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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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與讚美 ❙吳國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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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拜 
 

    （詩 29：2）「要將耶和華的名所當得的榮

耀歸給祂。以聖潔的妝飾敬拜耶和華。」  

 

    神的子民在服事和榮耀神的過程中所做的一

切，都必須發自敬拜的心，因為若沒有祂，我們

就不能作什麼。神是造我們的主，我們必須提醒

自己，自己本是出自塵土，因着神的恩典，我們

有榮耀的結局和永生的盼望，為此，我們要敬拜

那賜給我們生命的主。   

 

    （詩 86：9-10）「主啊，祢所造的萬民，都

要來敬拜祢。他們也要榮耀祢的名。因祢為大，

且行奇妙的事。惟獨祢是神。」  

 

    敬拜神是我們一生要學習的功課，主日在聖 

殿集體的敬拜，能夠互相激勵，彼此相屬，彼此

影響。教會大家庭裡有老有少，有初信者有資深

的信徒，都不應該被忽略。 

 

    敬拜的焦點必須是神，敬拜不是娛樂，我們

要以心靈和誠實來敬拜主，真正的敬拜能建造我

們的靈命，使我們脫離罪和世界的捆綁。人只有

在敬拜神的時候，才會找到他人生的意義，並認

識自己是誰。我們要認識自己，就必須要先認識

那創造我們的神，因為我們是照祂形像所造的。

神的兒女來到教會裡，乃是為著敬拜真神上帝，

而不是參加一個宗教的活動或儀式，更不是在教

會裡參與社交娛樂。敬拜神最重要的乃是基於我

們個人與神的關係。當神向我們啟示祂自己後，

我們再向神回應，這就是敬拜。（啟 15：4）「主

啊，誰敢不敬畏祢，不將榮耀歸與祢的名呢？因

為獨有祢是聖的。萬民都要來在祢面前敬拜。因

祢公義的作為已經顯出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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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讚美 
 

    我們不是讚美地上人手所造的神，我們乃是

要讚美從天上最高之處而來的永生真神。偉大的

神知道我們一切的需要，祂幫助那些求告祂的

人，祂扶助那些跌倒，被重擔壓傷的人，祂拯救

那些被罪惡捆綁而想要得到祂救贖的人。   

 

    (詩 106：47)「耶和華我們的神啊，求祢拯救

我們，從外邦中招聚我們，我們好稱贊祢的聖

名，以讚美祢為誇勝。」 

 

    基督教的特點就是讚美和感謝。蒙恩的信

徒，自然心中充滿喜樂就表現出歌頌神的心意

來。我們要讚美神，因為我們的神是偉大，榮

耀，尊貴，慈愛的神，所以當讚美祂。我們要讚

美神，因為信徒蒙了極大的拯救，不能不向祂發

出感恩和讚美。 

 

    （詩 146：1-2）「你們要讚美耶和華！我的

心哪，你要讚美耶和華！我一生要讚美耶和華。

我還活的時候要歌頌我的神。」我們曾深切地經

歷過神的大恩，為此我們當用我們的生命來讚美

神。對經歷過神恩典的人而言，歌頌神是極令人

喜樂的服事。   

 

    將來在天上我們將會永永遠遠的稱頌讚美

神，現在我們還活着的時候，就要每天操練讚美

神。不論日子黑暗或艱難，我們總要找理由來讚

美神。  

 

    信徒的感謝不在乎長篇大論或許多言語，主

要的是將心中的喜樂用美麗的聲調，高興地唱出

讚美的詩歌來。我們這樣的讚美，不但能使神的

心得著滿足，還能鼓勵眾信徒一同向神歡呼歌

頌。另一方面能以自己的喜樂吸引非基督徒到主

的面前，同沾主恩。  

 

    （詩 113：1-2）「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耶和

華的僕人哪，你們要讚美，讚美耶和華的名。耶

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從今時直到永遠。」 
 

 

 

 

 

                  ❙編輯室❙ 

以上帝之名祝福，將有鮮活無比的安慰、鼓舞、

醫治之能： 

● 上帝會與你同在。 

● 上帝會賜你聰明智慧，讓你完成工作。 

● 願上帝醫治你。 

● 盡你的力量，上帝會成全。 

● 上帝樂意祝福，讓你美夢成真。 

● 上帝是大有能力的，依靠祂必能克服困境。 

● 上帝必為你開一條嶄新的道路。 

● 主耶穌能擦乾你的眼淚。 

● 你的苦難，將引向豐富的祝福。 

● 上帝了解你。 

● 主耶穌愛你。 

● 你現在學的功課，上帝將使它成為別人的祝福。 

● 上帝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 

● 願上帝看顧你，如同保護祂眼中的瞳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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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助理編輯：趙淑華 

                      攝相：趙德華、厲莉       

                      創刊：2000 年 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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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証神榮耀      ❙趙淑華❙ 

 

神的安排何其的美，神

的恩典何其的廣。感謝神讓我

在沒有預期的情況下也能夠參

加這次芝加哥讚美敬拜大會。 
 

     當我還在香港探親的時候，忽然收到有關參

加芝加哥 讚美敬拜大會的訊息，當下就立刻查看

時間是否可配合。原來就在我從香港回美國後的第

二天，時間剛好趕上。當時完全沒有想過體力和時

差的問題就決定要參加了，這都是神的安排和恩

典。  

 

     這次敬拜大會中的訊息和教導讓我得益良

多，也體會到在敬拜中遇到的很多相似和實際的問

題。最深刻的訊息是有關在敬拜中我們須具備什麼

心態和世俗化潮流的詩歌與傳統聖詩的分別。 
 

     當我們進入敬拜時最重要的準備是預備自己

敬拜神之心，也就是做好朝見神的準備，王峙軍牧

師提及到敬拜之心包括： 

  

    (1) 信心：相信我們所敬拜的神，是又真又活

的神，祂已經「預備好」來接受祂兒女的敬拜。

(2)敬畏之心：因神是聖潔的神而敬畏祂。(3)清

潔的心：被基督寶血潔淨的心。(4)誠實的心：神

喜悅祂的兒女在誠實/真實/真理里來敬拜祂。(5)

悔改之心：先知耶利米對進神的殿敬拜的以色列

人說，「你們進這些門敬拜耶和華的一切猶大人當

聽耶和華的話。萬軍之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

你們改正行動作為，我就使你們在這地方仍然居

住。你們不要倚靠虛謊的話，說，這些是耶和華的

殿，是耶和華的殿，是耶和華的殿。」(耶利米書

7：1-4）。(6)喜樂之心：因神的救恩而喜樂！ 
 

     究竟我們在敬拜中有沒有以上提及的敬拜之

心呢？ 如果都沒有其中之一，我們是不是已經把

有瑕疵的祭獻給了神。我們的神是聖潔的神，完全

沒有瑕疵的神，所以我們敬拜神之前一定要省察，

清楚自己所信的是誰，明白我們的信仰準則。確信

自己是聖靈重生，也有過認罪悔改經歷的人。 

 

     當我們以詩歌獻祭之前，要禱告懇求主用寶

血潔淨。神不要我們隨便，神要我們從心底裏發出

來的獻祭，如果既輕率又隨意，那就不稱作為屬靈

祭的敬拜，我們要不斷省察自己，要把最好的祭獻

給神。 
 

     保羅說：「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

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

神。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神。（羅六 13）」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

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

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羅十二 1）」 

 

     那麼何謂世俗化潮流的詩歌 ? 趙約翰牧師和

趙恩慈師母在大會中傳遞的訊息非常清晰，唱詩敬

拜，是表達對神的敬拜和贊美，頌唱聖詩的主旨乃

是歌頌神，傳揚神的真理，高舉基督救贖恩典，但

現今世俗化潮流詩歌的歌詞某程度缺乏了真正詩歌

的意義，刪除了人對神該有的敬畏，每每把歌詞所

表達的信息只是單單去感受調子和旋律。雖然敬拜

讚美的功能可以激動我們的情緒，甚至叫我們淚眼

滿眶，或是情緒高漲、擊掌跳舞。但是，若敬拜讚

美的詩歌不能叫我們與主直接相遇，那只不過是個

人情緒的一種發洩而已。相反唱傳統詩歌可大大提

升我們加深對神的認識，讓我們對神的真理性加強

和有助高舉基督救贖的教導，所以我們選詩歌敬拜

神的時候要小心，儘可能選一些以神為中心，尊榮

神的詩歌。 

 

     歌羅西書 3:16 說:「當用各樣的智慧，把基

督的道理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裡，用詩章、頌詞、靈

歌，彼此教導，互相勸戒，心被恩感，歌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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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芝加哥之旅，感謝神不單只讓我在讚美

敬拜大會吸收了這麼美好的訊息，也讓我在芝加哥

最後一天能夠和團隊一起去探望老人院傳福音，還

可在王振軍牧師的欣斯代爾華人基督教會服事。 
 

     這些見証都是神給的恩賜，讓我在傳福音事

工上更邁進新的一步。神啊！求祢大大使用我，將

祢的聖靈澆灌在我裏面，使我能成為主合用的器

皿，廣傳祢的福音， 阿們！ 

 

         ❙徐牧吾❙ 
 

  旅途及觀光： 
 

    我們幾位年輕

人先去了芝加哥，

順便逛了市中心的

很多著名景點，

Millennium Park, 

Shedd Aquarium, 

Field Museum, Alder Planetarium, etc. 順著

湖邊走，吹著溫和的清風，看千帆百舸，也讓我

們感受到了寬廣和永恒，感受到了上帝的全能和

奇妙。 
 

         敬拜讚美大會收獲： 
 

     敬拜讚美大會主要圍繞著當代敬拜詩歌主題

來展開。也有請到很有名的 Dr James Abbington

做我們的講員，在華人群體中穿插著黑人的福音

音樂也是非常有趣的。特別是在 Dr Abbington的

帶動下，平時內斂的華人也會稍微有點放得開，

可以更好的去感受音樂，感受讚美上帝的喜悅和

那種很有生命力的律動，我當時非常感動。 
 

 趙約翰講員的課程也非常的有意思，而且

趙牧師的語言幽默詼諧，讓人更好容易去接受一

些比較偏激一點的觀點。他提到了一個非常令人

發省以及深刻的議題，就是當代詩歌有變得過於

世俗化的趨勢，越來越多的基督徒和教會無論是

在創作，敬拜還是在傳福音的過程都有變得膚淺

化和以人為本，而不是以神為中心。導致教會的 

福音更多的強調人的主觀感受，人的七情六

慾，把上帝和人的關係刻畫的太過於人類化，導

致有些歌詞出現人彷佛在和上帝戀愛，或者感覺

人和上帝是平等的關係，這些既不利於慕道友去

了解聖經，了解神，也不利於基督徒正確處理和

上帝之間的關係。這是急需要在教會敬拜之中得

到改正，讓敬拜讚美詩歌的神學性更強，更能感

受到歌中的屬靈和與上帝之間的溝通。 
 

        芝加哥短宣收獲： 
 

     敬拜讚美大會結束之後，我們就去了王振軍

牧師的教會進行短宣。我們去老人公寓探訪老

人，跟老人們談談天，傳福音，並且也有醫療上

的關懷。 
          

     在週日的主日崇拜，我們舉辦了詩歌佈道

會。先由我們的姐妹團帶領會眾唱三首詩歌，然

後吳國華牧師講道。我們團員以四首詩歌配合。

讓我也有機會為神獻上我演奏的小提琴。 
 

     通過這次的芝加哥之旅，讓我也更加理解短

宣的作用，更加了解短宣的形式和大概了解了如

何安排這樣的行程，受益匪淺。 
  

     非常感謝神可以讓我在即將離開新奧爾良之

前還有這麽好的機會去親近神，去了解神，去喜

悅神，與弟兄姐妹一起配搭事奉神。也很感謝主

內的弟兄姐妹在這兩年給我的很多照顧和鼓勵。

神與我們同在。以馬內利。 

 

敬拜讚美大會以及芝加哥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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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之心     ❙賀台貞❙ 

   
    7/18 至 7/21我們

15 位弟兄姊妹至芝加

哥參加 2019年讚美敬

拜大會，並很高興能至

王振軍牧師欣斯代爾華人基督教會短宣。 
 

    申命記 6：13「你要敬畏耶和華你的神，事奉

祂，指著祂的名起誓。」 
 

          —讚美敬拜大會— 
 
    此次大會，我個人對王峙軍牧師銓釋基督徒

在崇拜時應有的態度，得著良多。 

 

    王牧師說今天無論你用什麽樣的態度來敬

拜，大概都不會被天火燒滅。也正因為如此，人

們越來越不把敬拜神當回事。聖經說，「以神為

中心的敬拜」就是藉著基督，依靠聖靈，照著神

美善的屬性和奇妙的作為，以心靈和誠實，向坐

寶座者（三一真神）所發出的敬拜。當我們在敬

拜事奉時，是以敬畏之心降服在神的主權之下委

身事奉祂，愛慕祂，認識祂，讚美祂，榮耀祂，

見證祂，傳揚祂。阿們！ 
 

    我們為什麼要敬拜？王牧師舉出聖經章節— 

(一)出埃及記 4：31「…以色列人聽見耶和華眷顧

他們，鑒察他們的困苦，就低頭下拜。」(二)尼

希米記 8：6「…眾民就都站起來。以斯拉稱頌耶

和華至大的神。眾民都舉手應聲說，阿們，阿

們，就低頭，面伏於地，敬拜耶和華。」(三)歷

代志上 29：20「…大衛對全會眾說，你們應當稱

頌耶和華你們的神！於是會眾稱頌耶和華他們列

祖的神，低頭拜耶和華與王。」 
 

     重要的是王牧師說敬拜是藉著神的話（聖

經），聽神的話、認識神；藉著禱告向神說話，

求神聽我們對祂說話；藉著讚美的詩歌頌讚神；

藉著聖禮經歷進入神的同在。 

 

    這讓我想到古羅馬神學家奧古斯丁的一段

話：「神啊，祢是我們的真實生命，認識祢就得

著生命，事奉祢就得到自由，享受祢就進入祢的

國度，讚美祢乃靈魂的喜樂。我讚美祢、稱頌

祢、敬拜祢、榮耀祢，為祢的大榮耀感謝祢。我

謙卑的懇求祢活在我裏面，管理我，將我的心建

成神聖的殿，能夠適合祢神聖的偉大所居住。」

阿們！ 
 

    同時王牧師警醒我們，在進入敬拜時，最重

要要做的準備的就是要有敬拜之心。我們需有：

信心、敬畏之心、清潔的心、誠實的心、悔改

之心、喜樂之心。相信我們所敬拜的神，是又真

又活的神，我們被基督寶血潔凈。萬軍之耶和華

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們改正行動務必要省察已

罪，作神喜悅的兒女，在誠實及真理裏來敬拜

祂。哈利路亞！我們因神的救恩而喜樂！ 
 

    王牧師亦提到「教會是神在創世以先在基督

裏所揀選的，是基督的身體（弗 1：4，23）」。

神藉著祂兒子的寶血救贖教會的重要目的，就是

叫她成為敬拜的群體。 
 

    荷蘭神學家、政治家凱波爾（Abraham 

Kuyper）在書名：論教會 On the Church 中提到

教會是上帝的軍隊，要盡一切努力，把更多的人

帶進到上帝的國度裏。當然有些基督徒是假冒為

善的，是值得我們傷心的。但這也是要感謝上帝

的憐憫和恩典的原因。 
 

    憐憫，是因為祂寬容忍耐我們所有的人。因

為基督的義遮蓋我們，祂藉著聖靈行事，透過我

們生活的一點一滴使我們長大成人。而祂乃是使

用教會來完成這事的。恩典，是使用我們的恩賜

來服事教會裏有需要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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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波爾對教會的定義點出其重要性，他的論

點不僅落實聖經的教誨，更在在點出我對教會的

感覺，我的情感。 
 

    另外講員 Dr. Abbington 也談到當敬拜時我

們唱詩歌，應用信心喜樂去唱。在敬拜呼召中向

神發出讚美，向神發出悔改之心，鼓勵把自已獻

上。唱詩歌時更要一面發出禱告，一面盼望。唱

詩歌是大膽的宣言，表明我們的選擇宣言，以神

為信心的前提下，在神裡面的奧秘，讓我們的生

命及生活態度與神同在。阿們！ 
 

    是的，感謝主。如果我們是順服、聖潔的子

民，一心一意要敬拜、宣揚神的榮耀和信實，祂

的旨意必無阻隔的透過我們得以完成。這次大會

不僅豐富我對敬拜的領會，也更明白藉著基督在

十字架上所流的血，得以與神和好，罪過得以赦

免，我們一定要心存敬畏之心。 
 

            —探訪老人院— 
  

    近代宣教之父威廉．克理 (William 

Carey) :「要知道神的旨意，我們需要一本打開

的聖經及一張打開的地圖。」 

 
馬可福音 16：20「門徒出去，到處宣傳福

音。主和他們同工，用神蹟隨著，證實所傳的

道。」 

 

    感謝主，活著是為了傳揚基督生命的福音。 

主日早上我們一行人去老人院探訪，雖然下雨，

但每個人都帶著感恩、喜樂的心前往。我和曙光

兩人一組，去看望這位盛偕英姊妹。她畢業於上

海音樂學院，今年高齡 90歲，雖然之前因摔跤雙

腿無力坐輪椅，但精神氣爽。家裡放了一台鋼

琴，上面還放了一本「生命聖詩」。原來這些老

人家每星期四聚會都會唱詩歌。之後一位老姊妹

說盛姊妹耳朵聽力可好的，每次都馬上抓到誰唱

錯了。曙光對盛姊妹講述福音信息時，她都會點

頭說阿們，對基督的教義多少也了解。感謝主，

盛姊妹做了決志禱告。我也告訴她人生到這時候 

難免孤單寂寞，但我們都隨時可向主耶穌說話禱 

告，相信神必聆聽，祂永遠是我們最好的朋友。

要離開時，她行動不便卻堅持很努力站起來送我

們出門。相信她內心感受到我們的真誠及關愛。 
          

            —主日音樂崇拜— 
 
    詩篇 69:30「我要以詩歌讚美神的名，以感謝

稱祂為大！」 

 

    主日下午我們至王牧師的教會崇拜，吳牧師

講道訊息「人生何價」。當 David彈奏鋼琴，羅

盤拉二胡，牧吾拉小提琴時；當我們開口唱我們

這幾天中午在上課休息時間練習牧師所準備的詩

歌時，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恩。 
 

   「親愛朋友聽主聲音，聽主說我愛你，我要醫

治你的心靈，我要改變你舊的生命。帶你一切到

主這裡不要怕只要信，在主面前認罪悔改，主要

為你把黑暗挪開。主要賜你新的生命，進入光

明，天天更新，你若相信就要快樂歡喜，因為主

愛永不改變，永遠不止息。」 
 

    這首詩歌「朋友請聽」代表了我們的心聲，

盼望能成為神恩典的管道。「凡我所行的，都是

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同得這福音的好處。

（林前 9：23）」 
 

    士師記 18：3下 「誰領你到這裏來？你在這

裏作什麽？你在這裏得什麽？」感謝主，此次之

行雖然時間很短，但弟兄姊妹有機會彼此交流，

配搭服事學習是多麼一件佳美的事。宣教不是一

個節目，也不是一個選擇。宣教是每位基督徒該

有的生活方式。 
 

    謝謝吳師母的細心安排，謝謝王牧師及師母

的愛心款待。我們人數眾多，他們不辭辛苦來來

回回接送。尤其吃到他們自家種的蔬菜飯食，真

是幸福無比。願主大大地恩膏使用王牧師一家，

神定會賜福他們所擺上的，讓我們在每天的禱告

中彼此記念。一切頌讚榮耀歸給主！ 

https://www.expecthim.com/category/gospel-television/praise-poe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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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地經歷神  ❙羅 盤❙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念。-以賽亞書 55：9 
 

 
神的供應總是超過

我們的所求所想。我太太

美嬌找工作，我的工作調

動，找教會及我們找房子

都真實地經歷了神。 

 

  找工作篇 

 

我太太美嬌今年四月

初順利完成了畢業答辯，

五月份如期博士畢業。畢業後需要找工作，美國

這麽大，到底在哪兒能找到工作，什麽時候能找

到工作，我們倆的工作能否在同一個城市等等因

素決定了這幾個月的找工作會對我們家的未來產

生很大影響。 

 

三月底我開始了四十天禱告操練，因為意識

到了時間的緊迫：一方面由於美嬌的畢業，七月

底我們必須搬出所住的學生公寓。如果工作沒有

確定下來，我們很難決定在哪兒租房；另一方面

是如果時間太晚，我們很難給 Alan 選學校，每個

學校都有自己的註冊報名截止日期，如果過了學

校註冊的最晚日期，Alan入學將是個問題。所以

求神為我們預備並且及時顯明前面的道路就成了

我們每天靈修禱告的主題之一。經過四十天的禱

告，我浮躁及胡思亂想的心慢慢變成了平靜和安

穩。這四十來天的禱告日子裏，美嬌有過電話面

試，也有視頻面試，有兩個確定沒有拿到 offer。

在第四十天的早上，神讓我們看到有另外兩個可

能的機會。(a) Fresenius Medical Care 

（FMC），因為美嬌剛剛電話面試完，感覺不錯。 

(b)Healthcore. 美嬌的朋友的一個好朋友在那工

作，說公司業務增長需要招兩個新人。五月初第

一個公司通知了 onsite 面試的機會。我也就順便

查了下我們公司的內部招聘信息，發現 FMC所在

的城市 Waltham竟然也有一個跟我現在所做的一

模一樣的工作機會。看到這個工作機會我還抱懷

疑的態度，擔心是內定。我抱著試試看的心態打

電話問了問在 waltham 附近工作的一個我去年偶

然認識的同事，結果很神奇的是竟然是他決定要

去讀書決定七月份辭職。電話中我透露了我太太

在那有面試的機會，他說他會跟他的上司 Eric，

同時也是這個職位的招聘經理說說，等他答覆。 

 

兩天之後我跟 Eric有了大概十分鐘的電話談

話，我也告訴他我會陪我太太 5月 20號週一來面

試，問他有沒有時間，他查了一下自己的日程安

排，說週一他的安排很滿，不一定能有時間來見

我。但是很神奇的是，他第二天告訴我週一可以

擠出一些時間來見我，但是可能要提前一天才能

告訴我面談的時間。美嬌面試的時間是 10：30到

1：00, 週五 Eric 告訴我面談的時間為 10：30到

11：30 ，這個時間非常好，因為我可以先把美嬌

送到她面試的地點，然後我再開租的車趕到我面

試的地點，我們倆的面試可以同時進行，互不影

響。之後我們倆都感覺面試的還可以，尤其是感

慨面試時間的奇妙的安排。 

 

同一天第二個公司的那個朋友告知美嬌，他

們 team在新奧爾良開會，如果可以的話，她願意

安排美嬌跟她老板週二見一面。就這樣，我們週

一晚上回到新奧爾良，週二美嬌見了第二個公司

的招聘經理。週三中午的時候，FMC那邊的 HR電

話中透露了她在為美嬌起草 offer letter了，我

們都覺得很不可思議，因為她的招聘經理說要一

兩週之後才能出結果，因為還要 reference 

check。同一天我這邊的上司收到 reference 

check 的電話，同時美嬌的老板也收到了

reference check的 email。同時週三下午

Healthcore也發出了 onsite 面試邀請，我們回覆

說 5月 30號去面試。週五下午 5月 24號 FMC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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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經理就給我太太打電話說 offer 給她這個工

作機會，具體細節 HR會再聯繫她。這個時候，我

們猶豫不定要不要再去 healthcore 面試。但是由

於已經之前定好了機票和旅館，我們決定還是

去。結果到了要飛去面試的那一天，費城的機場

因為有龍捲風，所有下午及晚上到的飛機全部取

消，我們的飛機也不例外，趕到機場把終點改到

了鄰近的巴爾的摩機場。結果就在飛機在起飛跑

道時，中央控制塔電腦出現故障，所有的飛機都

不能起飛，我們就在機場跑道邊等了快一個小

時，我們那個時候深深的感覺神是要我們去 FMC

那個公司。不過神憐憫我們，還是讓我們順利到

了去面試城市的賓館，雖然當時已經淩晨兩點

多。接下來的幾天，我們相繼知道了這兩家公司

的 offer package細節，確實也證明 FMC是最好

的選擇。我的公司這邊進展的也很順利，在美嬌

接了 FMC offer的第二天，這邊的經理就打電話

跟我說給我這個工作。我和美嬌開始上班的時間

也很接近。感謝神！ 

 

          找教會及找房子 

 

6月 7號週五下午，我們去了波士頓地區找房

子也同時希望能找到一個好的教會。神又一次讓

我們經歷的祂奇妙的安排。首先六月份是個很不

好找房子的月份，因為學校在六月中旬才學期結

束，很多房子還沒整理出來，房子很少，我們要

找三室的房子就更難了。由於時間的緊張，我們

決定找房屋仲介，這意味著我們要另外準備一個

月的房租作仲介費，一般給我們這個仲介，另一

半給房主找的仲介。週六看了三家，只有第一家

還可以，但是房租超出了我們的預算。週日早上

我們去教會，已經做好了這幾天找不到房子的準

備。結果中午吃飯時坐在我們旁邊的一個姐妹問

了我太太在哪兒上班後說了一個叫做 sudbury的

區，說那也有一些人住了，離美嬌上班的地方也

不遠。我從來沒有想過去 sudbury 這個地方去

住，因為它在 waltham的西邊，大部分人都是住

在西邊，去東邊上班，這樣住在 sudbury會跟上

班族的交通夾在一起。但是我又仔細研究了下地

圖，發現從 sudbury 去 waltham 其實不需要走高

速公路，開當地的路就行，這樣不會跟在高速上

的車流相混。於是吃完中飯在網上隨便搜搜房

源，結果只有一個房子在 sudbury 在招租，我打

電話過去結果對方仲介把電話掛了，並且不理我

的短信。結果就在跟朋友準備吃晚飯的時候，那

個唯一一套在 sudbury的房子的仲介給我回電話

了，問我要不要看，我當然說要，可是她說明天

白天沒時間，只能晚上看，不過我們第二天週一

下午的飛機回新奧爾良，我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態

要求週日晚上看，結果那邊也答應了，我們約晚

上八點四十五分，看了房子很滿意，全新的地

毯，漆也重新刷過。房主和鄰居都非常好，價錢

還在我們的預算之內。另外由於是我自己聯繫的

這個仲介，還省了給我這邊仲介費。 

 

另一個奇妙的事情是找教會。我們希望在新

的地方可以繼續服事神，繼續更多的認識神。在

我們出發的前一天，吳師母就推薦了那邊的一個

教會叫做麻省福音堂。但是我一開始並不看好，

因為這個教會在美嬌上班的西邊，之前說了我們

不會考慮住在西邊因為交通的問題。但是很奇妙

的是那邊的牧師邀請我們週六晚上去他家，他們

正好在家裏舉行歡迎新的弟兄姐妹的特別聚餐。

我們理所當然地成為了最新的弟兄姐妹，在那個

晚上的聚會上大家互相分享，彼此勉勵，雖然在

外鄉，我們卻感覺到了家的溫暖。 

 

第二天是主日，我們也參加了福音堂的主日

崇拜，牧師講的非常精彩，我們收益頗多，然後

就在中午一起吃飯時第一次聽到了 sudbury，接著

週一上午我們就見了房主，聊了房屋維護的一些

細節，我們還有時間去看了小學及托兒所，得到

了很多寶貴的信息，更神奇的是因為住在了西

邊，跟福音堂的距離拉近了很多，也確定了以後

就去這個教會。 

 

神能照著運行在我們心裏的大力，充充足足

地成就一切，超過我們所求所想的。但願祂在教

會中，並在基督耶穌裏得著榮耀，直到世世代

代，永永遠遠！阿們！- 以弗所書 3：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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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芝加哥      時間:7/18 至 7/21 

 
             

探 

訪 

老 

人 

院 

15 位弟兄姊妹參加敬拜大會 

右三 : 王峙軍牧師 , 右五 : 王師母 

 

https://www.google.com/imgres?imgurl=https%3A%2F%2Fpng.pngtree.com%2Felement_origin_min_pic%2F17%2F03%2F16%2F8b2e6c76cf0e141d79b5971532adca3e.jpg&imgrefurl=https%3A%2F%2Fpngtree.com%2Ffreepng%2Fcard-word-mission-english_3009860.html&docid=y5C50SVDY9I10M&tbnid=4H8K9SR2KobleM%3A&vet=10ahUKEwjHxInJg87jAhVVBc0KHctWBogQMwhGKAkwCQ..i&w=650&h=490&bih=823&biw=1600&q=mission%20clipart&ved=0ahUKEwjHxInJg87jAhVVBc0KHctWBogQMwhGKAkwCQ&iact=mrc&uac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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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斯代爾華人基督教會 
Hinsdale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主任牧師﹕王振軍牧師 
====================================================== 

 

 

 

 

 

右一 : 王振軍牧師 

 主日音樂崇拜 

會後交流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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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會時間 (每兩個月星期主日晚上) 

    

 

 
 

 

 

 

 

 

 

 

 

 

 

 

 

 

 

 

 

 

 

教會各區家庭小組 

New Orleans 區家庭小組組長 : 汪國順弟兄 

  

Metairie 區家庭小組組長 : 林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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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nner 區家庭小組組長 : 李鯤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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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

漆

聖

殿 
 
煥 

然 

一

新 
 
 

日期 

: 
 8/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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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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青年事工﹕白健生傳道    兒童事工﹕棟保羅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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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0 am  – 12:15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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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   : 
 語  愛 
 團  不 
 契  保 
 獻  留 
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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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 團契獻詩 : 耶穌華是愛 

餐館團契獻詩 :  我們愛讓世界不一樣 

活水團契獻詩 : 我用信心抬起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