄姊妹，我都會唸詩篇 23 篇給他們聽，如今

我為自己背誦聖經文；我想起當年 David 李的媽媽

Marry 肺癌時，我和宏富教她背誦詩篇 23 篇，過了

幾天她告訴我，當她躺在病床上時，她就覺得有如

神使她躺臥在青草地上，領她在可安歇的水邊；此

時的我豈不也是如此嗎？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

路」。真的，神再一次使我的靈甦醒，神再一次讓

我看到祂真是偉大，大事小事祂都細心的安排與引

導我；原來主耶穌基督時刻在我周圍，祂是又真又

活的神，祂不是高高在天上不管我、離我遠遠的

神，祂藉著聖靈來到世上與我同在、體貼細微有豐

富憐憫的救主，而最重要的是神再一次讓我想到這

一切豐盛的恩典與憐憫，都不是我有什麼資格或特

權值得享有的，乃是神因祂自己的名的緣故  ─  

祂的偉大、慈愛、憐憫…的屬性；如今我親身經歷

了，我不能不感恩、開口見證祂的作為。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

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當我被

推進手術室時，馬上就有 3 個女的來在我的兩腳摸

摸、按按、劃點、放養氣管到我的鼻子、放心電圖

在我上半身，後來又來兩個男的，一個把我下體的

毛刮掉一半，一個塗東西在我大腿窩四周，又黏住 

四周的肉，全身蓋起來只露出一小片要手術的肉，

連我整個頭都蓋著…；一時之間，我感覺到我就如

“將宰殺的羊”任其宰割。我向神禱告求主使他們

幫我打個“麻醉針”使我不知道他們在做什麼，然

而神沒答應，原來他們要我“深呼吸”、“憋

氣”、“呼吸”…，所以不能使我睡著；但是很感

謝神的是主與我同在，賜我出人意外的平安。他們

用一條紅色的大繩子把我與床綁在一起，因為怕我

亂動，但是整個手術過程兩小時，我一動也沒動；

最後手術結束還跟我說“妳做得很好 you did a 

good job!”，我心想我只是躺著，我做了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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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手術後經歷了

高燒 (101.2 度 F)、腹瀉、脫水、再次進急診

室…，但在這一切大大小小的事上都經歷神的同

在，神的恩典滿滿的膏了我，這段恢復期間，很多

弟兄姊妹還繼續不斷的為我禱告，每天都有人慰

問：恩典院的郭姊妹、台貞、Lillian Poon、小琤、

任芳、美嬌、三寶、曙光、冬美…等等。在我瀉不

止、燒不退，我們夫妻不知如何處理是好的時候，

突然林醫生打電話來，說三寶告訴他，我進了急診

室；宏富與他談了以後，知道我一定要加強水份，

真是感謝神的恩典即時派天使來幫助我。這兩天體

溫降下了，也止瀉了，眾弟兄姊妹們才放心才停止

寫慰問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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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是我的宣告。

因著父神的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的救贖、赦罪、接

納，使我能成為神的兒女，在聖靈的保守中，使我

在世能經歷神、見證神、榮耀神，一生經歷神的恩

惠慈愛隨著我。然而，最重要的是主耶穌基督為我

預備了永恆的住處，那是眼睛從未見過、耳朵從未

聽過、頭腦從未想到的美好的地方，是與主耶穌基

督永遠同在的地方，因為主曾應許到那日“祂在那

裡，叫我們也在那裡”(約 14:3)。哈利路亞！感謝

讚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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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瓜多尔短宣行 
 

 ==王晉江== 
 

     

馬太福音 24:14 

說: "這天國的福音，要傳

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

然後末期才來到"。2018

年 7 月 16 號到 27 號，來自新奧爾良華人浸信會

的六名志願者吳牧師，師母，李懋平弟兄，曙光

姊妹，米韬弟兄和我，組成一個團隊來到了南美

洲的厄瓜多尔進行義診和短宣。在馬查拉市當地

華人教會的幫助下，我們開展了義診，培訓，見

證，佈道，探訪和聚會。這次短宣活動雖然只有

短短的十天，卻給我帶來一段美好和難以磨滅的

回憶。 

 

      我們住在當地教會給我們安排的公寓裏，團

隊成員有機會在一起近距離的接觸和了解。每一

位同工都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學習的榜樣。 

 

      吳牧師謙卑柔和，在生活中從來不與別人爭

這爭那，表現得非常隨和且平易近人。但在證

道，查經和禱告的時候，他又是那樣的有力和強

壯，這讓我體會到，要跟隨耶穌基督，就必須先

放下自我，真正的轉身仰望依賴我們的救主耶穌

基督，祂就會給你加添意想不到的智慧和力量。

正如【加拉太書 2:20】所說"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

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神的兒子而

活；祂是愛我，為我捨己"。當我們到達厄瓜多爾

的第一天晚上，我有幸和牧師同住一個房間。臨

睡前，發現他要打開電腦寫一些東西。我問他寫

些什麼，他說他有一個習慣每天晚上臨睡前，要

把當天的讀經感想和見聞寫下來，為以後的證道

提供素材。這讓我明白了為什麼牧師每週都會有

不同的證道題目和思想火花分享給大家。 

 

      相對於吳牧師的運籌帷幄，師母更像一個衝

鋒在前為主做工的戰士。她性格開朗外向，富有

愛心，善於與人溝通。在培訓，探訪和關懷方

面，給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有一天我們六個同

工吃完早飯，晨更完以後，師母 9 點半就開始了

給當地的六位姊妹進行門徒培訓，一直到中午。

午餐以後，就和曙光姊妹一起出外去探訪了當地

的兩個華人餐館老板，晚餐以後，又馬不停蹄的

去一個當地姊妹家裏參加姊妹的查經禱告會，一

直到很晚才回去休息。她的精力之旺盛令我吃

驚。從她的身上我看到了使徒保羅，彼得，約

翰，腓力為主傳播福音不辭辛勞的形象。 

 

      李懋平弟兄是我們這次短宣隊的領隊。他來

這裏進行義診已經有七年了。當地華人都非常喜

歡和尊重李醫生。讓我吃驚的是，懋平弟兄不但

醫術精湛，懂樂器，更有一手好的烹飪技術。每

天的早餐都是由懋平弟兄和米韬弟兄為我們準備

的。他們前一天晚上就把材料準備好，早上 7 點

鐘起來開始做飯，有咖啡，茶，榨果汁，雞蛋，

麵包，稀飯，炒菜等等，每天都不同樣，而且在

我們就餐前就把碗筷，盤子，餐巾紙，飯菜，飲

料都擺得整整齊齊。我覺得比在高級餐館吃的還

舒服和享受，也讓我由此常常想起耶穌基督為他

的門徒洗腳的故事。  

 

      米韬弟兄在我們短宣隊中是年齡最小的一

個，但是他特別善於體查人意，關心別人的需

要，反倒像一個在我們中間的長者。他不僅很快

地成為李醫生的助手和好兄弟，而且也成為我們

大家喜歡接近和開玩笑的對象。有一天因為失

眠，我的高血壓病又犯了，白天頭暈頭疼疲乏，

很想躺下休息一下。但我的房間放有一張按摩

床，白天供病人針灸和拔罐使用，不方便在那裏

睡覺休息。米韜看到這個情況，就關心我說，"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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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兄，你就到隔壁我的床上去休息一下吧，那裏

很安靜。" 米韜的床很幹凈整齊，他不嫌棄我睡在

他的床上，使我感到了有一股從耶穌基督來的愛

的暖流在我身上流淌。 

 

      曙光姊妹在杜蘭大學做研究工作，也是第一

次來這裏做短宣。和師母一樣，充滿了對基督的

信心和對人的愛心，毫無畏懼地帶領姊妹查經，

見證分享，門徒培訓，探訪，找機會為我們這個

團隊做服事工作。每天早上我們吃完早餐以後，

她都是第一個進到廚房去做清洗碗筷的工作。看

到她這樣做，我也學會了來到廚房和她配合洗碗

收拾。 

 

      我不但從團隊的弟兄姊妹身上學到了很多東

西，也從當地的基督徒身上看到了閃亮發光的基

督身影。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為我們安排在教

堂裏的四間房間居住，每天派三名姊妹來為我們

做中餐和晚餐。他們先去菜市場買蔬菜，肉和水

果，然後拿到教堂裏的廚房清洗，烹飪，做出各

種各樣的美食佳肴。他們從不抱怨，心裏充滿喜

樂。我們在一起禱告，唱詩，查經，吃飯，分享

各自的故事，很快就成為無話不說的好朋友和弟

兄姊妹。我們因為沒有車，當地的弟兄姊妹就自

告奮勇地利用他們的工作間歇，帶我們去探訪。

朱輝弟兄甚至花了來回 7 個小時把我們從機場接

到當地。 

 

      在當地教會，我們看到了弟兄姊妹的熱心，

也知道了他們的需求。這個當地唯一的華人教會

很多年沒有牧師，弟兄姊妹就像牧場上一群無人

領頭的羊一樣，靠著每年來的幾個短宣隊或附近

的牧師來帶領，他們渴望時時有真理的靈糧來牧

養他們。我們來到這裏以後，立即開始了門徒訓

練。有一對兄弟，建隆和建哲，是當地唯一的一

對台灣基督徒，信主多年，在當地台灣社區很有

人脈。牧師、師母、曙光和我抽了一個晚上，單

獨為他們兩個兄弟家庭培訓，解疑和禱告，使他

們的信心得到堅固和增強，願意在台灣社區為主

作光作鹽作見證。 

      這裏的禱告會一直沒有人帶領，平時成了一

個沒有禱告的禱告聚會。短宣隊到達的第一個星

期三晚上，只來了五個弟兄姊妹來參加禱告聚

會，我們一起唱詩，分享和個人禱告，在場的兄

姊妹信心和熱情被調動起來。第二個星期三晚

上，我們來到了一位弟兄家裏。這一次有 20 多位

弟兄姊妹來參加禱告會。牧師、師母分別帶領弟

兄姊妹查經分享，然後分組禱告。我看到也聽到

了當地弟兄們的對神深切的懺悔，感恩和信靠，

以及對教會的發展和周圍慕道友的關心。禱告完

以後，弟兄姊妹們分享他們身心的愉快和感恩。

感謝讚美主，這次禱告會的培訓和開展讓我看到

了禱告的力量。靈命的生活如果離開了禱告，就

如同人離開了呼吸一樣。 

 

      由於沒有牧師的帶領，這裏的探訪工作幾乎

陷於停頓。短宣隊走訪了當地和附近城市的六七

家餐館，並利用義診來到看病的華人中間傳播福

音。有一位在當地養蝦的台灣人，帶著母親，姨

姨和傭人，一行六人來到我們教會進行針灸和拔

罐的治療。師母就用閩南語和他們交流，唱閩南

語的聖經歌曲給他們聽。他們雖然信佛，但也被

我們在場的服務和熱情所感動，老太太最後也跟

著師母一起用閩南語唱聖歌。還有一次，牧師和

我，師母和曙光分組出去到附近一個小城探訪。

我們來到一家餐館，碰見一位廣東的老板阿強，

我鼓起勇氣把所知道的福音和基要真理傳給他

聽，最後我試著問他願不願意接受耶穌基督賜給

我們免費的救恩，沒有想到阿強點了點頭說，願

意。感謝主，神總是在我的身邊默默地給我力量

和信心為他做工。 

 

      這次短宣與其說是對外傳播福音，更確切的

說是對我自己更多的鼓勵和鍛煉。叫我學習到怎

樣放下自我，謙卑自己，關心他人，為主而活。

【約翰福音 13:34-35】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

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

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

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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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瓜多尔短宣 
                                  ==王曙光== 
 

感謝神能讓我有機

會參加厄瓜多尔的短宣。

厄瓜多尓是南美的一個國

家，位於赤道上，所以西

班牙文以“赤道”（Ecuador) 作為國名， 擁有

“赤道國”的別稱，又因盛產香蕉亦被稱為“香

蕉之國”。 

 

        7 月 16 日我們短宣隊在牧師、師母的帶領

下， 一共 6 個人從新奧爾良出發飛到邁阿密機場

轉機，然後經過 5 個小時的飛行在晚上到厄瓜多

尔的瓜亞基尓市。第二天下午馬查拉的同工來接

我們去當地的教會。由於我們的短宣隊員，除了

李懋平弟兄來過這裏做過醫療短宣之外，其餘的

都是第一次來到這個城市，對當地的教會和華人

的生活和信仰狀況都不是很清楚，所以短宣隊在

整裝出發前很難做出詳細又針對性的宣教計劃和

準備，只有到達之後根據當地的需要來臨時決定

我們要進行的事工，所以心裏都是七上八下沒有

底。感謝神的恩典和帶領，10 天的厄瓜多尓短宣

之行，短宣隊在當地教會的幫助下，進行了義

診、探訪、培訓、見證和聚會。神不但賜給我們

出乎意料的平安，還讓我們在主愛中學習到了許

多的功課。我願意在此分享一些體會，與主內的

弟兄姐妹彼此勉勵。 

 

        第一個要學習的功課是照著神所給的恩賜彼

此服事。馬查拉的華人教會大部分弟兄是在蝦場

工作，姐妹們主要在家料理家務、照顧孩子。在

我們去之前，當地教會已經做了短宣隊要來義診

的宣傳，所以我們到達的第二天，就有一些華人

和當地人來就診，David 和 William 兩位弟兄負責

看病，我們幾位隊員就接待患者，在他們等待的

過程中和他們聊天，並藉此與他們分享福音。與

此同時，師母還帶領我和王晉江弟兄對教會的一

些姐妹們進行了門徒訓練。其中有一位姐妹剛剛

接受主不久，也參加了這次門訓。聽說這位姐妹

在這兩年患上了抑鬱症，平時她和她的家人很少

和其他人來往。但這次短宣隊來了以後，她有了

很大的改變，變得比以前開朗多了，也願意出來

和大家交往，看到她的變化，大家都替她感到高

興。 

 

        每天來就診的華人，儘管大部分的人能夠說

普通話，但也有少數人只能用地方話來溝通。有

一位台灣來的老人，只能聽懂閩南話，她剛來就

診的時候，我不知道如何和她溝通，師母就用閩

南話教她唱“耶穌真正好”，她一聽見家鄉話， 

也興高采烈地唱起了“耶穌真正好”。雖然這次

她沒能接受耶穌做她的救主，但至少她知道有一

位愛她的耶穌。但願有一天聖靈開啟她的心靈，

能夠真正的認識並接受我們的主耶穌做她的救

主。 

 

        這次短宣讓我看到：當大家都照著恩賜，按

著神所賜的力量彼此搭配來服事，而不是因著環

境的挑戰而患得患失時，神就成就合一，並讓我

們的服事帶來實際的果效。就如彼得前書（4:10）

所說的：“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神

百般恩賜的好管家。若有講道的，要按著神的聖

言講。若有服事人的、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服

事。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原來榮耀

權能都是祂的，直到永永遠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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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學習到的功課就是與不同文化背景的

人相處學習彼此相愛、彼此包容，讓服事帶來和

平。在馬查拉這個教會主要是以福建人為主，而

且這幾年福音種子在福建人中傳播得很快。但對

於一些來自其他地方的華人，由於他們的文化背

景及語言的差異，平時彼此之間少有來往，所以

很難有機會與其他群體分享福音。由於他們那裏

看病不容易，需要排隊等很長時間。所以這幾年

常常有醫療短宣隊來到他們中間，一邊為他們治

病，一邊給他們傳福音。以前從來不來教會的

人，也因此而來到教會，慢慢地他們之間也開始

有一些來往。短宣隊的到來也因此成為他們中間

的一個和平的橋梁。就像我們主耶穌的服事乃

“因祂使我們和睦，將兩下合而為一，拆毀了中

間隔斷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廢掉冤仇，就是

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為要將兩下藉著自己造成

一個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滅

了冤仇，便藉這十字架使兩下歸為一體，與神和

好了。並且來傳和平的福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

給那近處的人。”（弗 2:14-17） 

 

        這使我想到我們新奧爾良華人教會有各種不

同的團契聚會，如家庭團契、學生團契、粵語團

契、餐館團契、青年團契；也有說各種不同語言

的群體， 如說普通話、廣東話和英語。感謝神讓

我們有機會在這個大家庭中學習彼此相愛、彼此

接納的功課。雖然不同地方、不同背景、不同年

齡和不同語言在服事上會帶來一些困難，但透過

這些困難，神也讓我們學習在我們的服事中帶出

和平、神的公義、慈愛與各樣的美善。 

 

        第三個神讓我學的功課是在神話語、禱告、

同工訓練及栽培上的建造自己。雖然平時也有也

有讀經禱告，但在讀經的時候很少花功夫去記住 

經文的出處，覺得這個並不重要，平時若想和大 

 

家一起分享經文，想要知道經文的出處，有時間

可以慢慢查。但是在短宣時，與人接觸的時間有

限，所以有的時候想與人分享某一段或某一節經

文的時候，一下子想不起經文的確切的出處，只

好省掉，也因此不能發揮最佳果效。通過這次短

宣，也讓我意識到平時的同工訓練及栽培也是必

備的功課。 

 

      有一天短宣隊到台灣協會為短宣隊準備的場

地做義診和分享福音，到了中午快吃飯的時候，

師母突然對我說昨天她去餐館探訪，有兩位決志

信主，讓我下午和她一人去一家餐館給她們上栽

培課。聽她講的這樣突然，我心裏就開始嘀咕：

要上栽培課怎麽不事先告訴我一聲，讓我稍微準

備一下，這不是存心讓我尷尬嗎？但很快有一個

念頭在我的腦海裏一閃而過：出來短宣就是來到

禾場做主工的，就是要拿得出來，用得上。真是

“養兵千日，用兵一時”啊！雖然心裏沒有底，

但也只好硬著頭皮答應下來。吃完午飯後，我和

師母來到一位姐妹家複印幾份栽培課，才發現我

們下午要上的栽培課，去年師母讓我給一個當時

剛決志的姐妹已經上過了。緊張的心情一下子就

放鬆了，心裏由衷地發出感謝和讚美，神的恩典

夠我用！ 

 

        感謝神的恩典和帶領，在這次短宣中有 一

些人的身體得到醫治， 有一些門徒得到造就， 也

有人悔改歸向主。我們都為此感到很開心也很感

恩，一切榮耀都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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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瓜多尔短宣回想：五个美! 
 
==米韬==   

 
    我們這次去厄瓜多

尔，一行有六人，由李懋

平弟兄 (David Lee) 帶

隊，還有吳牧師，吳師

母，王晉江弟兄，王曙光

姐妹，和我。因為我是這

次團隊中年紀最小的，所以得到了一個親切的暱

稱“小弟“。感謝神，讓我可以通過文字和你分

享我第一次短宣的經歷。 

 

      如果你這次是和我們同行，有一個奇怪的事

情就是你會常常聽到一句感嘆詞: “美、美、美、

美、美！” 我們這次短宣實在是經歷了非常多美

好的人和事，請允許我概括一下，一是山水美，

二是親情美，三是聖靈美，四是改變美，五是耶

和華美。 

 

      第一美是山水美：厄瓜多尔是一個資源豐

富，發展中的農物和礦物生產國家。這次關懷的

馬查拉（Machala) 華人教會，離下飛機的城市有

大概三個小時的車程。在去教堂的路上，你會見

到一望無盡的香蕉田園和很像三四十年代中國的

農村建築。馬查拉是一座沿海的城市，出口海蝦

是其中重要的工業。我們有機會參觀了當地的蝦

場，除了可以嘗試新鮮的海產， 你還會看到海邊

連綿不斷的紅樹森林和各種各樣的飛禽。一路上

的自然風光，你會不斷地聽到 “看那高山！美美

美美美！”， “看這流水！美美美美美！”。我

不由會想到大衛王在詩篇，第九十五篇（1 - 6

節）感嘆神的創造：來啊，我們要向耶和華歌

唱，向拯救我們的磐石歡呼！我們要來感謝祂，

用詩歌向他歡呼！因耶和華為大神，為大王，超

乎萬神之上。地的深處在祂手中； 山的高峰也屬

祂。海洋屬祂，是祂造的；旱地也是祂手造成

的。來啊，我們要屈身敬拜，在造我們的耶和華

面前跪下 。 

 

      第二美是親情美：我們在馬查拉受到了當地

華人教會熱烈的歡迎和愛心的招待。除了他們不

遠千裏開車來接送，每一天姐妹們還會為我們準

備充滿愛心的午餐。從這旅程的開端，我們就感

受到當地教友像對家裏人一樣地溫馨，甜蜜的照

顧。在詩篇第一百三十三篇 1 - 3 節，作者把教會

內的和睦比作珍貴的香油和早晨的甘露。感謝耶

穌基督的愛，讓我們感受到了超越血緣關係的親

情。也因著耶穌基督的愛，我們應該去照顧和關

心別人，讓更多的人早日回到主內的大家庭。 

 

      第三美是聖靈美：聖靈的安排會是永遠比我

們想像的還要好，還要美。我是在 2007 年受浸，

信主後，多年來一直在思考去國外短宣，但也一

直沒有什麽實際的行動。在 2017 年，我經歷了很

多的失去，沒有了工作，沒有了多年的愛情，也

有多位親人離去。我感覺人生走入了低谷，去哪

裏都是一鼻子灰，我問，神啊，你在哪裏? 我的下

一步應該怎麽樣?  

 

      2018 年初，我來到新奧爾良尋找新的工作，

靠的是碰碰運氣的想法。當我聽到這次短宣機

會，我第一個想法是非常想去，但是，我很快第

二個想法就是不敢去，因為我沒錢了。我來新奧

爾良的經費已經是依靠父母的支持，我問自己，

這是對的選擇嗎？父母的負擔怎麽辦？我可以很

明確的告訴你，在我訂購飛機票的那一刻我是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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慮的，害怕的，覺得這是不孝的選擇，付錢後也

沒有一種瞬間“從天而降的平安”。但是神要的

就是我的選擇，選擇祂的安排，選擇放下自我和

選擇放下焦慮。那時靠的不是我個人的信心，而

是參加團契聚會，主日崇拜，和主內兄弟姐妹傾

訴，家人的溝通，還有禱告，禱告，再禱告。因

為我認為平安的心不是一瞬間就可以得到的，而

是每一天神恩典的提醒，慢慢積聚起來的。 

 

      感謝神，祂的安排太美好。在憂慮的經費

上，我收到了額外的幫助。在擔心的事業上，我

收到了意外的入學通知書。再次感謝神，連還沒

有信主的爸爸，也第一次參加了教會的戶外活

動。因為主耶穌在馬太福音第 11 章 28-30 節，向

我們承諾，祂的大能力可以承擔我們一切的憂

慮：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

你們得安息。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 的 。 

 

      第四美是改變美：我聽馬查拉弟兄說教會在

不斷地壯大，近幾年搬進了位於市中心一棟商業

大樓的二樓單位，為了容納更多人，教會和業主

商量拆掉把教堂一分為二的牆壁，感謝神，業主

受到感動而接受了改變。雖然還是舊的地址，但

是”新”的教堂卻明朗多了，開闊多了。耶穌基

督在十字架上所受的苦，不也是為了拆掉你我和

神，因為罪而隔開的“牆壁”嗎？在短宣時，有

一位弟兄見證說：“ 信主前，他是一個壞人，做

了不少非法的事情而且脾氣非常暴躁。但是作為

基督徒的老板沒有放棄他，不斷的關心和鼓勵，

加上聖靈的改變。雖然還是舊的人，但是“新”

的心卻明朗多了，開闊多了“。 

 

      這位弟兄的改變是多麽的美，行為上不做壞

事了，心情也變好了，脾氣也沒有了。你可以去

看他家裏養的花，多麽的嬌嫩，多麽的燦爛，一

個脾氣暴躁的人很少會有那份耐心和愛心。不單

家人和朋友看到的改變，感謝神，連他身邊的環

境也受到了感染。我相信這就是在（路 5：36-

38）耶穌基督向我們所保證的，從內到外的改

變：耶穌設一個比喻，對他們說：沒有人把新衣

服撕下一塊來補在舊衣服上；若是這樣，就把新

的撕破了，並且所撕下來的那塊新的和舊的也不

相 稱。也沒有人把新酒裝在舊皮袋裡；若是這

樣，新酒必將皮袋裂開，酒便漏出來，皮袋也就

壞了。但新酒必須裝在新皮袋裡 。 

 

      第五美是耶和華美：如果沒有耶和華，我們

所看到的，聽到的，寫到的都是沒有意義，因為

高山流水，親情流露，意外安排，還有浪子回

頭，這都超乎於我們做罪人的本性，所以一切的

榮耀都歸於耶和華，感謝祂對我們的恩典。 

 

      雖然這次啟程的目的是去支持和關懷比我們

小的教會，有一定精神和體力上的付出，但是收

到更多鼓勵的，更多益處的卻是我們。我真心的

鼓勵你去參加下一次的短宣，因為你會經歷神，

看到祂的創造，感受到祂的神跡，也會意識到還

有很多人沒有聽到福音。在馬查拉的兄弟姐妹們

已經在禱告，他們要買土地來興建更大的教堂，

為的是以後更多的收成。我相信我來到新奧爾良

不是偶然，

你我在文字

上相見也不

是偶然。你

願意走出去

為主收莊稼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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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厄瓜多尔 Ecuador Mission                                

                            日期: 7/16-7/27/2018 

 

 

 

 

 

 

主 

日 

崇 

拜 

造就栽培 

個 

人 

佈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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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關懷 

見證分享 

弟 

兄 

查 

經 

茶 

會 

 

姊妹查經聚會 

禱 

告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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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短宣 日期: 8/10-8/12/2018 
 地點: 欣斯代爾華人基督教會 Hinsda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主日崇拜 

超

市 

發 

福 

音 

單 

張 

老人公寓佈道會 

燒烤福音茶會 

第一排中間 :王政軍牧師 

主日崇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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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聚會時間 (星期日主日早上)  

     ************************************ 
             主任牧師﹕吳國華牧師、助理傳道﹕史迪威傳道 

                                         
 
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10:00–11:30 am (普通話-粵語翻譯)  中文主日學 Sunday school 11:30 am– 12:30 pm 
 

英文崇拜 English Worship   11:30–12:30 am    英文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0:00 am -11:30 am 
 

 

 

 

 

 

 

 

 

 

 

 

 

 

 

 

 

 

 

 

 

 

 

張宏源牧師 

粵語團契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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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館團契獻詩 

 

Tulane 團契獻詩 

 

 

 

 

 

 

 

 

 

 

 

 

 

 

 

 

 

 

 

 

 

 

 

 

 

 

 

 

 

 

 

 

 

 

 

Slidell 團契獻詩 

活水團契獻詩 

 

UNO 團契獻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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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樂島華人浸信會 (Slidell分堂)   
                               58516 Pearl Acres Road, Slidell, LA 70461 
                                (504)797-7862；https://www.slidell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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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堂事工﹕史迪威傳道      同工﹕王晉江弟兄、竺惠珠姊妹 
 
 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9:00 am – 10:00 am(普通話)   主日學 Sunday school 10:00 am – 11:15 am 

 
 

 

 

 

 

 

 

 

 

https://www.slidell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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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兒童主日學升級禮 
  箴言 22:6 教養孩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 
 

兒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10:00 am-11:00 am    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0:00 am – 12:15 am   
。 

  
 
 
 
 
 
 
 

  
                               

              

            

 

(一)  
日期: 9/14(星期五) 

6:30-9:00pm 

講題: 佳美的腳蹤 

地點: UNO 團契 

Edgewater Baptist Church  

5900 Paris Ave., New Orleans 

 

 

 

(二)  

日期: 9/15(星期六) 

10:00-4:00pm 

講題: 生命主權，與神同行， 

        豐盛生命 

地點: Tulane 團契 

Chapel of the Holy Spirit 

1100 Broad Way, New Orleans 

 

 

 

 

 

 

 

 

 

 

 

 

 

(三) 

日期: 9/16(主日)  

10:00-11:30am 

講題: 順服是怎樣煉成的 

地點: 教會 

講員: 侯廣華牧師 

1986 年在香港重生得救，1988 年受浸，加入中華宜道會上水堂，曾任教會執事，主日學校長，關懷部長等

職位。1988 年移居三藩市，為中半島宣道會忠愛堂會友。2010 年中按立牧職。至 2007 年開始於差傳機構

中華福音使命團(美國) 擔任推廣主任直至 2017 年退休，現為三藩市灣區基督教華恩堂主任牧師。 

兒童事工,主日學負責人 

鄔小琤姊妹 

兒童 
主日學 
校長 

: 胡靜 
  姊妹 
 

兒童主日學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