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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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國華牧師-- 
 

（詩 131：1-3） 

1“耶和華啊，我的心不

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

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

敢行”。 

 

2“我的心平穩安靜，好

像斷過奶的孩子在他母親

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裡面

真像斷過奶的孩子”。 

 

3“以色列啊，你當仰望

耶和華，從今時直到永遠”。 

 

如果我們想要走得遠，就必須放得下。希望

走得遠又不願意放下，只會使我們的肩膀更加沉

重，心靈更加封閉，落在這樣的光景中，使我們

不能走得更遠。 

 

 

詩篇 131篇刻畫了一幅放得下又走得遠的圖 

像，是一首朝聖者往耶路撒冷去朝拜耶和華的路

上所唱的詩歌。對於進入新春的我們，這首詩篇

的信息富有啟發性。 

 

一． 放下狂傲的心，追求謙卑的心 

 

（詩 131：1）“耶和華啊，我的心不狂傲，

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

行”。 

 

萬事發自內心，當我們的心靈驕傲，我們就

會任由它自我膨脹到一個無可藥救的地步。大衛

完全信賴神的幫助，有自知之明，懂得在神的蔭

庇下享受平安。 

 

我們需要放棄驕傲和自私，培養溫柔謙卑的

精神。神眼中的偉人乃是最謙卑的人，只有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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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謙卑才是真正的偉大。大衛的敬虔與謙卑是基

督徒的榜樣。 

 

謙卑使我們以喜樂的心服事，明白服事並不

是為了取悅別人，而是為神而做，因知道神必報

答。  

 

謙卑使我們有顆感恩的心，因此滿有喜樂。

感恩的心為我們的生命帶來喜樂，也是我們生命

的動力。 

 

二． 放下沉重的心，培育安穩的心  

 

（詩 131：2）“我的心平穩安靜，好像斷過

奶的孩子在他母親的懷中。我的心在我裡面真像

斷過奶的孩子”。 

  

要征服驕傲我們就必須培育平靜安穩的心，

經歷自我捨棄的操練。把凹凸不平的路修平，犁

平了地才能預備撒種，等候新生命的萌芽。 

 

征服驕傲就如嬰孩在斷奶時所要經歷的捨

棄，在斷奶的過程中，嬰孩經歷了撒嬌和哭鬧之

後，終於接受了必須要斷奶的事實，安睡在母親

的懷中享受真正的的安息。 

 

平靜安穩就是安息，沒有他求，仰望神的人

就是這樣內心平靜安息，等候神作工。神作工是

人常測不透，意想不到的。我們要安穩在主的懷

中。  

 

培養穩重的情緒，是邁向成熟的一大步。成

功的生活乃是從依賴變為獨立，在人生的得失中

接受神的旨意，就會經歷內在的平安，平靜安穩

使我們長大成熟。 

三． 放下失落的心，操練仰望的心 

 

（詩 131：3）“以色列啊，你當仰望耶和

華，從今時直到永遠”。  

 

仰望耶和華能為人帶來真正的滿足安穩，從

俗世的野心中釋放出來。嬰孩不明白母親的決定

是為了他們好，因為只有斷了奶，他們才能迎向

未來，自由翱翔。 

 

嬰孩可能不想改變現狀，然而不改變就不會

成熟。當我們因懷念過去的安適而生氣，就只會

失去未來所帶給我們的挑戰。 

 

在基督裡，盼望不是但願如此，而是依靠神

永不改變的應許，滿懷喜樂的期待神的作為。就

像斷奶的孩子，我們可能會因目前的處境煩擾，

卻明白這樣的煩擾是不對的。即將從目前的處境

孕育出來的，是新的祝福和機會。 

 

在進入新的一年裡，祈願我們大家都學會放

下懼怕和緊張，放下傷害和羞辱，放下失敗和失

落，放下憤怒和苦毒，重新經歷一個喜樂年年，

平靜安穩，祝福滿滿，充滿盼望，擁有平安喜樂

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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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歐陽淑嫻-- 

 

 各位平安，感謝主，今

天是我受浸見証的大日子。箴

言：“17 章 22 節：喜樂的

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

乾。” 

 

我名叫歐陽淑嫻，丈夫姓唐，教會朋友都稱呼 

「唐太」。我來自香港，我們一家在 1994 年移民

來美國。剛來到美國時英語不太流利，沒有很多

朋友，只認識李榮燊，林冬美及她的母親。每天

在家，只有中午到小叔的雪糕店工作四小時，就

這樣過了十多年。 

 

2005 年發生三件重大的事情： 

 

（1）我父親在七月份去世，回港辦後事。正值八

月初。 

 

（2）這時發生卡翠納颶風，把我家破壞房子浸水

不能回家，機場也沒有開放，直到十一月才能回

來紐奧良。 

 

（3）女兒因公司也被浸水，所以公司把她調到總

公司。 

 

這三件事令我沮喪絶望不能接受，因此就患

上憂鬱症。回到美國後，冬美帶我到教會，認識

了趙生、趙太太，他們很有愛心，常到我家探望

禱告。帶我來到教會，但我不懂國語，對神也不

太明白， 

 

直到吳牧師及師母來到我家中教我如何認識

神、依靠神及唱聖詩讚美神。那時我的憂鬱症還 

 

 

尚未治好，又發現乳癌，身體非常虛弱不能吃， 

化療 18 次電療 30 次，左邊乳房也切除。感謝主

𧶽我一個很關心我的女兒，她每三星期回來帶我

去醫院，照顧我，很窩心。 

 

感謝主祂的救恩臨到 

我身上。去年六月份我從 

憂鬱症走出來，我能夠煮 

食做點心，比以前做得還 

好。神的喜樂、平安在我 

心中。耶穌救了我𧶽我新 

的生命。一個全新的生 

命。感謝主。 

 

哥林多前書 3 章 16 節：“他們的心幾時歸向 

主，神子就幾時除去了，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 

那裡，那𥚃就得自由，我們家人既然著臉得以看 

見主的榮光，好像從鏡子裏返照就變成主的形 

狀，榮上加榮，如同從主的𤫊變成的。” 

 

在這裏我首先要感謝主耶穌的救恩，也感謝 

我的好丈夫，女兒女婿孫兒，我的弟妹家人及朋 

友，教會的吳牧師吳師母，David，李榮燊先生及 

冬美，趙生趙太，Golden 夫婦，及雷生雷太，余 

生余太，Lillian Fok，Lillian Poon 樂姊，燕燕， 

Florence ，還有很多弟兄姊妹的關心。因著你們 

的愛和關懷，讓我很快的恢復健康。 

 

        感恩節分享主耶穌的愛，祂赦免我的罪 

遠離我的病。希望尚未主耶穌的朋友儘快信 主。

主耶穌愛世人，凡事祈禱、感恩，主就會看顧我

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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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阮凤— 
 

我來自中國湖南。最開始接

觸基督教是受父親的影響，陪父

親去了幾次教會。在教會有種感

覺，心中特別寧靜和舒坦。 

 

       來到了美國後，有許多不適應與困難。不斷 

的在心中祈禱神與我同在，讓我不再懼怕，不再 

孤獨，感覺是神在引導我。尤其在 Slidell 的華人 

教會，來到了這個充滿溫暖的大家庭。現在讓我 

的心有種歸屬感！ 

       之前在中秋節聚會上，當那首”活出愛”感動

了大家：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

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非常感謝教會的弟兄姊妹給我的關愛和幫 

助，讓我感受到神的愛，堅定了信仰。我由衷地 

希望神來洗淨我的罪。也樂意也希望在神的恩典 

下洗淨罪惡。我樂意這一生堅定信心神，並能通 

過成為一名基督徒。在今後幫助他人一起洗刷罪 

悪的方式來報答神，來更新神的恩惠。 

 

       今天我願意成為神的兒女，希望親自去感受 

神的慈愛，引領我在人生的旅途中平安喜樂的前 

進。 

受浸

見證 
--馬志芳-- 
 

       今天對我來

説是一個重要的日子，也是一個

不能忘記的日子，因為今天我成

為了一位基督徒，成為神的兒

女，這是我以前想也沒想過的。 

 

         我來美國前從未接觸過基督

教，親友中沒有一個基督徒。來

到美國後，女兒帶我去了加州的

一個華人教會，我是抱著能多認

識一些華人，多交一些朋友的目

的去的。非常喜歡教會的氛圍，

感覺無比的親切，那裏的弟光姊

妹熱心教會工作，努力幫助有困

難的教友，有的還長年在國內的

偏遠地區做義工，這些都使我欽佩。在那裡我參加每週的主日學，

第一次接觸到聖經，雖然讀聖經很有興趣，但又有很多問題讓我感

到疑惑，特別是對上帝造物、造人、創造世上一切，實在無法想

像。還有聖經中講到的一些預言得到應驗的事例，也感到神奇無

比，將信將疑，我常在學習班上提出問題，主日學的講課導師總是

很耐心的給我講解，也讓班裏的其他人一起討論。雖然來教會有很

長一段時間了，但始終在上帝那扇大門前徘徊不前，沒有勇氣踏出

最後一步，而女兒那時就受浸成了基督徒。 

 

         離開加州時，教會的一位老師送我一本書”遊子吟”，書中的內

容解決了心中一直存在的疑惑，讓我對上帝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事

實上科學與信仰並不相悖，很多大科學家都是虔誠的基督徒。 

 

         兩年前，我們來到了新奧爾良，有幸找到了這裏的華人教會，

聽牧師講道並參加慕道班歲月，在教會我看到了一本刊物”中信”，

我非常喜歡讀裏面的文章，一些弟兄姊妹講述了他們信耶穌後蒙恩

的一個個實例，讓我不得不信服上帝的萬能，祂愛祂的兒女，把他

們從困苦中拯救出來，給予他們力量和盼望。 

 

         我想今後的道路上一定還會有疑惑，但我願將餘生更多地親近

上帝天父，按照祂的旨意行事，不斷禱告，不斷悔改，不斷奉獻，

這樣才能享受更多的平安和喜樂，同時也要把這種喜樂傳遞給身邊

的親人和朋友。 

 



 

5  

 

受

浸 

見

證           

    -陈鋒騰- 

 
        我來自中國福建省閩清

縣。很高興在這特別日子能站在

這裏接受浸禮，此時我的心情特

別激動，因為今天這個日子見証

我成為主的兒女。因想起信主的

路程，心中更是有感而發，所以

很榮幸能與各位弟兄姊妹分享我

的故事。 

 

        剛到美國的時候經歷各種不

適應沒有方向，語言又不通，又

思念家鄉父母和妻兒。每天都是

日出而做日落而息，都是做同樣

的活，壓力越來越大，我就開始

默然寡言，後來妹夫指引我來教

會。 

 

        我到教會好像進到了一個大

家庭，我還第一次聽到牧師在講

台上講聖經，也是第一次了解到

什麼是上帝。 

 

         後來是施老師帶我進入慕道

班學習，最後轉到受浸班聽鄔老

師繼續學習聖經，讓我精神有改

善，人也開朗很多。感謝神。 

 

受浸見證 
 

      散亂飄蕩的心靈漸漸平穩 
 

 --李珊紅-- 
 

  我的家鄉位於中國大陸中南部的湖

南，父母都是中學老師，他們工作繁忙，但

是家教極為嚴格。大概是天性中的叛逆，使得童年及青少年時代的

我與母親關係十分緊張，另外先天性的身體虛弱，常年小病不斷，

灰黑色彩佔主導地位的少時經歷令我的心靈充滿疑問，恐懼，不

安，憤怒，自卑，虛嬌與無知；一直縈繞的不安全感一直伴隨著我

進入中年，而這種看似負面的情緒也最終帶領我找到了我的救主。 

 

         人到中年因為健康的原因我痛下決心大幅減少工作，在不斷探

尋改善身體狀況的過程中，我認識到人除了物理身體外，還有你看

不見又摸不著的心靈，而人的行為主要都是由心靈引領的，這個認

知對一個在完全的唯物主義教育體系下成長起來的大陸人來說是個

不小的震撼；此後我開始關註自己的心靈，學習禪修，但又注意到

自己依然時常有身不由己的情況，我在不安與困惑中探尋原因，最

令我覺得合理的解釋就是與生俱來的罪性所致，於是就開始尋找脫

罪的路。 

 

         今年年初一個偶然的機會聽到了福音----信靠耶穌基督，祂的

寶血能替信靠祂的人贖罪，我於是有了想讀聖經的願望，一個身在

美國的華人基督徒告訴我學習聖經的最好地方是教會。在他的引薦

下，我於 2018 年農歷新年後來到深圳的一間地下教會。第一次參

加主日敬拜就被其中的讚美歌詞感動得淚流滿面，敬拜結束後就在

教會姐妹的帶領下做了決志禱告。 

 

         回首自己的屬靈歷程，我堅信是聖靈的指引帶領我一步步來到

主耶穌的寶座前。祂用我的缺點引領我去探索，而祂在我找尋的過

程不斷給我鼓勵，令我那顆散亂而不安的心漸漸安穩。最明顯的改

變是開始敬畏神，之前的虛嬌少了，而自律性大為提高，身體也比

之前有很大好轉。現在每天讀經是必不可少的功課，已經開始從讀

經中體悟到了用言語都形容不出的喜悅，這是神的恩典。祂不斷強

健我，令我終於可以有勇氣以受洗的方式向撒旦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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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刘佳迪-- 

 

        信主前的光景：

來美國前，在大學時

期，和來中國的美國人

成為朋友，他們都是美

國基督徒。 在和他們成為朋友的過程中，參加他

們每週五晚上的 fellowship，以及週日上午的

worship，大家在一起唱聖歌，讀聖經，一起聊天

吃東西。當時學過的第一首也是最喜歡的一首聖

歌是“As the deer”，當時覺得這歌的旋律與之

前聽過的所有歌都不一樣，雖然很慢的旋律，但

感覺有種莫名的祥和與寧靜。於是我在手機上找

到這些歌不停的在聽，很喜歡這些旋律，現在想

想這一切都非偶然，是主把我引到了這條路上。

前次與美國朋友的相識，可以算是信主的“種

子”，是這些美國朋友為我播下了種子。現在回

頭再想前次經歷，真的冥冥中神的安排，當時那

一年遇到了一個覺得很難過去的坎，感覺是主的

安排，讓我認識了美國朋友，跟著他們一起禱

告。感謝主拯救了因為當時的事情而差點掉下深

淵的我。 

 

         信主經歷：真正認識主是在來到 Tulane 教會

之後，來 Tulane 後不久就參加了 fellowship，在

fellowship 聽了許多次聖經後，覺得聖經裏蘊含

了許多為人處世的道理與規則，再加上之前的經

歷，使我認為聖經中的話語充滿智慧。但其中也

有一些疑問的地方，但大部分疑問都通過小組討

論得以解答。在中國土生土長的我之前相信最多

的是科學，所以一開始遇到的最大疑問就是神到

底存不存在，這個問題沒有辦法被科學證明，也

不能夠一下子全盤接受。當時在想作為從小接受

科學教育的人，似乎遇到了不在科學範圍內的東

西，所以當時最大的疑問就是神到底是不是真的

存在。但我從李萬兵牧師的講道中得到了答案。

科學與神並不是衝突的，神遠高於科學範圍，這

二者屬於不同的 level，而正因為從小接觸的是科

學教育，我才選擇相信科學。但相不相信神存在

同樣也是一種選擇，這與科學無關。就像李萬兵

牧師在他的講道中寫到，你沒有辦法證明神的存

在，但同樣的，你也沒法證明神不存在。所以，

這是一種選擇，我選擇相信，就願意全身心的相

信神的存在與全能，願意把我的生命我的未來我

的一切交給神，相信祂會給我最好的安排。在這

個過程中，也漸漸意識到自己的罪，向主承認之

前的罪，感謝神用祂的寶血原諒我的罪。 

 

         現在努力悔改不再犯，同時盡可能的彌補這

些罪，努力榮耀神，努力做神喜悅的人。在

Tulane 的某一天，因為周圍環境突然改變，來到

的一個全新的環境，我學習壓力很大。那天晚上

怎麽也睡不著，感覺事情太多亂成一團麻，心裏

也跟著亂糟糟的。但當天晚上剛剛參加完

Fellowship，接著晚上有禱告，所以在那個晚上就

感受到了神進入了我心中，突然一瞬間開始，我

感到了神賜予我力量，讓亂糟糟的心平靜下來，

讓我得以理順最近要完成的事情，神還給了我平

靜讓我那晚安然入睡。那一晚，是我感受到神存

在的一晚。 

 

         信主後生命的改變：認識主之前，覺得許多

事情理所當然；認識主之後，學會了感恩很多事

情。之前認為許多事情是我努力得到的，其實不

然，是主的恩典才讓我有了當時的成績。當然，

之前也會抱怨生活艱難，生活不公，讓我遇到一

些糟心或者很難受的事情。但現在認識了主，當

覺得力量不夠時，會請求神的幫助，從而能獲得

更多的力量，也會認為之前遭遇的糟心事也是神

的一種考驗，不再像之前那樣抱怨很多，擁有了

更多的平靜，這是神賜給我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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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證   --伍颖红--   

 

        主內的弟兄姊妹，你們

好。很高興在 2018 年的這個

特別的感恩節主日，在這裏告

訴大家，我是一名基督徒。以

下是我的一些個人見證。 

 

        首先呢，我是以留學生身

份過來的，這大概是目前為

止，對我人生歷程影響最大的

一個改變。大家都知道，目前

以留學身份來到美國並沒有那

麼容易，而我從辦護照到腳踩

到美國土地這個過程，一共不

到四個月。所以說，主在我尚

未知道祂的時候，就把我從中

國帶到這裡，帶到主的面前

來，讓我有機會認識這個全能

的主，認識到自己的罪，洗清

自己的罪，回到主的懷抱。 

 

        其次，從我來到美國後，

余太太就開始帶我到教會裏來

敬拜神，給我傳福音。從那以

後，我幾乎是一個主日不落地

來到教會，聆聽神的話語，領

受神的祝福。接下來就是令一

個對我影響比較大的恩典。 

我是上一年的 9 月底來到美國

的，那麼身為留學生的我，當

務之急就是聯繫學校，由於一

些個人原因，我沒有去原本在

國內聯繋好的學校，進入轉

學，在余太太的幚助下，我們

去了 Delgado 進行咨詢，但是

當時 Delgodo 已經開學了一

個多月了，所以不能中途挿進

去上課。得知這個結果的時

候，我很迷茫，不知道應該何

去何從。這個時候，通過余太

太的介紹，認識了當時還是鄰

居的 Lillian Fok，Auntie 

Lillian 是一個很熱心的基督

徒，當時的她在 UNO 做教

授，她告訴我們說，可以去

UNO 咨詢一下，因為 UNO 的

語言課程是每兩個月為一個學

期，甚至她主動地幫助我打電

話跟 UNO 那邊溝通，得知 10

月初即將開始下一學期的語言

課程，我非常的開心，終於有

一條道路出現在我的面前。並

且 Auntie Lillian 跟我約定好，

等星期一她在學校的時候，我

再過去辦䡛學手續，這樣子她

就可以幫助我。最後，在

Auntie Lillian 的幫助下，我順

利地成𤔡UNO 的學生。 

 

        其實在我正式成為 UNO

的學生以前，我的內心裏還是

不安的。在余太太送我去

UNO 以前，她幚我跟神禱

告，求神庇佑我，我當時心情

很不安，我在心裹對自己

說：”如果真的有一位神，能

夠保佑我能夠順利地留在美

國，我願意相信祂。 

 

        結果，我留下來了，我也

要實現自己當初説的話。逐漸

了解了這位唯一的神，並且在

今天，2018 年 11 月 25 日告

訴你們大家，我是一名基督徒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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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苗磊-- 
 

          我來自中國成郬。之

前一直從事科研工作，直

到退休。 

 

        我是在無神論教育中

長大的，相信人類是通過

猿類進化而來。隨著自己的成長和科學知識不斷

的豐富，我心中的疑惑開始產生。人類進化過程

中需要的陽光、空氣和水是從拿出來的呢？自然

界到底是先有鷄還是先有蛋呢？越是探索究竟，

越是有太多的無解。當時只是感覺自己掌握的知

識太少，也許有一天會明白的。 

 

        因為工作關係，我有幸參加國內一些科技專

家和學者的學術研討會。有些學者認為，在研究

領域，研究水平達到一定的高度和深度時，已經

不是我們認知自然科學本身的問題，從某種意義

上是涉及哲學、神學的問題。因為，有許多的現

象用現有的數學、物理公式和定理去推斷和証

明，已經無法求解。 

 

        我有一種顛覆認識，重新認識的感覺。 

 

        人類在浩瀚的宇宙中，就像一粒塵埃，他是

不能創造和駕馭自然的。之前的＂進化論＂也是

在有一個假設前提下進到演變的。 

 

       那麼，是誰創造了萬物？只有神，這個真正偉

大的神創造了萬物。 

 

       我渴望了解神，有人告訴我有一本＂聖經＂可

以告訴你答案。 

 

        我開始閱讀聖經，但是條件有限，認識時常

膚淺，沒有觸碰到心𤫊。013 年我來到美國，開

始走進教會。教會牧師用英文講解聖經，有很多

地方我聽不懂，家人時常支持我，幫我尋找中文

版的聖經和輔導教材。 

 

        每週參加主日崇拜，聆聽牧師講解聖經。每       

一次都是無比的有力量，震撼心房。 

 

        不斷的解讀聖經，感受到主的智慧和光芒，

蕩滌心中的浮躁和䴤埃，有一種沁入肺腑的清新

和猶如攀登山頂𣊬間眼前出現一片開闊的視野。 

 

        2017 年春節，我有幸認識了新奧爾良浸信會

Slidell 分堂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們對我無比的

熱情和關心，讓我有一種回家的感覺。在這個溫

暖的大家庭裏，弟兄姊妹們耐心給我講解聖經，

經由查經班和主日崇拜，互相交流感悟和體會，

使我更加堅信我要依靠主的愛與智慧，得到戰勝

自己的力量。 

 

        主耶穌，之前我遠離祢，隨從自己的意思做

事，使我產生許多的迷茫憂慮，久久不能䆁懷。

從今以後，請祢收留我做祢的兒

女，步步引導我，看顧我，教導

我明白祢的真理。 

 

        今天，我向世界宣告，我歸

於耶穌！我已經與耶穌同死同埋

葬，並且已在衪復活的生命裏與

祂聯合。 

 

        今後的每一天，我用我的心

𤫊和誠實依靠神，討悅神，藉著神的愛與智慧，

用我的生命來彰顯神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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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主歌唱  
 

 

 

 

 

 

 

 

 

   --涂妙吟牧師-- 

    --李翠蘭-- 
 
        我主是造世之神， 

            執掌了宇宙乾坤。 

            定下的千秋時令， 

            伴隨著日月星辰。 

            無論是地面的走獸， 

            水中的遊魚， 

            花間的狂蝶， 

            天上的飛禽， 

            都不及人類萬物之靈。 

            全憑我主的恩賜， 

            讓我生活為世上一民。 

            主造化天地萬物， 

            絢麗多姿， 

            生生不息， 

            四季分明。 

            如靈鳥鳴春， 

            我為主謳歌彈琴。 

            主之偉大，永世絕倫。 

            我今祈禱，無限感恩。 

 

 

 耶穌 

知我心 
 

     --李翠蘭-- 
 

         當我難過流淚時，祢走進我心。 

         用祢的話語，將我的心結從痛苦中解開； 

 

         當我在泥濘的小路上，                 

         艱難地行走、跌倒時， 

         是祢伸出你有傷痕的手 

         將我從地上扶起，攙扶著我前行； 

 

         當我在事途中，被人設計陷害， 

         是祢讓人用智慧之眼， 

         開我思路光環，引導我脫離險惡！ 

 

         啊，主， 

         祢是何等奇妙，偉大！ 

         是祢將痛苦和希望都賜與我， 

         讓我成長，堅強！ 

 

         啊，主！ 

         救祢重新建造我， 

         讓我心中充滿陽光和希望。 

         讓我的每一天，都有盼望和喜樂。 

 

         啊，主， 

         感謝祢時刻顧念我， 

         讓我的心永遠都存感恩， 

         感謝祢的心裏時常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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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MC 2018 大會回想  
              (美南華人差傳大會)  
      
                --米韜-- 
 

 在今年的華人人差傳大

會，我有幸參加了國語學生

組，而且從中受益勝多。其中，對我來說最重要

的有兩點，一是校園宣教的逼迫性，二是我個人

如何在校園活出有信仰的生命。 

 

        今天在校園裏培養的中國學生將會成為未來

中國的領軍人物。學生們的信仰，不單是影響到

他們個人的生活，而且很有可能直接影響到未來

中國的國策。改善現在中國教會難處的權柄，很

有可能就在我們身旁的學生手裡。所以，校園的

同工們要放遠眼光，看到神托付給我們這份工作

的影響力。我們更更要意識到校園工作的緊急

性。隨著國際市場的改變，海歸就業的比率會越

來越多，傳福音的時間段可能會反而變短。我們

要抓緊留學生在校園內兩到四年的時間，把福音

的種子灑出去，隨著海歸的潮流更加帶動福音在

亞洲的傳播。也是因為這短暫的時間，同工們必

須努力地認識和關心現代留學生。 

 

        在大會的期間，我也在思考如何影響身旁的

同學們。有著基督徒和學生的雙重身分，我要清

楚在校內的⻆色。我先是一名基督徒，然後基督

的信仰在主導著我身為學生的行為和處事。我沒

有像聖徒一樣有去鬼去病的大能，但是我也要盡

心盡力地在生活和學習中榮耀神。在校園的點點

滴滴中流露出活在我生命裏的耶穌，這樣才可以

讓別人認識神和經歷神的恩典。 

 

         感謝神給我參加 CMC 2018 的機會，也求神

保守在大會期間種下的信心種子。  

     團 契 動 態 
  

 
► 禱告會  Prayer Meeting 

      週三晚  Wednesday  7:30 pm 

      聯絡：吳國華牧師  

  Tel: 217-691-9756    james_ng@att.net   

  聚會地點：3413 Continental Drive, Kenner, LA 

   

►  英文團契  English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聯絡：汪國順弟兄   

    Tel: 504-237-8828  nocbc.youth@gmail.com 

    聚會地點：3413 Continental Drive, Kenner, LA 

 

 

 

 

 

►  活水團契  Living Water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7:00 pm 

    聯絡：林東弟兄   聚會地點：教會 

  Tel: 916-799-8129    dlin6699@gmail.com 

聚會地點：3413 Continental Drive, Kenner, LA 

 
慶祝中國新年 

mailto:james_ng@att.net?subject=NOCB%20Prayer%20Meeting%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mailto:dlin6699@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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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 學生福音團契  UNO Student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30 pm 

    聯絡：金蓮錦姊妹 

    Tel: 504-908-8598  KimLianjin@gmail.com 

    聚會地點：Edgewater Baptist Church 

     5900 Paris Ave., New Orleans, LA  

 

慶祝中國新年 

 

►  杜蘭學生福音團契  Tulane Student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00 pm–8:30 pm 

    聯絡：周旭弟兄 / 卓睿璇姊妹  

    Tel: 504-875-6158 or 504-982-4744    

    mwzhouxu@gmail.com / qdzhuo@hotmail.com               

    聚會地點：Chapel of the Holy Spirit  

    1100 Broadway, New Orleans, LA  

 

 

 

 

 

 

 

 

►  Slidell 團契  Slidell Fellowship       

    週五晚   Friday 6:40 pm–8:30 pm    

    聯絡：王晉江弟兄 

    Tel: 225-287-0005  jinjiangwang@gmail.com 

    聚會地點：510 Winbourne Drive, Slidell, LA  

 

►  婦女會/福樂會 Women's / Blessing Fellowship 

     週四早 Thursday  10:00 am 

聯絡：杜良銓(Julia)姊妹  

Tel: 610-969-8991   jucheng777@yahoo.com 

聚會地點：3413 Continental Drive, Kenner, LA 

 

情 

人 

節 

聚 

餐 

 

 

 

►  粵語團契  Cantonese Fellowship 

   週日晚(每月一次)  5:30 pm 

    聯絡：趙崇國弟兄     

    Tel: 504-905-7760   Shung.chiu@gmail.com 

  聚會地點：3413 Continental Drive, Kenner, LA 

 

►  餐館團契  Restaurant Fellowship 

    週二晚  Tuesday  10:30 pm–11:30 pm   

    聯絡：陳彩嬋姊妹(余太太)  

    Tel: 504-319-7136   

    聚會地點：Imperial Garden Restaurant 

3331 Williams Blvd, Kenner, LA 

 

 

               發行：紐奧良浸信會 

      顧問：吳國華牧師 / 吳曾翔麗師母 

      主編：賀台貞   助理編輯：趙淑華 

      攝相：厲莉       印刷：周美嬌 

                創刊：2000 年 2 月 

 

 

mailto:mwzhouxu@gmail.com
tel:225-287-0005
mailto:Shung.chi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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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516 Pear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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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慶祝

春節 

主 

日 

崇 

拜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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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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Kenner 母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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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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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定基牧師 

冼志儉牧師 

李英柏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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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 2月 22日 (Fri)24日(Sun) 

 

 

 

陳肇兆牧師/博士  (Rev. Dr. David Chan)，出生於香港，小時在基督教學校讀書信主，移民美國三藩市灣

區 前在香港人民入境事務處工作，來美後在美國的光纖通訊設備公司當副總裁。蒙神呼召，陳牧師放下事

業全時間服事，先後在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和正道福音神學院讀神學，獲教牧學碩士丶道學碩士和教牧學博

士等學位。陳牧師曾在香港基督教會恩雨堂當主任牧師七年，現時是環球聖經公會的國際總幹事和香港天道

書樓的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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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騰衛牧師: 新加坡愛心歌社創辦人，聖公會牧會 30餘年，Trinity音樂學院演唱文憑，新加坡詞曲版權

會特殊貢獻獎。 

 

周明倫姊妹: 倫敦音樂學院院士，亞洲歌唱大賽冠軍，主演多部歌劇女主角，新加坡樂家協會理事，教授南

洋藝術學院 12年，現任新加坡 Lasalle藝術學院。 

黃家萬(Justene)弟兄: 倫敦音樂學院聲樂流行演唱 8級文憑，新加坡電視傳媒客串演員，會自編自導小

品，參與教會慈善事業 20多年。 

 

杜玉霞(Bryan Toro)姊妹: 畢業於 Lsalle藝術聲樂學院，榮獲星馬 The Voice16強，台灣“我要當歌手”

衛冕者，現為流行歌唱老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