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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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教會目標：“與主建立關係，邁向靈命更新”（可 12：30-31 ）。 

           

  新年祈願  ❙吳國華牧師❙ 

 

新年的鐘聲

又一次敲響之

時，我們再次被

時光老人帶入到

全新的階段。站

在新的起點，眺

望新的目標，迎

接新的挑戰，譜寫新的篇章，這一切要求我們必

須以新的姿態，新的面貌，去面對新的道路。 

  

聖經中有不少與“新”有關的教導。新年伊

始，我們可以通過默想這些經文，看見新的亮

光，得着新的力量，從而找着面對新年的新思

路，新方法。以下就以“新年祈願”為題分享神

的話。  
 

   新年新生命 

 

（林後 5∶17）“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 都變成新的了。” 

當一個人在基督裡，他就成為新創造的一部

分。我們信主以後，神就把我們擺在基督裏，而

成為一個新造的人。已往一切舊的事故，舊的興

趣，舊的企圖，舊的關係等等，一概成為過去；

從今以後，我們過另一種新生活，走另一條新的

道路。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這樣有份於新的

創造，就在視野的改變上，和更新的聖潔生活上

表現出來。跟隨基督之人，已經擁有屬靈的新生

命，但這個新生命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逐漸成

長的，所以基督徒必須不斷追求長進。 

 

新造的人應該有新的眼光，過新的生活，作

新的事奉。新的一年，我們應當藉着堅持不懈的

讀經，禱告，及參加各樣團契聚會，好使我們的

生命天天長進，天天更新，以致一舉一動有新生

的樣式。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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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年新心態 

 

（林後 4∶16）“所以，我

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

卻一天新似一天。” 

 

無論怎麼愛惜，怎麼保養，

人類的“外體”都會“毀壞”，

誰也擺脫不了這個規律，因為上

帝早就說過：（創 3∶19）“你

本是塵土，仍要歸於塵土。” 

 

    《聖經》清楚地告訴我們，

人類的“外體”之外，還有“內

心”，我們可以稱之為“外面的

人”和“裡面的人”。“外面的

人”一定會“漸漸朽壞”，直至

死去，但“裡面的人”卻可以

“日日更新”，永保青春。 

 

新的一年，除了給人萬象更

新的體驗，還會給人盛年不再的

感慨，“不知明鏡裡，何處得秋

霜”的無奈，會讓不少人唏噓不

已。面對漸漸老去的容顏和漸漸

衰退的精力，人們常常會心灰意

冷，垂頭喪氣。但基督徒應當保

持良好的心態，因為我們堅信：

“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

似一天。” 

 

新年新氣象，新年新任

務，新年新理念。讓我們以新的

生命，新的心態，來面對新的事

奉，新的生活，新的明天！ 

受浸見証 
            
        ❙付源帝❙ 
 

        2018年 6月，我乘飛機來到美國

讀碩士。但是， 我心裏的更重要的目

的是通過這一年半在美國的學習，可以

認識自己。2019年 6 月，一年過去了，知識和獨立生活的能力有了

提高，卻始終感覺不到自己真正需要追求的方向。正逢暑期實習，我

隻身去了奧蘭多。第一天便有主內的弟兄帶我去教會，那一天我內心

平靜。在實習公司，我認識了我的女朋友，她剛剛認識主並且正處在

熱烈地追求主的階段。 

 

         我們兩人形影不離，天天談論主的恩典，用自身去體驗主，經

歷上帝。感謝主，我們得到了很多弟兄姊妹的關心和幫助，帶領我們

理解聖經。在 8月 4日，我做了決志禱告，重生當天，我的心態很堅

定，我知道現在認識的主，是真正的主，我已做好了準備去跟隨祂！

我愛上了聖經，愛上了思考主的話。離回國只剩半個月，我知道，我

來美國的時候想要尋求的，我已經找到了答案，我是什麼，我需要成

為什麼樣早已寫在了聖經裏面。正如福音書裏面記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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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開始聽懂內心的聲音，學會在每日不住禱告，常常喜樂。這

是我從沒感受到的幸福！感謝主，回到新奧爾良以後，在紐奧良華人

浸信會開始了受浸班的課程，主帶領我找到了這個好教會，主讓我在

這個蒙神使用的教會中學習聖經真理，教會也提供了讓我受浸的機

會。李醫生和眾弟兄姊妹的關心以及這 3個月以來的受浸課，讓我對

聖經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也明白了受浸的意義。 

 

         在此，我決定，我要背起十字架，向著耶穌而活。感謝耶穌流

下寶血洗凈我們的罪，我要向世界宣佈我是一名跟隨主耶穌的信徒，

我要的存在是為了給主耶穌作見證，我要用在世界的這些年月學習主

的樣式。我是一個罪人，不配得到的恩典主卻加給了我，懇求聖靈帶

領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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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証  ❙叶灵俊❙ 

      

   我是來自廣東，

原來在家鄉，受佛教影

響很深，從來沒想過要

加入基督教。來到美國

後，朋友帶我去教會，

我是抱著學習和交朋友的好奇心去參加教會活動

的。我當時的心態是：不排斥也沒有意向加入教

會，其中，多多少少還帶著些提防心。 

 

       一開始參加主日學，就感覺吳牧師很能講，能

把聖經裏簡單的話語及普普通通的事件延伸出很多

道理來，而且這些道理都很接地氣，能聯想到自己

生活中發生的一些事情，可以對照、印證並有所感

悟。我就想：沒事多來聽聽也挺好的。剛好，有幾

個月禮拜天都沒其他地方可去。而且認識一家很有

愛心的教友，他們很熱心也很辛苦每禮拜都繞路來

接我去教會，讓我很感動。就這樣，我對教會對聖

經對教友開始有了認識。 

 

       這個階段，我對教會對聖經感興趣又好奇，也

收獲一些認知及有不少的啟發，但同時我也有很多

的疑問及想不通的地方。抱著深入學習的態度，我

先參加了慕道班，吳師母的教導很吸引我繼續學習

真理。 

 

       後來又參加了受浸班，特別是參加了受浸班的

學習後，我才開始有系統的全面了解聖經，從聖經

中我才明確的知道：我們人類以及這個世界奇妙的

萬事萬物是怎麽來的？也從聖經裏看到了人類發展

及基督教起源、變遷等波瀾壯闊的過程。我越來越

感受到：聖經，不是一本可有可無的語錄，它是神

(我們這個世界的造物主)留給我們的話語，它是那

麽的全面、那麽地具有確定性，它完全是我們生活

的真諦，我們人生前行的明燈。謝謝受浸班的兩位

老師：鄔小琤和王晉江。 

 

       隨著學習的深入，我從一開始僅僅只是好奇，

到有一點點觸動，再到很多層面引起共鳴與思考。

每個禮拜的主日學與受浸班，跟大家一起唱歌，學

習，祈禱。到現在，我忽然發現：主已經在我心中 

了，越來越多的時候，我自然而然的會向主祈禱；

越來越多的時候，我不知不覺地會想到主的話語。 

 

       我能感覺到我的生活觀在改變，以前隨遇而

安，按自己的思考、計劃生活。現在則更會覺察主

的安排，更會選擇去做主喜悅的事，以前會覺得自

己學了很多知識，有足夠能力可以規劃好並按自己

規劃好的軌道去生活，理所當然地自己就是自己生

活的主宰。現在，我知道了，我是主的兒子，有了

至高無上，無所不能的天父。我有天父依靠，我的

生活以主為中心，頓時感覺到我的生命是那麽的踏

實，喜悅及充滿力量。 

 

       之前認為：自己是個男人，就應該扛起所有的

責任，所以無論家庭、朋友、社會，所有的事情、

所有的壓力到自己這裏就是到頭了。無論是否有能

力解決都自己頂，有壓力有苦悶也不知向誰訴說。

現在，我覺得無論什麽事情，我背後都有一個依

靠，都可以跟主交流，主永遠都會給我希望，給我

信心，給我力量。我信主，主接納了我，主已經是

我生活與生命的中心，沒有任何可以替代它。 

 

       “我必用清水灑在你們身上，你們就潔凈了，

我要潔凈你們，使你們脫離一切汙穢，棄掉一切的

偶像。我也要賜給你們一個新心，將新靈放在你們

裏面，又從你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你們肉

心”（以西結書 36:25-26）。 

 

       今天，我受洗了，從此，開始了新的生命。未

來的日子裏，我要像曾幫助我的眾多弟兄姐妹一

樣，事奉主，榮耀主，也要去幫助更多的人，讓更

多的人成為主的孩子，讓更多的人得到主的救贖與

眷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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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浸見証    ❙孙道英❙ 

 

     “若有人在基督

裏，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林後 5:17） 

 

       我是一個偏內向的

人，喜歡安靜，不善於言談，不善於交際，不善於

表達自己內心的思想，不善於主動與人交流。我覺

得自己善於觀察與思考，做事專心細致，能堅持到

底。但在面對生活，工作，家庭等種種的迷茫，悲

觀，沮喪。很多事情都隱藏在內心深處。父親的下

身癱瘓臥病在床，姐姐的抑郁症，母親勞累的身

軀……。不管怎樣生活中的問題依然存在，社會不公

平的地方依然很多。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

使你們得安息”。（太 11:28） 

 

         初次對基督信仰，我能感受到偉大的愛與救

贖，有一個強力意志在勸告，去愛人，去信任人，

不再畏懼，互相支撐。因為基督說最大的律法是信

神，其次便是愛人如己。“律法的總結就是基督，

使凡信祂的都得著義”。（羅 10:4） 

 

        之後每次參加思樂島華人浸信會的禮拜天主日

崇拜，讓我一步步了解越來越靠近神的道路，見證

《聖經》是神的話語，它不僅揭示物質世界的奧

秘，更是在揭示屬靈世界的奧秘。更特別的是教會

的弟兄姐妹，他們的關愛和熱心助人，讓我感受到

了屬於神的愛。團契裏的氣氛是那麽的平安和諧，

覺得這裏好像是紛亂的世界裏一處屬靈的驛站，每

次聚會都能感覺我向神更靠近了一步。 

 

        “接受”，表明從以自我為中心的生命轉變為

以耶穌為中心的生命。我們必須打開心門接受耶穌

作為個人的救主和一生的主宰。照著祂的應許進入

到我裏面，赦免我的罪，白白賜給我新生命——永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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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壹 5:13） 

 

        現在我的生活裏卻逐漸有了主的話語和恩典，

每次禱告過後心裏能得到平安，不再焦慮。回頭想

想我所經歷的這一切，何嘗不是神為我所安排的。

而如今平凡的生活享受著，辛苦的工作熱愛著，沈

重的家庭幸福著，依靠主，過一個信心的生活。把

信心的根據放在主的話語和神的信實上，因自己有

得救的確據而歡喜快樂。 

 

        但往往難以省察自己內心的罪，可那罪總會通

過自己的所思所想和身心慾望表達出來，只有注重

靈魂的拯救才有可能將心中的罪破碎掉，綻放屬靈

的光輝。我願成為神的兒女，能親身去感受神的慈

愛。 

 

        “凡接待祂的，就是信祂名的人，祂就賜他們

權柄，作神的兒女”。（約 1:12） 

 

        “聖靈所結

的果子，就是仁

愛，喜樂，和

平，忍耐，恩

慈，良善，信

實，溫柔，節

制。這樣的事，

沒有律法禁

止”。（加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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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 

 見証 
 

  ❙谭颖珊❙ 
 

                  第一，信主之前我的價值觀 

 

       我出生在一個中國南方的普通家庭，父母都

是九十年代上大學的知識分子。高中的時候在圖

書館看書的時候曾經翻閱過一些聖經的片段，知

道一些聖經的典故，但是對基督教本身沒有進行

過了解。我到上大學之前都沒有進過教堂，身邊

的親朋好友也並沒有人信主。印象中只有住我家

樓下的一位鄰居奶奶，一直堅持去教會做敬拜。 

 

        在我上高中之前，一直都以為自己是一個無

神論者，因為高中政治課告訴我們要相信科學唯

物主義，在唯物主義的世界裏是不可能存在神

的。但是隨著進一步深入學習唯物主義和矛盾論

的知識，我逐漸意識到我並不是堅定的無神論

者，而是單純的沒有信仰而已。因為彼時的我完

全沒有機會接觸，也沒有人帶我走向能帶給我信

仰的神靈。因為沒有見過神，所以就認為自己是

無神論者，這種想法和“撈起一瓢海水說大海裏

原來沒有魚”的說法一樣沒有依據。每個人的見

識閱歷與人生經驗都是受身邊的客觀環境所限制

的，雖然那時的我並沒有見證過神蹟，但是我相

信即使沒有見過神蹟，也不能用我已有的見識來

認定神蹟並不存在。 

 

                   第二，我是如何信主的 

 

        我在大四的下學期申請了杜蘭的一年法學碩

士項目，確定了畢業後要來新奧爾良進行一年的

學習後，五月開始我就在律所進行實習。一切仿

佛都是按部就班地在發展，但是在實習期間我卻

感覺到十分的孤獨與迷茫，人生的方向並沒有像

我想像中的那麽清晰。上海是一個生活節奏很快

的城市，每天擠兩個小時的地鐵上下班是常態，

形形色色的陌生人低著頭彼此之間都回避視線接

觸。作為一個本科非名校出身的實習生，在受推

薦來到的律所裏我也是一直感受到壓迫感。從小

以來就不擅長處理人際關係的我在這一次實習感

到格外糟心，看待事物也變得異常消極。實習一

結束，幾乎只休息了兩天，就飛到了新奧爾良。 

 

        在正式開學後的某一天我收到了直系學姐新

薇的傳單，她邀請我來教會一起聆聽新生指導。

當時和我一起接到邀請的許多同學，一聽說地點

是在教會舉行，有許多同學是很抗拒的。他們之

中有很多是黨員，認為自己是無神論者，不應該

參加教會活動。但是說來奇怪，我的心裏並沒有

覺得這是一件值得抗拒的事情。而且本著一些對

聖經知識的了解以及基於對新薇學姐的信任，我

邀請了很多我的同學一起來參加活動。在那之

後，雖然我的同學再也沒有來過教會了，但是我

的心卻在一次次的教會活動之後發生了改變。在

我壓力最大的時候，我認識了主，認識到了自己

的罪過，也從“卸下重擔給上帝”這句話中認識

了到主的全能與慈愛，受到了聖靈的感動。 

 

                   第三，信主之後生命的改變 

 

       我一直相信，耶穌來到這世上，是為了讓我們

彼此相愛。人與人之間不應該是疏離的，懷疑

的，而應該是彼此扶持，彼此相愛。當以愛作為

出發點，去閱讀聖經，向神禱告，我真真實實地

看到了神蹟出現在我的生命裏。 

 

       我曾經也為自己每次向同學熱情打招呼，但是

她卻愛搭不理的行為所苦惱過，也感到很煩躁。

在一次團契活動中，我和教會的佳迪和敏霞姊妹

說了這件事情，她們建議我向神禱告，祈求我的

那位同學變得更美，生活更加順利。當我真心實

意地出於為她好的目的為她禱告，我每一次見到

她都是帶著笑容，再也不覺得難受了，反而覺得

心裏特別的踏實。路加福音第六章二十九到三十

一節中記載到：“凡求你的，就給他。有人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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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東西去，不用再要回來。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在學習神的話語，向

神禱告的過程中，我真正有所得著，也感受到了

神所賜予我的喜樂。之後，我的同學也開始了向

我進行回應和打招呼。 

       我相信，在未來的生命裏，只要我按照主的話

語行事，活出一個基督徒的樣子，就能真正地有

所得著。感謝主出現在我的生命裏，寬恕我的罪

孽，賜我福祉。我願意把一生交給主，讓祂做我

生命的主宰。  
 

   受浸見証   ❙池建钰❙ 

 

 我出生於中國福建

省福州市。 

 

 感謝主的安排讓我今

天可以在基督耶穌的殿堂

裏參加受浸，今天是我和其他弟兄姐妹受浸重生

的重要日子。 

 

 感謝主帶領我成為了一位真正的耶穌基督的

信徒。 

 

 王晉江弟兄引導我們上受浸班，讓我知道原

來我們都是有罪之人。主耶穌為了拯救我們，把

自己的身體和寶血無償的獻上為我們贖罪。而我

主耶穌又在死後，三天復活顯現，證明了祂戰勝

死亡的大能。祂教導我們仁愛，喜樂，順服，善

良，寬容…等。讓我們遠離驕傲，嫉妒，憤怒，貪

婪這些有罪的心。 

 

感謝主讓我找到了信仰，服事他人，將來還

能永遠的和主在一起。受浸後我們都會埋葬舊的

生命得到新的生命，往後我們生活中都能克制所

有的罪，遠離罪惡！ 

 

（以弗所書）4章 5節寫到一主，一信，一

洗。（馬可福音）16章 16節也寫到：信而受浸

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 

 

所以受浸是我們信仰的一個公開表達和印 

 

 

證，你要信世界上只有一個主，就是我們的主耶 

穌。有順服祂的心才能得到受浸。然而今天就是 

我和其他弟兄姐妹的受浸日子，感謝主我們所有

的都是祢安排的，我們一切的榮耀都歸於祢。 

 

       以前我沒有相信耶穌基督的時候，都是克制不

住自己的罪，比如最經常發生的憤怒，愛說他人

壞話。而且遇到事情以自我為中心，覺得他人意

見都是多餘的，就會大聲，面容耳赤的和他人爭

辯，爭強好勝，而且工作累了也很容易憤怒。 

 

在我認識王晉江弟兄，顏耀亮傳道和教會其

他姐妹以後，我的一切發生了改變。我學到了寬

容，服事，喜樂以及順服我主耶穌基督的謙卑的

心。 

 

現在我上班都很開心，也不會覺得累。現在

對工作，任何人都會學著像主對待我們一樣。 

 

非常感謝主耶穌，從今以後願意把我的生命

交托給主，靠祂帶領，願我以後的生活都跟隨著

主。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祢的名為聖。願

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免我們的

債，如同我們免了人的債。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

祢的，直到永遠。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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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証  
   ❙李鑫君❙ 

 
    我來這個教會一年多了，在 2019年感

恩節接受浸禮。已經不記得在信主之前生活

的狀態了，因為我是從小學就知道這位主的

存在，現在我都 23歲了，與主在一起的時間甚至遠超過和任何家

人在一起的時間。因為我奶奶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加上我小時候

是和她生活在一起，她是那個帶我到基督面前也是總讓我與基督連

結的關鍵。如果沒有她，我不會知道主的存在，不會在每個平安夜

都去教堂敬拜。感謝主這一年對我的看顧，不然不會在來到這邊後

尋找教堂，也不會在每個週日都堅持參加主日崇拜。 

 

     其實有罪的是，我信主的過程斷斷續續，也不是從始至終的

堅定，因為外界環境與人的影響真的很大。加上並不是每天都是順

心如意，我所祈求得到的祂沒有給我，我希望祂為我帶走的還在我

生命中，這些都讓我覺得主並沒有多關照我。 

 

     再有，因為另一部分原因，我不覺得自己配去接受浸禮，我

也不想做一個隨波逐流或者為讓別人滿意的人就去盲目接受浸禮，

這也是我並沒有在第一年進入這個教會就受浸的原因。我不能接受

自己在並不是特別了解主，知道主的要求與標準，私下做些違背主

意願的事，就隨便聲稱我願意讓祂作為那個掌管我生命的主，隨便

為找合群感就稱自己為 Christian, 或者更為具體點，為讓我奶奶

滿意而去受浸。 

 

     但是我感覺作為一個“Christian candidate”最為虔誠的一

點是，我總相信我走的每一步，我做的每一個選擇，我遇到的每一

個人，都是神的安排。這些不單是指好的人或事，我也遇到一些挫

折，一些差勁的人。在參加過一年多的週日主日崇拜或是教會其他

的活動，加上自己每天的讀經和禱告後，我對主也有了進一步的了

解。 

 

     選擇這次感恩節受浸，並不是說現在我認為自己完全符合了

主的要求，配的上成為祂的信徒，而是我在一些方面真的從內在改

變了一些，願意讓祂做我生命唯一的真主，也願意服從。我希望通

過受浸，接受主給我全新的生命。我很滿意現在的自己，因為是主

的恩賜。 
 

      
      ❙編輯室❙ 
 
耶穌來了，為要遵行父的旨

意，甘願謙卑虛己，道成肉

身，成為人的樣子， 一生以

遵行父的事為念。 

 

耶穌來了，以最奇妙的降

生，成為血肉之軀的最普通的

人，和我們一樣經歷酸甜苦

辣，經歷百態人生。 

 

耶穌來了，為我們顛沛流

離，為我們受盡貧窮， 在各

種艱難與磨難中，祢沒有忘記

自己的初衷:“為要完成差我

來者的旨意。” “為要拯救

罪人。” 

 

耶穌來了，為要呼召抵擋、

拒絕祢的我們，為要尋找，拯

救失喪的靈魂。 

 

耶穌來了，帶著生命的力量

而來，帶著復甦的盼望而來。 

耶穌為一切願意回轉的人，打

開通往永恆的大門。 

 

耶穌以自己作為天路的階

梯，使我們可以一步步地走向

祂，靠近祂，親近祂，仰望

祂，得著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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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刷：趙淑華 

    攝相：趙德華、厲莉       

    創刊：2000 年 2月 

 

耶穌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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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節特會 11/28 (週四晚) 

証道 : Pastor Jonathan 

翻譯 / 見證 : 鄔小琤姊妹 

粵語團契獻詩 : 愛的呼喚 

主持人 / 朗誦 : 劉曉艷姊妹 

UNO 團契獻詩 : 義泳姊妹 (恩典的記號) 

樂器演奏 :  

蕭瀟姊妹  

Jennifer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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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水 

團 

契 

獻 

詩 

 : 

餐館團契獻詩 : 祢坐著為王 

杜蘭團契獻詩 : 蒙恩的人 

司琴 : 高婧姊妹 

思 

愛 

不 

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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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兒童節目非常有趣：是通過精彩的聖經故事，經文背誦，生活運

用，任務執行，娛樂活動來引導孩子們學習對他們人生大有益處的重要

功課。歡迎家長送您的 3 歲-12 歲的孩子参加。 

 

          日期- 每週五晚上   時間- 6:30 pm 晚餐   /  7:00∼8:30 Team Kids 活動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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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披薩晚餐，聖經故事，聖誕手工! 孩子們在好玩及有趣的活動中 

                   了解聖誕節的真正意義 ! 
 

 

 

 

兒 
童 
聖 
誕 
節 

日期 : 12/13/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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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誕 
晚 
會 
12/20 

証道 : Pastor Jonathan 

翻譯 / 見證 : 鄔小琤姊妹 

兒 

童 

歌 

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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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艷姊妹 

高婧姊妹 

兩部双重唱  

: 平安夜 

年輕姊妹們帶動唱 

粵 

語 

團 

契 

獻 

詩 

: 

普 

世 

歡 

騰 

聖誕話劇 :  

舒清博弟兄 

“ 鞋匠小張 

的聖誕夜” 

Slidell 分堂獻詩 : 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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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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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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音樂特別奉獻 : 基督的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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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 年度執事分工 - 汪國順: 主席英文事工; 

李懋平：崇拜財政音樂事工; 鄔小琤: 主日學兒

童事工; 李益群：關懷事工; 陳威鋒：總務採購

愛宴事工 ; 趙德華：教會招待安全維修; 王晉

江：秘書宣教特會。 

 

▶ 2月 22/24日舉辦「家庭與婚姻講座」陳肇兆

牧師/博士  (Rev. Dr. David Chan) 。 

 

▶ 史迪威傳道於 4月 15日離開本教會前往溫哥

華浸信會信友堂服事，教會在 3/31為他行按牧

禮。 

 

▶ 4月 12日-14日新加坡“愛心歌社”帶來佳音

佈道會傳揚神的愛。加坡愛心歌社創辦人黃騰衛

牧師，周明倫姊妹，黃家萬弟兄，杜玉霞姊妹。 

 

▶ 4月 19日為受難節，當晚舉行受難節中英聯合

崇拜，紀念主耶穌的受難，一同紀念主恩。  

 

▶ 4月 21日復活節主日，詩班獻詩 « 復活 

Resurrection »。  

 

▶ 復活節受浸的弟兄姊妹 - 杨陈、林碧花、 

湛宇环、徐曾郁蕙、奚海燕、黄英娟。 

 

▶ 5/4 日 (週六)教會春季大掃除和維修。 

 

▶ 年度的音樂晚會於 5/1日舉行。參與者: 

Grace, Mathew, Hannah, Jennifer, Jeremy。 

 

▶ 教會今年的兒童暑期聖經班（VBS）於 6/28-

6/30 日舉行。 

 

▶ 7/18 至 7/21 日教會 15位弟兄姊妹至芝加哥

參加讚美大會，並至王振軍牧師欣斯代爾華人基

督教會短宣。 

 

▶ 8/16 教會參與紐奧良浸信會展覽环教會準備春

捲奶茶年糕 lemon bread與神學生分享。 

 

▶ 8/17 教堂聖殿油漆。 

 

▶ 教會九月份有了新的 Logo。 

 

▶ 東南亞短宣隊於 8/30 至 9/14 在印尼克里蒙小

島漁村宣教，及蘇島蘇卡拉美貧民窟醫療宣教。 

 

▶ 10/4 日教會開始舉辦 Team Kids 兒童節目。每

週五晚上。晚餐:6:30pm，活動 7:00-8:30pm。  

 

▶ 教會秋季福音營於 10/18-19 日舉行，講員: 

梁中杰牧師，梁何蕙青師母。 

 

▶ 教會今年的感恩節期浸禮在 11月 24日主日擧

行。崇拜後在大堂有年度會員大會會前的 Q&A，將

報告大會會議議程 (教會財政預算等)。 

  

▶ 2020 年執事提名委辦：吳牧師，趙崇國，杜良

銓，趙德華，陳威鋒。 

 

▶ 本年度教會的感恩節特會於 11/28 (週四晚)舉

行，共賞各團契獻詩的精彩節目。  

 

▶ 感恩節受浸的弟兄姊妹- 付源帝、叶灵俊、 

孙道英、李鑫君、池建鈺、谭穎珊。 

 

▶ 12月 8 日（主日）中午在大堂召開本年度第二

次會員大會，會議:(1)新會員入會: 今年復活節

受浸者與轉會者(高婧，張明洁，舒清博，桓涌

杰，孔祥興)(2) 2020年度新執事提名表決(3) 

2020 執事提名會員：汪國順，金蓮錦(4) 2020-

2022 資產委員會提名表決(5) 2020 年教會預算 

(6)其他動議。 

 

▶ 聖誕晚會於 12月 20日晚上舉行，一起同頌主

恩，共度聖誕。 

 

▶ 12月 22 日（聖誕主日）詩班音樂特別奉獻

（“基督的降生”），一同歡慶救主耶穌誕生。 

回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