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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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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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詩 16篇） 
  

 
 

 

 

 

1神啊，求祢保佑我，因為我投靠祢。 

2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說，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3 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悅的。 

4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他們所澆奠的血我不獻上，我嘴唇也不提別神的名號。 

5 耶和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祢為我持守。 

6 用繩量給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7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 

8 我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9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10 因為祢必不將我的靈魂撇在陰間。也不叫祢的聖者見朽壞。 

11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 

                   

                       信主之後： 

 

          你在信仰與生活中有滿足的喜樂嗎？ 

 

      怎樣才能享受滿足的喜樂和永遠的福樂？ 
 

      詩篇第十六篇告訴我們，獲得蒙福的信仰生

活之秘訣。 

￭ 吳國華牧師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http://slidell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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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種生活的態度： 

 

         一．投靠神（詩 16：1） 

 

      我們要全心全意的投靠神，因為只有從神那

裡才能找到生命中一切的好處，就是指引，安

全，豐足，敬拜，與弟兄姊妹相交等永遠福氣。

我們生命中有許多的危機，我們的健康，家庭，

婚姻都會出問題。為此，我們要投靠神，求神保

佑我們。我們在世界上生活已經成為習慣，有很

多靠不住的，卻成了我們的依靠，如金錢，地

位，名利，權勢，文憑和朋友。 

 

      大衛卻說：詩 20:7“有人靠車，有人靠馬。

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因為投靠耶

和華的人有福了。 

 

        二．選擇神（詩 16：2-6） 

 

      神是我們的至善至寶，各樣美善的恩賜和全

備的賞賜都是從神而來。我們一生中最大的福

氣，就是認識神。 

 

      神只有一位，祂是獨一的創造主。今天，凡

是在我們心裡佔去應屬神的位置的東西，都可以

稱之為“別神”。所以以別神代替神來崇拜，愛

慕的，結果必定是越過越愁苦，只有回轉過來，

以真神為神，為所追求，愛慕，敬拜的對象，才

有滿足的喜樂。 

 

      我們的人生是以金錢為可靠呢？還是指望人

情呢？或是順著環境而行？是否能以神為產業，

為可靠呢？這是一個靈性蒙恩的關鍵問題，若能

將這一點弄正確了，就必要蒙大恩得大福。 

 

      主給我們安排的地界，是祂自己察看量給我

們的。唯有神所賜給我們量給我們的，才是最上

等的。 

        

 

  

三．聆聽神（詩 16：7） 

 

      “心”是人感情，思想，動機，勇氣，和行

動的源頭。我們當培養的生活態度就是願意讓神

每天以祂的話語來指教我們，警戒我們。為此，

我們應當每天都要閱讀聖經，將神的話存在心

裡。並靠著主的恩典去實現神的話。 

 

        四．透過神（詩 16：8） 

 

      將耶和華常擺在我面前，就是常常思想神，

仰望神。將神放在我們的生命中，我們便不至搖

動。因著有神的同在，我們能平靜安穩。祂在我

們身邊托住，使我們不安穩。我們要時常認定，

神常在我們身邊。我們更要記住，當難處來臨

時，把我們的神擺到面前來，對準祂，仰望祂，

祂就使你在危機中不動搖，不懼怕。 

 

              結語：（詩 16：9-11） 

 

      我們的天父就是這樣一位神，無論我們遇到

什麼事，祂總不會離開我們，不會置我們於不

顧。無論我們的靈性或高或低，我們的生活是否

得勝，祂都不會丟棄我們。祂會一路引導我們走

永生的義路，直到我們安返天家為止，因為祂知

們的本相，知道我們的軟弱。祂一定會扶持我

們，一直會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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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鄔小琤 
 
2020 年一開始就

充滿了動盪和不安，新

冠病毒在短短幾個月就

已經傳播到 200 多個

國家，奪走了全世界近

進 77 萬人的生命。 就

連如此發達的美國也在

僅 5 個多月中就有 17 萬五千多人被新冠病毒奪走

生命。不僅如此，新冠病毒流行還導致了數百萬

人美國人失去工作，很多企業倒閉，經濟直綫下

滑進入近百年來少有的大蕭條期。由於新冠病毒

流行尚未得到完全控制，其毀滅性的影響還在繼

續，它將帶來的後果比迄今看到的會更加嚴重。

如此猖獗勢不可擋的新冠病毒傳播以及由此所帶

來的動蕩不安的世界，已經並且還將繼續以前所

未有的方式影響到我們每一個人的生活，使人產

生不同程度的掛慮和對未來的擔憂甚至懼怕。 

 

最近查經讀到詩篇 16 篇，對大衛如何在困境

中依靠神得到滿足的喜樂很有領受，願意跟弟兄

姊妹們分享。 

 

       神差撒母耳膏立大衛作王時，大衛年僅 17

歲，而他在希伯倫登基作王時已經 30 歲。這中間

十幾年的時間裏，大衛大部分時間是顛簸流離逃

避追殺他的掃羅，日子很不好過。詩篇 16 是大衛

在西弗曠野被掃羅追殺（撒母耳記上 26）時寫

的。按常理這時大衛應該是恐懼、擔憂、惶惶不

可終日， 因為他稍不小心就會被掃羅抓住並置於

死地，而且他不知道這樣東躲西藏的逃亡日子何 

時到頭。可詩篇 16 篇全篇是對神的讚美和歌頌，

沒有一點抱怨、不滿、恐懼和慌亂。不知其寫作

背景的人讀這篇經文一定會以為這是大衛在順境

時寫的詩歌。大衛為什麽能在這種險惡的環境下

有滿足和喜樂呢？答案就在大衛寫的詩篇 16 篇的

經文中。 

 

1. 投靠神，全然相信神 

 

       大衛在禱告中對神說：「神啊、求祢保佑

我、因為我投靠祢。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

說，祢是我的主。我的好處不在祢以外。」 大衛

在患難的時候他的眼目只向上看，仰望神。他相

信只有神

能夠保護

他，他定

意不在神

以外尋求

任何好處

和幫助。

他全然相

信他的好

處不在神以外，就如同雅各書 1:17 節：「各樣美

善的恩賜和各樣全備的賞賜都是從上頭來的，從

眾光之父那裡降下來的；在祂並沒有改變，也沒

有轉動的影兒。」大衛雖然被掃羅追殺了十幾

年，但他不懷疑神，並且持續不斷地信靠神。 當

我們遇到患難困苦時，會禱告求神幫助。可如果

在預想的時間裏問題沒有解決，我們對神的信心

就會產生動搖，掛慮，擔心甚至埋怨就會油然而

生。大衛為什麽能這麽堅定地信靠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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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因之一就是他清楚地知道「以別神代替耶

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所以他定意不祭

拜別神，也不提別神的名號。當今的基督徒雖然

不會去祭拜別神，但我們有可能把屬世的事情看

得比神重要，當做我們生命的中心。讓屬世的事

情佔去了我們的精力和時間，以至於我們沒有時

間讀經、禱告與神親近。久而久之我們愛神的心

就會漸漸冷淡，離神越來越遠，後果就是愁苦加

增。 

 

       大衛在詩篇 39 篇中這樣說：「世人行動實

係幻影。他們忙亂，真是枉然；積蓄財寶，不知

將來有誰收取。主啊，如今我等什麼呢？我的指

望在乎祢！」大衛不忙亂地為自己在世上積蓄財

寶， 因為他的指望只在乎神。 

 

2. 以神為至寶 

 

       大衛以神為他的至寶。他對神禱告說「耶和 

華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祢為我 

持守。」（詩篇 16:5）大衛把神看作他的產業，

他相信因他是完全屬於神的，所以擁有神一切的

豐富。他相信「耶和華是日頭，是盾牌，要賜下

恩惠和榮耀，祂未嘗留下一樣好處，不給那些行

動正直的人。」（詩篇 84:11 ）所謂行動正直的

人，就是願意順服神的帶領，讓神掌管其生命的

人。世上的土地，房子，和錢財不是人真正的產

業。 而只有神才是我們真正的產業，有了神就擁

有了神一切的豐盛，而且神要為我們持守到永

遠。大衛為此由衷地相信人所擁有的屬世的財富

都有可能失去，而以神為產業的神為他持守到永

遠。杯中的酒能使飲酒的人快樂滿足。大衛說，

耶和華是「我的杯」是表明耶和華是他的滿足和

喜樂。 

 

       大衛相信只有神才是他堅固的保障，才能使

他不致搖動。他說 「我必稱頌那指教我的耶和

華。我的心腸在夜間也警戒我。我將耶和華常擺

在我面前。因祂在我右邊，我便不至搖動。」 

（詩篇 16:7-8） 大衛看中並感恩神的指教、警 

誡、扶持、和引導。我們要想得到超越環境的喜

樂，就要學習大衛以神為生命的中心。願意花時

間每天與神親近。我們越親近神，認識神，我們

就有越多的超越環境的喜樂和平安。 

 

3. 數算主的恩典並常常感恩 

 

       面對艱難困苦的險惡環境，大衛為屬神的以

色列民感謝神說：「論到世上的聖民、他們又美

又善、是我最喜悅的。」（詩篇 16:3）大衛也為

神賜給他的產業感恩說：祢「用準繩量給我的地

界、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詩篇 84:11 ）我們相信耶穌基督並悔改歸向神

的人都藉著耶穌基督得了神的兒女的名分。神也

按著祂預先所安排的， 預定我們在基督裏得神的

產業。（以弗所書 1:5-11）我們在天上的產業也

是實在美好。我們也應該為此感恩。大衛全然相

信神必不將他的靈魂撇在陰間。（詩篇 16:10）想

到這些大衛說「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詩篇 16:9 ）儘管大

衛當時被掃羅追殺，可想到神的救恩，想到神的

保護，他能做到心歡喜，霛快樂，肉身也安然居

住。我們神的兒女也有神賜給的永恆的生命。我

們也要為此感恩。 

 

每個人在人生旅途中面臨的困苦，挑戰，艱

難都不一樣。但只要我們學習大衛無論在任何境

況下，都單單地仰望神，以神為我們生命的至寶

和中心並常常禱告，凡事謝恩。神必將生命的道

指教我們。我們在神那裏就必能夠得到滿足的喜

樂和永遠的福樂。（詩篇 16:10-11） 

 

       「神啊，祢的慈愛，何其寶貴。世人投靠在

祢翅膀陰下。他們必因祢殿裡的肥甘得以飽足；

祢也必叫他們喝祢樂河的水。因為，在祢那裡有

生命的源頭；在祢的光中，我們必得見光。」

（詩篇 36: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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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el 趙 

馬太福音 

14:25-33

『夜裡四更

天，耶穌在

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裡去。門徒看見祂在海面上

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

叫起來。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

我，不要怕！」彼得說：「主，如果是祢，請叫

我從水面上走到祢那裡去。」耶穌說：「你來

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走，要到耶穌

那裡去；只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

便喊著說：「主啊，救我！」耶穌趕緊伸手拉住

他，說：「你這小信的人哪，為甚麼疑惑呢？」

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祂，

說：「祢真是神的兒子了。」』 

 

        耶穌行走在湖面上的事蹟，其實也出現在馬

可福音和約翰福音當中，但是唯有馬太福音在這

事蹟的後面加上彼得行走在水面的記載。彼得總

是想要學耶穌的樣子，他看見耶穌在水面上走，

便要模仿。我們看到這是非常生動的一課，告訴

我們跟隨耶穌要有信心。其實這裏也啟示出彼得

性格很容易衝動，但是又有軟弱的一面，帶給我

們後人寶貴的教訓和啟發。 

 

        當我們信徒在處於信心與懷疑之間，彼得所

代表的就是所有勇敢相信耶穌是救主的人。在彼

得邁進第一步的時候完全相信耶穌能夠幫助，但

之後卻忘記要繼續不斷的注目看耶穌，反而盯着

即將吞沒他們的巨風大浪。 

 

        當我們身處危機深淵的時候，似為要失去一

切的時候，才想起來要呼求救主，承認自己無能

為力，把自己交托給主，去經歷主恩典足夠一切

的需用，其實主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我們可以看看哥林多後書 12:9 是怎麼說

的！「祂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

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彼得就好像那些為了信仰而採取冒險行動的

人，基督徒需要學習與不確定性共存，人生中的

大小事不可能都在你我的預期與掌握之中，在一

切看似不確定中，要持續相信神拯救的大能。其

實彼得的問題，並不在於他起初提出的要求，而

是在他後來失去信心。我們人當遇到困難就好容

易失去信心，但從在今天分享的經文裏面，我們

領悟出信心這個問題，就是要持續的不斷相信，

當身處危機的時候，我們不要忘記，要不斷呼求

神的幫助！ 

 

        今天為什麼要選這幾段經文來分享呢，因為

牧師在兩個星期前打電話給我，要我在禱告會上

分享。但我拒絕說我的國語不好，也從來沒有用

國語對着這麼多人來分享。但是牧師鼓勵我，要

我好好操練自己，還說我的國語還可以的，所以

我只好接受這個挑戰。之後的幾天我不斷想找藉

口打電話給牧師推掉我不想分享，因為我真的害

怕我的國語說得不靈光。但是最後我都沒有打電

話，反而不斷的禱告，求神給我力量和信心。 

 

        感謝神給我力量，讓我知道不可以時常處於

軟弱中打轉，也不要為自己找藉口而拒絕挑戰與

成長，神的恩典與扶持永遠預備好在哪裏。重點

是我們肯不肯求祂幫助。願我們都能在這寶貴的

福音中求恩典站立得住，並且茁壯成長。 

 

        可能我今天這個見證，很微不足道，但是讓

我看出神的大能。神是我們隨時的幫助，只要我

們有信心，還有就是我們剛才唱的詩歌，因為我

們深知所信的是誰！ 

 

        你們是否也曾經憑信心為神而冒險，結果又

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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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LIA 杜 

 

經文簡述 

 

   在《王上》第 16 章的結尾處，聖經說暗利

的兒子亞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比他以前

的列王更甚，犯了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犯的

罪。他還以為輕，又娶了西頓王謁巴力的女兒耶

洗別為妻，去事奉敬拜巴力，在撒瑪利亞建造巴

力的廟，在廟裡為巴力築壇。 

 

神興起先知以利亞，讓亞哈知道這幾年以利

亞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之後，神指示

以利亞藏在約旦河東邊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

裡的水，烏鴉每天早晚給他叼上餅和肉。過了些

日子，溪流中的水乾了，耶和華指示以利亞去西

頓一個寡婦那裡

供養他。由於乾

旱，寡婦正準備

為她的兒子和她

自己準備一頓

飯，然後等待死

亡。以利亞仍要

求為他準備一些

麵包。即使這寡

婦沒有多少，她

還是接受了以利

亞的要求。此

時，以利亞告訴

她主會賜福給

她，不缺少麵粉

或油直到雨來。這事以後，寡婦的兒子生病死 

了。寡婦以為這是因為她以前犯的罪。以利亞祈

禱，主回答了他的祈禱，男孩復活了。在這件事

之後，寡婦真實信了主。 

 

神的屬性 

 

從這一章經文中，我們可以認識我們的神的

屬性如下： 

 

1. 神有主權和能力 

 

迦南人相信巴力是閃電和風暴之神，土地豐

饒是它的功勞。但是，神命令不要下雨就不下

雨。神一方面是懲罰拜假神的罪，另一方面是證

明耶和華是掌管萬有之神。地上的一切福份是來

自神的恩典。 

 

2. 耶和華必預備 (耶和華以勒) 

 

神知道亞哈和耶洗別想要找到以利亞而且殺

他。神吩咐以利亞先隱藏自己，然後命令烏鴉供

養以利亞。等溪流中的水乾了，神安排西頓一位

寡婦供養以利亞。神要我們做事之前，祂總是為

我們做準備，以至於沒有任何缺乏。就像神要亞

伯拉罕獻以撒時，神在樹林裡準備了一隻羔羊。 

 

3. 神對外邦人的救恩 

 

當神的選民以色列拜偶像時，神將祝福賜給

了外邦人。就像當時拿撒勒人拒絕耶穌，耶穌對

他們說：”當以利亞的時候，天閉塞了三年零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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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遍地有大饑荒，那時，以色列中有許多寡

婦。以利亞並沒有奉差往他們一個人那裡去，只

奉差往西頓的撒勒法，一個寡婦那裡去。”（路

4: 25-26） 

 

4. 神掌管生命與死亡 

 

神要以利亞和寡婦知道祂是復活的主也是生

命的主。就像當時耶穌對馬大說：“復活在我，

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

凡活著信我的人，必永遠不死。”(約 11:25-26) 

 

5. 神是愛 

 

以上所有屬性都顯示出神的愛。就像父母愛

自己的孩子一樣。祂關心我們日常生活和需求。 

如果我們犯罪，祂會懲罰我們。目的是希望我們

知道祂有永生因為耶穌戰勝了死亡。 

 

感想 

 

1. 以利亞的順服和信心 

 

神可以自己做一切，祂可以命令不下雨。 但

是，祂希望以利亞和寡婦參與祂的工作，為的是

要祝福他們。但是，如果以利亞和寡婦不信任並

順服神，他們將無法得到神的祝福。因此，我們

應該永遠信靠並順服神。 

 

2. 神用祂創造的所有萬物來完成自己旨意 

 

神使用一切甚至是烏鴉來達到祂的目的。因

此，無論我們多麽不配，神都可以使用我們。我

們只需要有一個願意的心與主同工並讓祂實現其

目的。 

 

3.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 

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賽 55:8) 

 

神差遣以利亞去西頓一個窮寡婦那裡，但西

頓是耶洗別的家鄉。對我們來說，我們不會選擇

這個危險的地方，因為就像把自己塞進虎口一

樣。但是，神的選擇是最好的地方。就像神要摩

西在埃及宮殿裡長大一樣。有時我們無法理解神

的計劃。但是我們必須相信祂的計劃對我們來說

是最好的計劃。 

 

4. 神祝福那些照顧有需要的人 

 

神祝福窮寡婦，不僅為她和她的家人提供了

足夠的食物來度過所有這些乾旱的日子，而且還

讓她認識了神，使她得到永生。就像耶穌告訴那

些照顧有需要的人一樣，說：“你們這蒙我父賜

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

國。”(太 25: 31-40) 

 

5. 耶穌說:“生命勝於飲食” (路 12: 23) 

 

神希望我們

知道生命比身體

更重要。寡婦在

乾旱期間可以過

無憂無慮的生

活。但是，神要

她知道生活不僅

僅只為滿足身體

需要。 神也在

教導我們同樣的

事情。我們應該

更多地認識耶

穌，因為耶穌是生命的糧。在祂裡面，我們會找

到平安與喜樂。 

 

總之，從這段經文中我們可以看到神就是

愛。 我們必須對神有信心，完全信靠並順服神，

然後我們才能在神裡面有平安和喜樂並豐盛的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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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吳國華牧師 

 

（弗三 21）“但願祂得著榮耀，直到

世世代代， 永永遠遠”。  
 
讓我們一步一步學詩篇，一步一步入佳

境。讓詩篇中的亮光引導我們靠近神。 

✤教師：吳國華師母 
 

慕道班主要是為還不是基督徒，但却願意

更多的認識基督教信仰的朋友預備的。 
 

這個班的主日學老師會淺入深出地講解基

督教信仰。課堂上除了老師的講解，還有問題解答和討論。 

 

✤教師：鄭淮南弟兄，杜良銓姊妹，王晉江弟兄 
 

 

查經班 - 閱讀啟示錄 - 正在進行中 

在這段動蕩不安的時期，我們看到世界上包括我們周圍有許多

不幸的災難，例如疫情，暴動，洪水，火災，蝗蟲，地震等等。我們經常想我們的主耶穌是否會快要再來，

以及我們應該如何做好準備。 
 

感謝主，大約 2000 年前，當基督徒遭受羅馬帝國迫害時，主耶穌向使徒約翰顯現。啟示了未來將如何發

展，以及祂如何掌管整個世界。從啟示錄中，主耶穌鼓勵我們要相信祂，即使在苦難中也要依靠祂，因為祂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相信祂的人將在新天新地與祂永遠同在。讓我們一起來學習啟示錄，了解神的計劃，

並互相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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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趙崇國弟兄 

               連淑筠姊妹    

         

 廣東團契 zoom 主日學， 

 每主日下午 12:15 至 1:00pm，

主日學是為了弟兄姊妹在屬靈生命的長進過程中能有

系統地學習神的話語，因此在疫情期間仍繼續在網上

有主日學，讓大家在這被關在家中的日子，可以更多

研讀與思想神的話。歡迎一 齊來參與！ 
 

廣東團契是個滿有愛心，彼此關懷的團契，為了傳福音給不同背景和語言的人，每主日牧師在網上崇拜用國

語証道後，我們粵語翻譯小組會將牧師証道翻譯成粵語，然後放在教會的網站 http://nocbc.org/，我們希望

藉此可以令更多人能夠明白清楚瞭解神的話語而得到救恩，疫情過後希望大家能夠親自到教會來，到時我們

會和牧師有同步翻譯，讓我們一同追求真理，認識我們的主耶穌基督。 
 

翻譯：余燕燕姐妹，趙淑華姊妹，李微笑姊妹 

✤聯絡：吳國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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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禱告會開始用 Zoom 聚會。祈求主保護我 

們的人民免受疾病侵害。為這次溫疫的發生使我

們能有更多傳福音的機會禱告。 

 

 

✤聯絡：周旭弟兄，王俊棋弟兄  

   Tel: 504-875-6158，504-355-6658     
 

Tulane 大學團契主要面向在杜蘭大學的中國留   

學生，訪問學者，教職員工；以及在杜蘭大學 

附近生活的中國家庭。 
 

我們旨在用聖經餵養造就基督徒，並為他們提供

彼此交通堅固的平台。亦對福音感興趣的慕道友

傳講福音，帶領人明白神的救恩，信靠耶穌。 

團契 
訊息 

 
 

http://nocbc.org/
mailto:james_ng@att.net?subject=NOCB%20Prayer%20Meeting%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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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O 學生福音團契 UNO Student Fellowship  

   聯絡：金蓮錦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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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水團契 Living Water Fellowship   

   聯絡：林東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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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疫情的原因我們不能向往常一樣團契，但可

以過網絡平台在線上聚會。UNO 團契和活水團契

在每周五晚上有線上團契！ 
 

時間是周五晚上 7:40-9:10。我們一起唱詩歌，每

周有一位負責同工帶領查經，學習神的話語並分

小組討論。我們隔離病毒，不隔離友愛！ 
 

✤Tem Kid   

 聯絡：Paul Eastwood  504-495-3680 
 
 這個兒童節目非常有趣：Paul 會盡量採用一些互 

 動形式吸引孩子們的興趣。歡迎父母帶孩子參加  

 
 

 

✤聯絡：王晋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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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樂島分會聚會有禱告會、主日學、查經學習 

    班。主日學是在星期天早上 9:00-10:00am，我 

    們已花了一年多時間查考了聖經新約和舊約 66  

    本書概論。查經學習班是每周學習啟示錄。 
 

    現在並有初信者建造學習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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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dlin6@tulane.edu?subject=Living%20Water%20Fellowship%3A%20Contact%20Inquiry
tel:225-28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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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汪國順弟兄   

Tel: 504-237-8828  

nocbc.youth@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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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製作: 

吳師母 

揚陳弟兄 

節目 

主持人: 

鄔小琤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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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崇拜(主任牧師): 吳國華牧師  

英文崇拜: 白健生傳道、范沙翁弟兄 / 兒童崇拜: 棟保羅弟兄 / 思樂島分堂崇拜: 王晉江弟兄 

司會: 王晉江弟兄、汪國順弟兄、楊東來弟兄、楊松桂弟兄、趙德華弟兄 

領詩: 吳師母、鄔小琤姊妹、義泳姊妹、高婧姊妹 

司琴: 高婧姊妹、范沙翁弟兄、Mandi 姊妹 

網路錄製: 楊陳弟兄、恆涌杰弟兄、賀台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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