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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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教會目標：“同心協力，恆切禱告”（西 4：2）。 

            

    三 件 寶 貝      

             
-- 吳國華牧師 -- 

                                   
  （羅 15：13）

“但願使人有盼望

的神，因信將諸般

的喜樂平安，充滿

你們的心，使你們

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這節經文有三個相當突出的詞語：盼望，喜

樂，平安。 

 

1． 盼望 

 

    我們的神是盼望的神，神要我們帶著盼望往前

看，而不是帶著絕望往前看。每當舊約先知們在高

聲預言神的審判的時候，他們總是在黑暗的審判上

加上盼望的應許。聖經中一些非常偉大的應許就是

在最陰暗的審判信息中發現的。 

 

    神要我們大有盼望，所以我們不要懼怕未來，

因為我們所信靠的神知道未來也在掌管未來。神絕

對不會吃驚或毫無提防。不論這個世界有多麼的混

亂，而我們的神卻是坐在天上的寶座，鎮靜的指引

歷史的進展，並且為祂的子民所預備的奇妙未來，

天天的來引領我們的生活。 

 

    我們不是以自己的力量來制造盼望，我們乃是

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讓聖靈掌管我們的心思

意念，藉著閱讀神的話語，我們就會發現神的靈以

奇妙的盼望充滿我們的心。 

 

2． 喜樂 

 

    神所賜給我們的喜樂，不是因著外在的環境創

造出來的，神所賜給我們的喜樂乃是出自我們內在

的信心。從神而來的喜樂使我們毫無懼怕的面對人

生，使我們毫無怨言的面對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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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種喜樂使我們能夠面對每個新的一天，都是

一個新的挑戰。每一個問題都是一個成長的機會，

每一個問題都是看神作事的機會。為此喜樂是一個

真誠事奉神並服事人的人生產品。 

 

    雖然我們無法一直為我們的環境歡喜快樂，但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環境裡歡喜快樂，無論我們的環

境有多難受。（腓 4：4）“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當我們越親近主，我們就越有喜樂。當我們與主的

關系越深，我們的喜樂也就越深。一個喜樂的基督

徒，是強健的基督徒，撒旦很難引誘一個有喜樂的

人。 

 

    一個喜樂的基督徒是有見証的基督徒，因為他

有振奮人心的見証告訴人，使人們也能看見他的生

命中有從神而來的喜樂。喜樂的基督徒他會毫無怨

言的擔下重擔，藉此來分享他的喜樂，喜樂的基督

徒是解答/解決問題的一部分，而不是難處/找麻煩

的一部分。 

 

    我們要培育喜樂的態度，把持喜樂的心，花時

間讀經禱告親近神，讓喜樂充滿我們的心，常常在

主裡面而常常喜樂。 

 

3． 平安 

 

    （約 14：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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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膽怯。” 

 

    我們的救主在面對恐怖的十字架時，卻把平安

賜給跟從他的人。只有當我們完全降服於主的引

領，並讓主的平安充滿我們的心，我們就能以新的

力量和勇氣面對人生，深信主必幫助我們渡過。 

 

    我們不需要為過去擔憂，因為我們擁有主的平

安，這平安是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有了神的平

安充滿我們的心，我們就不再被過去的失敗，錯

誤，傷害，甚至過去的罪所攪擾。 

 

    我們有耶穌基督作我們的主，過去的已經過去

了。神不再紀念，我們藉著耶穌基督為我們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完全得到了赦免。神不是叫我們的環

境無事，乃是叫我們的心裏有平安。 

 

    我們的主是天天背負我們重擔的主，我們要懂

得把重擔交托給主，我們心中就會有意外的平安，

這平安足能保守我們的心，不再焦慮，不再靠自

己，完全的依靠主。 

 

    神所賜給我們的這三件寶貝，處理了我們的過

去，現在和未來。 

 

    我們無論往後看（過去）， 

 

    向四周圍看（現在）， 

 

    或是往前看（未來）。 

 

    我們都不需要擔心掛慮，盼望的神總是以喜樂

平安充滿我們的心，藉著聖靈的能力我們大有盼

望。願我們都會深深的經歷到神所賜給我們的這三

件寶貝，好讓我們的生命滿有從神而來的盼望，喜

樂和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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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林明鸿-- 
 
    很高興能在感恩節接受浸

禮正式成為一名基督徒。 

 

     在認識主以前我是個我行

我素，相信自己的現實主義者。

不願被束縛，活成自己想要的模

樣。隨著年紀的慢慢增長，反而

在家庭生活和事業遭受了更多的

壓力和挫折。後來在我愛人的引

導下才開始認識主，而她非常希

望我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她經

常教導我要真正的從內心相信並

且口裏承認。於是我決志與她一

同受洗成為一名真正的基督徒。 

 

     不管是在國內參加教會還

是來美後參加主日學。學習《聖

經》，唱詩歌都能讓我浮躁的心

得以平靜與平安。那正是因為聖

靈住進了我的心裏，這就是聖靈

所結出的果子。約翰福音第 14

章 27節講到，主耶穌對門徒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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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憂愁，也不要膽怯。”是的，因

為基督耶穌讓我今生不再憂愁，

不再膽怯，也蒙著祂的就恩，讓

我來生有盼望。 

 

     感謝天父上帝因著祢奇妙

的作為，讓我得著祢的許多恩

典。今日受浸後，未來我的生命

與基督耶穌同生同死同復活，阿

們！ 

  受浸見證 
 

                 --黄美华-- 
 

    很高興能在感恩節與我先生一起接受洗禮

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我是由一個無神論者成為一個相信神的

人，我相信這就是神蹟，沒有神的作工，這是

無法實現的。在我的整個學生生涯中沒有接觸過神學，甚至認為這

是無稽之談。直到結婚生子，我與丈夫的事業不盡人意，孩子體弱

多病，這使我的內心極其煎熬。後來一個朋友向我傳福音，漸漸有

了對主的認識，很感恩神一路保守讓我的孩子現在健康快樂著，而

自己也慢慢更懂得依靠神，因為我將一切交付並仰望在神的手中！

相信在祂的手中沒有難成的事。 

 

     記得第一次來這個教會的時候，我懷著忐忑的心坐在人群中，

就怕被人認出我是新來的，然而很快就被陳敏老師的慧眼識破了，

她的熱情與慈愛一下子撫平了我緊張的心。那天還參加了活水團契

的詩歌奉獻。感恩天父給我一個美好的開始。 

 

     前幾次主日崇拜時學習《路得記》，感觸頗深，教會年長的信

奉已久的信徒，就像拿俄米口中的波阿斯，恩待一切新的信徒。是

的，你們就像是一道道光，引領我在追隨神道路上越走越寬敞。 

 

     上帝的眷顧不是偶然的，而是長久不變的；神沒有期許我們的

道路平坦卻應許我們一起走過；神沒有除去路上的石頭，但祂卻牽

引我們走過。我一生願意與主同行，祈求神給我一顆堅固的信心，

無論在任何的困難下也不會動搖，讓我能靠著主克服萬難。 

 

     今天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個紀念日，相信從今天起，我將成

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在今後的日子裏，要把握時間讀《聖經》，

追隨主，敬拜神，讓神的話融入在我的生命中，我把一切都交給

神，求聖靈隨時隨地與我同在，引領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平安喜樂的

前進。感謝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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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陈棋-- 
 

 親愛的弟兄姐妹們， 

平安。  

 

從我尚未接觸基督教之前，

我已深深感受到天地之間有一位

創造之神，那必是唯一的真神。

來到了教會我才知道，在基督教裏有一與其他宗

教不同之處，那便是救贖。 

 

耶穌為了將真理帶來世界，為了向世人啟示

永生，為了重建人與神的關係，無怨的為我們

死，為我們復活，證明祂是神的兒子。如此的奉

獻與救贖，彰顯了耶穌偉大和犧牲的愛。令我不

得不信靠祂是主，是救主，是我生命的主。 

 

信主之前我容易抱怨，易生不滿。信主後，

我告訴自己要順從上帝的旨意。每週的聚會令我

發現，原來聖經裏有這麽多智慧的言語，及聖經

中記載的每項事件，都在顯明神偉大的作為和神

奇妙的愛。 

 

（約 10：10）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人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感謝神帶領我走上

信仰的正軌，這一切令我的生活頓時變得豐富而

且開始具有意義。我要按照主的指引，在信仰基

督的這條光明大道上堅定不移的走下去，跟隨

主，信賴主，仰望主，永不改變。 

 

 

 

     受浸見證 
            

  --刘军-- 
 

   天有不測之風雲，人

有旦夕之禍福。迫於生活

的壓力，我背井離鄉來到

了這座陌生的城市，初來

乍到，自己一人舉目無

親，手足無措，生活是惶惶不可終日。 

 

    記得那一天，Lucy哥把福音傳到了我這裏。

與神的遇見，讓我有了一個新的家，一個永遠的

家。一個讓我脫胎換骨，枯木逢春的大家庭。是

這個家，讓我的生活不再不知所措，一籌莫展。

是神的安排讓我從容不迫，事隨人意。也是這個

家，讓我的心不再灰心喪氣，茫然若失。是神的

教導使我躊躇滿志，憧憬未來。還是這個家，讓

我的靈魂不再孤單影隻，無處安放。是神的指引

讓我鳳凰涅槃，如獲新生。 

 

     感謝主，讓我這迷失的羔羊回到了主的懷

抱。讓主的旨意存在我的心中，行在我的命裏。

讓我的生命得以延續，讓我的人生有了信仰，讓

我的心不再畏懼。相信在以後的人生裏，只要有

了信仰的力量，主的力量，任何事情都無法動搖

我向主的心，傳教的心。最後，我願把自己交給

主，放心的跟主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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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郑玲玲-- 

 

         我來自中國福建連

江。從小時候起，身邊其實

很少有機會接觸到基督教，

只有見過少部分的鄰居組成

的那種家庭教會，我真正接

觸到基督教是在 2016年 10

月份愛霞帶我來這個浸信會。當時來的時候其實

更多得是想了解真正的基督教是什麽樣子的，因

為老外基本都是基督徒，感覺老外很 nice，所以

想接觸一下。到後來，基本每個星期天都有來這

個教會，慢慢的，我喜歡上了這種氛圍。最重要

的是，我覺得作為一個人，你要有信仰。特別是

我這種 90後，大部分人沒有信仰，覺得生活很迷

茫。但是信主後，就是感覺心裏很踏實，如果有

什麽迷茫的，想要求神得，你只要禱告，心裏就

會感覺很踏實，就像聖經裏說的“你們祈求，就

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

因為凡祈求的，就得著；尋找的，就尋見；叩門

的，就給他開門。“「馬太福音 7:7-8」 

 

    因為我半年前剛換了工作，然後禮拜天沒辦

法來教會，但是聽說，教會每週三晚上有禱告

會。但是有一位同事，她都是習慣了星期三休

息，我當時特別想來教會參加禱告會，就問那位

同事，你能不能把每週三的休息讓給我，結果那

個同事不肯，我求了她很多次，她也沒答應。我

就向主禱告說，讓主在我那個同事心中動工，希

望她能理解我一心想追求主的心，讓她跟我換休

息，結果我連著一週都在睡前禱告，不過那個同

事態度還是很堅決不肯換，於是我就想如果她再

不答應，估計就又要換工作了。沒想到第二天，

那個同事就主動找我說，誒，你是不是真的很想

去教會啊，那這樣，我跟你換吧！當時我就感謝

神垂聽禱告。 

 

    因為在前一天晚上，我已經決定如果她不跟

我換，我就打算換工作了，結果第二天她就主動

找我換了。雖然這不是什麽大的事情，有的人或

許覺得換工作很輕鬆，只有我自己心裏清楚，想

找一份離家近離教會近的工作還是比較困難的，

但是主也一定知道我心中的難處，所以聽到了我

的禱告，感謝主。 

 

    還有一次，我臉上過敏，一直脫皮紅腫，連

續四五天不見好，也塗了吃了自己買的過敏藥，

我也一直在禱告，求主醫治我。本來想那個週的

週四去看醫生了，後來週三晚上去禱告會的時候

正好我和李醫生一組，一起禱告。我來禱告會也

很久了，但是很少和李醫生一組，之前只有一次

和李醫生一組過，李醫生見我過敏，詢問了我一

些情況。第二天給我拿了一些藥和藥膏，還幫我

打了一針，第三天就好了。真的是感謝主，感謝

李醫生，我知道這都是主的安排。 

 

    至於生活中的很多事，我就不一一舉例了。

現在的我，心中有主，做一切事情，我都會禱

告，都會有一顆敬畏主的心。信主後，我知道了

原諒別人就是原諒自己。藉由禱告將事情交托在

神的手中，求祂引領我做到真正的原諒。雖然信

主的時間還不是很長，雖然禱告的話語還略顯稚

嫩，但知道我已走在神指引的道路上。所以決定

在今天受浸，洗去舊我，獲得主內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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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我信主的心路歷程 

                 --杨孝玲- 
 

我之所以做見證，不

僅僅是曾在上帝⾯前許的

願 ,更想因此見證⽽互相

勉勵，彼此堅定信⼼。只

有真⼼信主，主才會愛你。只有真⼼信靠主，我

們才能領受主所賜的恩福。 

 

我是受哥哥的影響，於今年七⽉份開始⾛進

紐奧良華⼈侵信會了解福⾳。⼀個週天的上午，

我第⼀次去教會聽吳牧師證道，他給我們講什麽

是“罪”。我們都是罪⼈，都有各種⽑病和缺

陷，是敗壞的。吳牧師的這些話我很認同，我也

是罪⼈，希望能減少⾃⼰的罪惡，所以這之後就

經常來教堂聽課，希望能明白如何得著⾃⼰罪惡

得蒙神的赦免。 

 

這樣過了⼀段時間，明⽩了靠⾃⼰並不能得

救，想得救只有⼀個⽅法：信靠主耶穌！然⽽我

⼼裡卻充滿了疑慮和不安：我⾃⼰努⼒做個好⼈

為什麽就不能救⾃⼰?怎麽知道耶穌可以救我? 我

從沒見過祂，也沒⼈告訴過我見過祂? 我的問題

沒有得到解決，但來教會能讓我平和安寧，所以

依然堅持來教會參加活動。 

 

⼜⼀個週天的上午，聽吳牧師證道後，我跟

他講了⼀些我的疑慮，他給了我⼀本名叫“救知

樂”的⼩冊⼦。我回家翻看，突然就明⽩了過

來：我以前不能醒悟是以為能靠⾃⼰得救，⼜或

者以為能靠⾃⼰⼼裡的感覺去選擇相信還是不相

信，這是完全錯誤的。就好像已經溺⽔的⼈，靠

⾃⼰是救不了⾃⼰的，只能靠別⼈來搭救，⽽我

能不能得救也不是問⾃⼰的感覺。書上有段話

“卻當信靠神的話。你的「得救」惟獨因著「基

督的死」；你的「確知得救」惟獨憑著「神的

話」，並⾮憑著你的感覺。  

這本⼩冊⼦我看了⼜看，⼼裡很激動。過了

兩天就是今年的 9⽉16⽇週⽇，當天在教會的活動

結束後我找到吳牧師，我迫切需要和他談談。對

於我的每⼀個問題，吳牧師都是⽤聖經裡的話來

回答我。這⼀刻終於找到了神為我所預備的獨⼀

有效的救法。聖經裡神的話語是那麽信實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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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穌被交給⼈釘十字架，是為我們的過犯，

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我將這些話寫給你們信

奉神兒⼦之名的⼈，要叫你們知道⾃⼰有永⽣。 

 

神愛世⼈，甚⾄將祂的獨⽣⼦賜給他們，叫

⼀些信祂的，不⾄滅亡，反得永⽣。 

 

我⾃⼰的⼼是靠不住的，聖經上的話是可信

的，神說的都是可信的，我只要簡單的相信祂的

話就好了，祂的話就使我安定。「耶和華啊，祢

的話安定在天，直到永遠。」 

 

這是多麽美妙的救恩，我的⼼既安慰⼜喜

樂。感謝讚美神，祂定意使祂獨⽣愛⼦親⾃成就

⼀切的⼯作。感謝我主耶穌基督，祂為我的罪死

在十字架上。 

 

主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

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我們的神真是一

位又真又活的人，認識耶穌是一生最大的福氣。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要認識這位神嗎？在這敗壞

的時代要有最好的選擇：就是信靠主耶穌。歡迎

你到教會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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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証 
 

--

张

婷 
--          
 

 

    各位弟兄姊妹們好，我叫

张婷，英文名，Nicole 

Landry，來自中國的山東濰

坊。在美國居住已有 11年了。

在沒來美國之前，只在影片中

看到過主耶穌，但是沒有機會

進入過教會，去認識和事奉

主。直到來到美國後，朋友帶

我去教堂。才第一次感受到教

會的神聖和心靈的安慰。 

 

    我居住在離新奧爾良有一

個小時車距的城市 Houma，所

以前幾年都在那的教會，也參

加過 bible study，但是沒有

受浸。直到有一天朋友德華哥

和曉燕帶我去了華人教會，也

參加了咱們華人教會舉辦的福

音營，我才找到了家一樣的感

覺，看到弟兄姊妹就像一家人

那樣友善，和睦有愛心，我很

喜歡這樣的氛圍，所以每週日

都盡量的來這裏的教會學習聖

經，也希望儘快的受浸來接觸

和事奉神。 

 

    其實我本人一直感受到神

的存在，記得在八九歲那年，

和一群小朋友在親戚家玩耍，

大家玩一個遊戲躲貓貓，我為

了避開視線，自己躲在了一個

偏僻的角落，不曾想，那是一

個被木板磚塊塑料膜橫七豎八

地掩蓋的一口廢井，我一個不

慎腳踩在了磚塊上，當時我和

兩三個磚塊就忽然沈了下去，

緊急時刻，我用雙手撐住了井

口的邊緣，過了幾秒才聽到磚

掉入井水噗通的聲音，可見井

底有多深，我這才回過神來，

嚇的我一身冷汗，趕緊把自己

的雙腿從井口撤了出來。感謝

神保佑我，平安長大。生活中

還有許多的見證，讓我感受神

的存在，以後會分享給更多的

朋友。 

 

    過去我時常對世間的種種

行為和現象不理解，小到親人

間的反目成仇，大到世界上的

戰爭不斷，在聖經上一一都找

到了答案，心中豁然開朗。

《聖經》上說，世人皆有罪，

從亞當違背神的旨意而來。我

們身上一切不符合神心意的都

是罪，都是罪人。正像羅馬書

第一章所說，人的心中“裝滿

了各種不義、邪惡、貪婪、惡

毒，滿心的嫉妒、兇殺、爭

競、詭詐……”這都是人的

罪。我覺得《聖經》不是一本

普通的書，更不是人編造的故

事，而是真真切切的神的話

語，是我們日常生活的行為標

桿。 

 

    在認識神之前，總認為自

己正直、善良，從不做壞事，

是個好人。這時卻神奇的感受 

到，自己是多麽的愚昧無知，

這麽多年來連創造我的天父都

不相認，還有自己身上的種種

缺點和不足，這都是罪。但是

慈愛的父神，卻把祂的獨生子

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受盡人間

苦難，被釘在十字架上，又死

而復活。這救贖之恩是何等的

偉大。每當想起，都是感慨萬

千，羞愧難當。我想，只有悔

改自己，按照神所喜悅的樣式

去做人做事，才能讓自己活出

新的生命。時常以一顆感恩的

心，求神寬恕，才能配得上是

神的兒女。這些時間以來，雖

然我還沒有受浸，但是相信

神，倚靠神的信念已經深深的

根植於我的心裏。 

 

    自從心中有了神，我感覺

到每一天都是新的美好的。陽

光溫暖、空氣清新，大自然的

一切都是神的大能而創造，也

是神施恩於我們的禮物。我有

一個十年如一日的好丈夫，有

一對可愛聽話的兒女，父母公

婆身體健康，我心中平安喜

樂，幸福滿溢，都是神的特別

恩賜，非常感謝神！ 

 

    今天，特別感謝牧師、師

母，以及教會的各位弟兄姊

妹，讓我能在這裏分享我的見

證。今後會努力學習《聖

經》，不斷的與神交通，親近

神，讓神的話語住在我的心

裏，讓聖靈澆灌，為神作見

證，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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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

見證 
  
  --张娣--  
 

    我從小所受的教育是無神論和唯物主義，對

基督教沒有任何概念，當然也不信神。婚後我先生

受洗成為基督徒，嘗試向我傳福音，但當時對我來

說沒有太大的感觸。來到美國後，先生就鼓勵我去

教會，開始初步了解基督教和聖經。 

 

     剛剛來的時候受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幫助，

每一次來教會都有種特別的親切感，也感覺非常的

溫暖，覺得教會的弟兄姊妹都特別的有愛心。雖然

我對上帝和聖經的理解都很有限。但我想要成為基

督徒。從開始認識耶穌到現在，最大的收獲就是心

理上的平安。聖經上說對上帝要心裏相信，口裏承

認，我覺得我現在應該是這樣的，心裏相信和口裏

承認上帝的存在和上帝通過耶穌來到人間對人的救

贖，所以我願意成為基督徒。而且相信我會越來越

明白聖經裏的內容和道理，越來越相信上帝。今後

我要多讀聖經，多思考上帝的話語和給人的智慧，

要學著向神禱告，求神常常和我同在，讓我的人生

活出上帝的榮耀，有真正的平安和喜樂。 

 

     今天我願意藉這個良機在這裏作見證。感謝

主耶穌十架的救贖，祂的寶血洗凈我眾罪，祂的復

活賜我新的生命，使我成為神的兒女，成為新造的

人。我願意一生跟隨主耶穌，並親身經歷神的慈愛

和在基督裏的豐盛。願尊基督為我惟一的救主和生

命的主，敬拜祂、事奉祂。榮耀、感謝、讚美都歸

給三一真神！ 

 

受浸見證 

 

    --叶德贯-- 
 

   我是在中國長大的，最初

接觸基都教還是因為認識了一

個基督徒朋友。當時恰逢母親

重病過世，我有很長一段時間

都沈浸在失去母親的痛苦中，是我的朋友耐心的幫

助我，給我傳福音、為我禱告。老實說開始有些反

感，因為當時的我根本不相信有神，當我第一次到

教會的時候，感覺心情從未有過一種平靜。從那之

後開始慢慢的了解神、靠近神，到現在希望把自己

全部交托於神。因為神是我的天父、是愛我的，是

完全可以信靠的。 

 

     從小在無神論的思想教育下，我沒想過會有

神的存在，也有聽過一些關於上帝造人和挪亞方舟

的事，一直都覺得跟女媧造人一樣只是個故事而

已。生活一路走來，雖然沒有什麽坎坷，多少也有

經歷一些挫折，可也沒什麽過不去困難，現在想

想，這一切都是神的安排、神所保佑的。神知道我

終會信靠祂的。 

 

     在認識主的道路上，起初也經歷過思想的糾

結，但自從讀了聖經，開始漸漸的意識到，神是真

實存在的。理性上的認識我還沒完全信主，而是在

認識主的過程中，我對罪有了更深的了解。過去一

直覺得，只有那被法律禁止的才是罪，沒有信主之

前，如果有人說我有罪，我絕對不會承認，我又沒

偷沒搶不做犯法的事，有時還會幫助人。在教會藉

著牧師，鄔老師，還有弟兄姐妹的教導和聖經所

學，逐漸認識自己的罪，只有依靠我主耶穌基督，

我的罪才能得以赦免。 

 

     感謝上帝的憐憫，每一次到教會我都覺得向

神更靠近一步，願祢保守我的腳步永不偏離祢的

路，永遠的頌讚歸於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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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筵事工 組長: 宋克靜 、 Jennifer 敖 
     *********************************** 
   使徒行傳二章 46節：『他們天天同心合意，堅定持續的在殿裡，並且  

   挨家挨戶擘餅，存著歡躍單純的心用飯；讚美神，在眾民面前有恩典。 

            主將得救的人，天天和他們加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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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晚會   

        NOV.22,2018 

 

 

 

 

 

 

 

 

 

 

 

 

 

 

 

 

 

 

 

 

 

 

 

 

感恩信息 : 吳國華牧師 

翻譯 : 米韜弟兄 

司儀 : 鄔小琤姊妹 

英文團契 : Give Thanks 
思樂島分堂 : 活出愛 

餐館團契 : 主啊我讚美祢 

杜蘭團契 : 感謝我的救主 



 

11  

 

 

 

 

 

 

 

 

    

 

 

 

 

 

 

 

 

 

 

 

 

 

 

 

 

    

 

 

 

 

 

 

粵語團契 :  

深哉深哉耶穌的愛 

李 

翠 

蘭 

姊妹: 

藏族舞 

UNO團契 : 十字架是我的榮耀 

活水團契 : 新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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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儀  

  :  

 鄔 

 小 

 琤 

 姊 

 妹 

 

 

 

 

 

 

 

樂器合奏:   

羅盤弟兄,李懋平弟兄 
 

聖誕信息 : 吳國華牧師 

翻譯 : 鄭淮南弟兄 

餐館團契 :  聽啊天使高聲唱 

活水團契 : 雲上太陽 

古典舞蹈 : 李翠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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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 

聖誕歌劇 

:耶穌誕生 

指導老師:  

Sharon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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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   聚會時間 (星期日主日) 

  ************************************ 
                                主任牧師﹕吳國華牧師、助理傳道﹕史迪威傳道  
                                         
( Kenner 母堂) 
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10:00 am – 11:30 am(普通話-粵語翻譯)     中文主日學 Sunday school 11:30 am – 12: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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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崇拜 English Worship   11:30 am – 12:30 am          英文主日學 English Sunday School: 10:00 am  – 12:30 am 
 
 ( Uptown 下午堂)中文崇拜 Chinese Worship  5:00 pm–6:00 pm(普通話) 
 
( Slidell 分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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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節主日 : 19位弟兄姊妹受浸 

聖誕節主日詩班獻唱 : 小伯利恆 

感謝牧師一年來在主裏的辛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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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 
 

●教會 2018主題《同心協力，拓展神國。以賽亞

書 54:2.》 

 

●2018 年度執事 - 汪國順、李懋平、鄔小琤、

李益群、陳威鋒、趙德華、王嘉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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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 Slidell 分堂思樂島華人浸信會中文主日

崇拜於二月二十五日開始，時間：17:00-18:00 

PM（備有晚 餐）地址：Grace Memorial Baptist 

Church, 58516 Pearl Acres Road, Slidell, LA 

70461.分堂事工﹕史迪威傳道，同工﹕王晉江弟

兄、竺惠珠姊妹，分堂中文主日崇拜時間是上午

崇拜 9:00 am – 11:15 am。  

                                  

●英文團

契並從三

月開始每

隔一個月

與神學院

附近的浸

信會教會

合作為無

家可歸的人提供幫助 (Help the Homel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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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季福音營 4/14/18，講員：張志剛牧師。 

 

●教會年度春季打掃日期:4/28。 

 

●今年度的音樂晚會 5/5 日在教堂舉行。 

 

●英文青年營 5/25-5/27日在教會舉行，講員

Pastor Victor Sung，論述有關青年的講題。 

 

●5/30受難節崇拜。 

 

● 

復 

活 

節 

崇 

拜 

。 

 

 

●五天 VBS 參加的孩子有 112 人，青少年義工 54

人，本堂參與的弟兄姊妹 32 人。感謝主,撒種的,

必歡呼收割。 

 

●6/3 

兒童 

主日學 

升級禮 

 

 

 

●6/17適逢父親節，師母帶領兒童詩班於主日崇

拜時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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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外短宣 7/16-7/27

日在厄瓜多爾華人福

音中心。吳牧師、吳

師母、李懋平、王晉

江、王曙光、米韜於

7/16-7/27 日在厄瓜多

爾華人福音中心短

宣。 

 

●國內外州短宣 8/10-12日在芝加哥欣斯代爾華

人基督教會(HCCC)王振軍牧師教會舉行，。 

 

 

 

 

 

 

 

 

●中秋福音營:9/15 日，講員:侯廣華牧師 

  主題:人生轉捩點。  

 

●為了興旺

Uptown 華人福

音與敬拜，教

會在 10/6日

Uptown 成立中

文主日下午崇

拜。時間：

17:00-18:00，

地點：Chapel of the Holy Spirit, 1100 

Broadway St, New Orleans。 

 

●10/26-10/28日講座:快樂家庭高 EQ。 

  主講者:王祈師母 

 

●英文堂崇拜主

日 學 (10:00am–

12:30 pm，)和週

五 團 契 (7pm -

9:30pm)，負責人: 

汪 國 順 弟 兄 。

11/17野餐 

 

●11/18崇拜中午 12 :30 至 1:00在大堂為十二月

中年度會友大會會前的 Q&A。 

 

●聘請 Paul Eastwood 

負責兒童主日學事工。 

 

 

●本年度教會的感恩節特會在 11/22 (週四晚)舉

行。由各團契獻詩。 

 

●11 月 25日主日在教會擧行浸禮。共有十九位弟

兄姊妹歸入主的名下。李微笑、苗磊、劉佳迪、

李珊紅、劉軍、鄭玲玲、伍穎紅、夏佩荷、葉德

貫、陳棋、馬志芳、張婷、黃美華、揚孝玲、林

明鴻、歐陽淑嫻、張婷、阮鳳、陳鋒騰。 

 

●11/25日在教會歡送兒童主日學校長胡靜。她將

至 San Antoniog就職。静 

 

 

 

 

 

 

 

●12月 9日（主日）中午 12:30在大堂召開本年度

第二次會員大會（1）2019 年度新執事提名表決; 

(2) 2019年教會預算; (3)新會友入會-徐牧吾、張

敬宜、米韜、Paul Eastwood (4) 其他動議。 

 

●2019 年度執事: 趙德華弟兄、汪國順弟兄、陳

威峰弟兄、李懋平弟兄、王晉江弟兄、李益群姊

妹、 鄔小琤姊妹、請常常為教會及眾執事、同工

代禱。 

 

●12月 21日 (週五晚) 在教會舉行慶祝耶穌降生

聖誕節特會。 

 

●12 月 23日 (聖誕主日) 詩班音樂特別奉獻 

(“小伯利恆”)歡慶救主耶穌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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