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New Orleans Chinese Baptist Church 
      
                  3413  Continental Dr., Kenner, LA 70065 
http://nocbc.org 或  http://chinesebaptist.us    (504) 463-0235 
58516 Pearl Acres Road, Slidell, LÀ  (Grace Memorial Baptist Church) 
                             http://slidellchinese.com 

 活水双月刊  Living Water 
              主後二零二零年七月（第119期） 
        Bimonthly Newsletter July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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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靈充滿的生命           

 
                        文=吳國華牧師      

                      

   我們都渴慕進入屬靈的豐盛，盼望過得勝的

生活。使徒行傳第二章至第四章，讓我們看到聖

靈如何帶領使徒們進入屬靈的新境界，在黑暗中

看見神的光。 
 

    主耶穌復活之後，在世上顯現四十天之久，

然後升天。在升天之前，主耶穌應許賜下聖靈，

叫門徒們等候聖靈的降臨。經過了十天忍耐的等

候，那要來的大日子最終果然來臨了。 
 

    （徒 2：1-4）“五旬節到了，門徒都聚集在

一處。忽然從天上有響聲下來，好像一陣大風吹

過，充滿了他們所坐的屋子。又有舌頭如火焰顯

現出來，分開落在他們各人頭上。他們就都被聖

靈充滿，按著聖靈所賜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

來。” 
 

    聖靈降臨，使彼得能更有效的事奉，經歷神

的大能。聖靈的工作是要藉著信徒的生命和見証

來榮耀主。使徒行傳第二章至第四章的記載，幫

助我們認識聖靈，聖靈降臨使人的生命得著改

變。  
 

一. 聖靈降臨使人得口才傳講基督      
             

    還沒有被屬靈充滿的彼得是軟弱，膽怯，情

緒化，失敗的彼得。被屬靈充滿之後的彼得是剛

強，勇敢，得勝的彼得。這種轉變是發生在五旬

節聖靈降臨的那一天。過去彼得充滿自我，五旬

節之後，彼得被聖靈充滿，生命完全的改變了。 
 

    之前彼得懼怕猶太人，把房門關起來，擔憂

自己的性命。五旬節之後，彼得勇敢的站在公會

前放膽講道，置生死於度外。之前彼得要的是榮

耀自己，不要十字架。五旬節之後彼得要的是十

字架，不再計較自己的榮辱與得失。 
 

    五旬節那一天，門徒領受了聖靈的能力，彼

得馬上充滿了講道的膽量，權柄和能力。結果三

千人悔改。一位曾經因怕死而否認自己的主的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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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一位貪生怕死緊張驚惶的彼得，現在竟然屹

立在世人面前，宣揚他不久以前剛否認的耶穌。

這是聖靈的權柄，聖靈以非凡的方法彰顯了神的

權柄彰顯了神的作為，使人得口才傳講基督。 
  

二. 聖靈降臨使人得能力見証基督 
 

    （徒 3：6）彼得和約翰被聖靈充滿之後，他

們在前往聖殿的途中，醫好了一個生來是瘸腿的

人。這個生來是瘸腿的人看見彼得和約翰的時

候，照樣的向彼得和約翰們求乞。彼得定睛看

他，然後對他說：“金銀我都沒有，只把我所有

的給你，我奉拿撒勒人耶穌基督的名，叫你起來

行走。”  
 

    彼得靠耶穌的名所成就的，是超乎這生來是

瘸腿的人所想所求。金錢與物質的救濟只能滿足

他短暫的需要，過後他仍然還是需要每天被人抬

來行乞，但耶穌的名為他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 
 

    彼得所行的神跡，叫生來是瘸腿的人得著醫

治，引起了許多人的注意。生來瘸腿的人每天被

人抬來放在美門前討乞，是大家所知道所認識的

公眾人物。現在他會走會跳，叫人做夢也想不到

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  
 

    不單是他本人歡喜的不敢相信，連那些知道

他認識他的過路人都感到稀奇。當大家前來圍觀

看熱鬧的時候，彼得就藉著這個機會向眾人傳講

耶穌基督。彼得被聖靈充滿，滿有膽量的傳講福

音，聽道的人有許多信的，男丁數目約有五千。

聖靈降臨見証事奉的能力。 
 

三. 聖靈降臨使人得智慧高舉基督 
 

    （徒 4：1）“使徒對百姓說話的時候，祭司

們和守殿官，並撒都該人，忽然來了”。他們都

是有權有勢的人，他們就前來抓拿彼得約翰，將

彼得約翰押留一晚。雖然使徒受逼迫，但並沒有

影響福音廣傳，更是叫福音興旺。 

 

    彼得和約翰雖然在官長面前被奚落，被恐

嚇，但他們一點都不懼怕。因為他們在還沒有說

話之前，彼得就先被聖靈充滿。 （徒 4：8）“那

時，彼得被聖靈充滿，對他們說”。 
 

    彼得引用（詩 118：22）的話：“匠人所棄的

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宣告耶穌被他

們棄絕與殺害，卻藉著從死裡復活，成為神救贖

計劃主要的房角石。 
 

    彼得宣告：（徒 4：12）“除祂以外，別無拯

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

以靠著得救。” 
 

    耶穌是舊約應許要來的彌賽亞，是復活的救

主，是世人的盼望，更是通往天父那裡的唯一道

路。 
 

    那些官府的人見彼得約翰的膽量，又看出他

們原是沒有學問的小民，就很稀奇。他們發現門

徒們是跟隨過耶穌的人，因為門徒們說話的時候

帶著權柄，與耶穌在世上的時候說話一樣滿有權

柄。因為使徒們是受訓於最偉大的老師耶穌，現

在耶穌雖然離開了彼得約翰，但耶穌卻差遣聖靈

保惠師來與他們同在，使他們得著力量和膽量，

口才和真理的知識。 
 

    被聖靈充滿，滿有膽量的人不一定要有豐富

的學識，乃是要從耶穌的身上學習，與耶穌建立

美好的關係，將生命之道表明出來。可見被聖靈

充滿的膽量，不是出口傷人的膽量。乃是成熟堅

定的膽量，穩定平衡的表現。這是聖靈所賜的膽

量，使人有一種臨危不亂，能夠坦然面對危險和

壓力的膽量。 
 

    當公會的官長們看見那生來是瘸腿的人已經

被治好了，現在也站在彼得他們當中，就無話可

駁，這是不能推翻的事實。生來是瘸腿的人站在

那裡不必說什麼，只須在眾人的面前出現，就是 

一個很有力帶來果效的活見証，高舉基督的聖

名。 

 
 
 

 

 

聖靈降臨內住在基督徒的生命中，讓我們因順服聖靈而被聖靈充滿。 

在教會生活與信徒個人生命中藉著聖靈的充滿和聖經真理見証基督。 

教會是為著見証耶穌基督而存在，我們是為著榮耀耶穌基督而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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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是真正的愛？非常扎心的故事 
                                   推薦=吳國華牧師 
 

在天堂有個女人來回的走，這邊看看，那

邊看看。欣賞天堂的美，感受著神創造的偉大，

和神的智慧。 

 

寶石城，精金街，美麗的生命樹，生命水的

河。不斷的說哈利路亞。伸手摘了一個果子，好

甜哪。邊吃邊走邊看，真好。看到了前面有個珍

珠，好大，原來是天堂的門，神太偉大了。 

 

出了城，又往前走了一段路。那是什麽，走

了走，停了停，看到火紅的一片，聽到了刺耳的

聲音，到了一個深淵對面是「 地獄」 ？滿了人在

火裡，痛苦的不斷的翻騰。人的身上滿了蛆，滿

了蟲子被咬的不斷的喊著。聽著真是狼哭鬼嚎，

撕心裂肺，叫人害怕。 

 

女人看到這裡說：「 主啊，我感謝祢叫我信

了祢的名，來到了天堂的裡面。」  

 

女人剛要轉身離開，就聽到「 老婆，媽媽，

奶奶」 的叫喚聲。她看到自己的丈夫，兒子，兒

媳，孫子，滿身的蛆，蟲，在火裡非常的痛苦。 

 

丈夫說：「 救我出去，這裡太痛苦。」 兒子

說：「 媽媽，媽媽，我好渴，好渴。 」 孫子一

旁喊到：「 奶奶，抱抱我，抱抱我。」 女人哭

了，哭的很傷心。 

 

這時丈夫說：「 在世上時為什麽不對我說信

耶穌得永生，不信得下地獄。為什麽不給我領到

教會，為什麽不給我付上代價給我禱告，為什麽

傳福音聚會不把我叫去。」 女人聽到這裡哭的更

傷心。 

 

地獄傳來了一聲：「 媽媽」 女人流著淚看著

在火裡，滿身被蛆咬著的兒子，說：「 媽媽

在。」 兒子說：「 媽媽你愛我嗎？」 女人說：

「 媽媽愛你。」 兒子說：「 有多愛？」 女人

說：「 我願意把最好的給你，把你想要的給

你。」 兒子說：「 最好的吃的嗎？最好的衣服

嗎？最好的房子嗎？最好的車子嗎？」 兒子大聲

的說：「 它們能救命嗎，能換來你站的地方嗎？

那怕是腳能站下去就行的地方。有人願意現在和

我換嗎？」 兒子非常仇恨的看著女人說：「 你從

來就沒愛我，我一生下來，你就把虛假的物質生

活給我，沒有把永遠的生命給我。再多物質，現

在看都是無用的。人生最有用的是生命，你給了

我一次，確毀了我的永生，如果我生在了別人的

家裡，我想我是在你那邊。」 女人無話可說。 

 

這時孫子叫到：「 奶奶，奶奶。」 天真的

說：「 抱抱我，抱抱我。」 又看到了女人手上的

果子說：「 能給我吃嗎，我渴。」 女人捶著胸，

拍著腿，咬著牙，哇哇大哭。因為她此時什麽也

不能做。 

 

弟兄姐妹們，主現在

沒有來，現在正是等候的

日子，正是拯救的時候。

請讓我們起來，把家人帶

到主面前。付上代價禱告

在神的面前。不要等到主

來，我們羞羞慚慚。好好

禱告為你所愛的家人們。

以馬內利！ 

 

【摘自:主耶穌基督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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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浪費了這次疫情 
 

      文=梁家麟牧師( 香港建道神學院前任院長 ) 
 

   推薦=David 李 

 
 

(1) 如果你不相信疫情是上帝允的，你就浪 

費了這次疫情，凡事的發生都有上帝的允許。 

 

    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麻雀也不能掉在地

上 ( 馬太福音 10:29 ) 

 

(2)如果你只注意外面的防疫，而沒有靠聖靈

防備罪疫，你就會浪費了這次疫情。你是否在容

忍罪 : 自誇，貪婪，仇恨，爭競，詭詐.....和

疫情沒來時一樣呢？ 

 

不要只想著勝過疫情，而是疫情提醒你勝過 

罪性。 

 

神啊，求祢為我造清潔的心，使我裏面重新 

有正直的靈。( 詩篇 51:10 ) 

 

    (3) 如果你拒絕考慮死亡，你就會浪費了這

次疫情。“人若賺得全世界，卻喪失了自己，賠

上自己，有什麼益呢” ( 路加福音 9:25 ) 詩篇 

90:12 - “求祢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

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心。” 

 

    (4) 如果你盼望疫情盡快止住，只為著活下

去和正常生活，而不尋求明白神的心意和更珍惜

基督，你就會浪費這次疫情。「你們若真與基督

一同復活，就當求在上面的事，那裡有基督坐在 

神的右邊。」 ( 歌羅西書 3 :1 ) 

 

 

上帝希望你的靈魂甦醒，疫症時不必要的事 

都停頓了，讓你醒覺永恆的事，基督的救恩。 

 

(5) 如果你花太多時間閱讀關於疫情資訊， 

卻沒有足夠時間讀神的話語，你就浪費了這次疫 

情。了解關於疫情情況並沒有錯，如導致了解神 

的熱情減少，就必受虧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 

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他要像一棵樹栽 

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葉子也不枯乾。凡他 

所做的盡都順利。」( 詩篇 1:23 ) 

 

(6 )如果你沒有好好利用這次疫情，讓它成

為基督真實和榮耀的見證，你就在浪費這次疫

情。基督徒不是偶然出現在任何一個地方的，在 

任何處境都有神的美意。今次疫症讓武漢基督徒

在街頭佈道派單張及口罩而沒被禁止，令無神論

的政權也命名醫院為火神山及雷神山。人窮則呼

天，所以，疫情，也是見證神 

 

     【摘自:浸信會救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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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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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學習與操練 
                          

                                  文=陳正 
 

 1.忍耐的意思 
 

在中文，“忍耐”的

意思就是要把痛苦的感覺或某種情緒抑制住不使

它表現出來，也指在困苦、艱難的情況下堅持下

去。經常聽人說，要學會忍耐，忍得一時之氣，

免得數日之憂。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

耐字也好理解，經常聽人講，這鞋耐穿，鞋底耐

磨，一個人耐事則指以忍讓處事，或指經得起得

失、榮辱等人事之變。  

 

    在《聖經》中，“忍耐”指一個人承受得起

衝擊，磨難而不失對神的信心，也指一個人在苦

難中和受到不公正，無理甚至殘酷的對待時，仍

然站立得住，包含忍受、耐久、長時期的受苦、

沒有怨言、經得起考驗，有盼望，有信心等。 

 

    在英文聖經中，忍耐可以是 Forbearance, 

endurance, perseverance等不同詞匯，由比可以

看出，在不同的場合，忍耐的含義和側重點不盡

相同，忍耐的內涵是很豐富的。《聖經》加 

5:22,23告訴我們“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

喜樂、平安、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

節制。” 

 

    2.主耶穌是我們忍耐的榜樣 
 

    主耶穌在被釘之前，主耶穌忍耐不信的世

代，不悔改的世界；忍耐著那些悖逆、刁難、逼

迫祂的各種人;忍耐門徒的小信，猶大的出賣；主

耶穌被釘十架之時，忍耐著冤枉和殺害祂的人；

忍受著兵丁的戲弄和辱罵;忍受著眾人的嘲笑與譏

諷；忍受著上帝的離棄之痛苦與門徒四散之悲傷; 

主耶穌覆活之初，忍耐著門徒的軟弱和疑惑。今

天，主耶穌也在忍耐著你和我，主耶穌實在是一

位大有忍耐，甚至忍耐無限的神，是我們學習的

榜樣。在聖經中主忍耐的例子有許多，細細讀

來，令人動容。 

 

    我們知道使徒保羅在信主前是怎樣的個人，

他逼迫教會，以讓基督徒受苦受難為樂，甚至殺

害基督徒，這樣的一個大罪人得到主的忍耐，並

讓他的能力得到充分的發揮。提前 1:15“基督耶

穌降世，為要拯救罪人。”這話是可信的，是十

分可佩服的。在罪人中我個是罪魁。提前 1:16

“然而我蒙了憐憫，是因耶穌基督要在我這罪魁

身上，顯明祂一切的忍耐，給後來信祂得永生的

人作榜樣。” 
 

    太 18:21,22“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

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七次

可以麽?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

到七十個七次。” 
 

    當耶穌被釘十架時，祂的忍耐真是超出了我

們的想像。路 23:34“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

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人們或許會問:主耶穌是神的兒子，那麽有能

力，為何還要忍耐呢？約 3:16“神愛世人，甚至

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主的忍耐為的是要拯救罪人，

要順服天父的旨意，要完成救恩的計劃，為要擊

敗魔鬼的權勢。這是一種堅持到底的智慧，這也

是生命高深的一種境界，主的忍耐絕不是懦弱的

表現，也非常人所能企及的，難怪人們都認可，

人的忍耐是有限度，而主則不同。 

 

    3.忍耐對我們的重要性 
 

    主耶穌是神的兒子，要完成救恩的計劃，需

要忍耐，那我們為什麽也要忍耐? 加 5:25“我們

若是靠﹝聖﹞靈得生，就當靠﹝聖﹞靈行事。” 

 

    作為基督徒，我們相信主，信靠主，有平安

有喜悅。困難的時侯，也願意來到主的面前，盡

心禱告，學會交托，把心裡的負擔，壓力和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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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交給主。但我們須知道的是雖然我們受浸成為

基督徒，我們慶幸成為受揀選的人，並因信稱

義，我們更該自受浸之日起成為再造的新人，要

有分別為聖的人生，過聖潔的生活；不然的話，

我自依然是我，一切按部就班，頂多就是對人客

氣一點，周日去教堂，平時該幹什麽幹什麽，該

爭的利益，名聲還是要爭，該與人鬥爭還是要

鬥，美其名曰: 這就是人生，由不得我。看不慣

別人，想說就說；被惹急了，也可能發一通脾

氣，傷了人也不自知，也不去反醒；這種情況發

展下去，就可能出現這樣的情形:某天某人講，

啊，沒想到，沒看出來，你是個基督徒。那就尷

尬了。 
 

    聖經教導我們:忍耐是是聖靈所結的果子，更

是神子民應有的品格。我們需要的忍耐不是無

奈，也不是與生俱來，而是以愛作為其根基，有

信心，盼望和喜悅相伴。願我們能以愛神為動

機，效法基督的忍耐。忍耐是人生的必修課，也

是我們基督徒屬靈的必修課。忍耐的榜樣就是我

們的主。聖經中有許多我們喜愛的，也是耳熟能

詳的有關忍耐的金句，真是常讀常感動。 

 

    羅 5:1至 5:5“我們既因信稱義，就藉著我

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們既因信稱

義，就藉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得與神相和。我

們又藉著祂，因信得進入現在所站的恩典中，並

且歡歡喜喜盼望神的榮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

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為知道患難生忍耐。忍

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因為

所賜給我們的聖靈將神的愛澆灌在我們心裡。” 

 

    羅 15:4至 15:5“從前所寫的都是為教訓我們

寫的，叫我們因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著盼

望。但願賜忍耐安慰的神，叫你們彼此同心，效

法基督耶穌。” 

 

    林前 13:4“愛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

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林前 13:7“凡

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雅 1:3“因為知道你們信心經過試驗，就生

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們成全完備，毫無

缺欠。”可以講，一個忍耐成功的人，也就是屬

靈生命成熟的人。 

 

    4.忍耐的操練 
 

    我們都知道知易行難的道理。聖經更是清楚

地告訴我們。羅 7:19“故此，我所願意的善，我

反不作。我所不願意的惡，我倒去作。” 

 

    以下從幾個小的方面淺談我的認識。  

  

    (1)弗 4:29“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

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

處。”古人講，一言既出，駟馬難追。禍從口

出，病從口入。這真是很有智慧的話，滿有人生

哲理。傷人的話，就好像是一個釘子深深紮入木

塊，說了不該說的話，既使賠理道歉，別人也願

意原諒你，但你的話語，話語帶來的傷害可不是

別人想忘就能忘的，因為傷害已經造成。設想一

下，把紮進木塊的釘子撥出來，木塊還是原本的

樣子嗎？人是有記憶的。 
 

    拿我來講，我記性不好，但是我有時選擇性

的記憶，無意的記憶也著是讓人吃驚。小學老師

批評我的話(是為我好)，我還記得，那些表揚我

的話真是讓我感到如沐春風，但很快就忘。我記

得在女兒念十二年級以及大一，大二的那些年，

有叛逆，逆反心態，我一點不明白忍耐的重要，

我對女兒說話方式就是不經過大腦，衝口而出；

更為惡劣的是，怎樣傷人怎樣講，完全沒有一個

受過教育的人的基本修養，還自以為是，固執地

以為這是對女兒好。這些都發生在我受浸之前，

直到後來教會弟兄姐妹的幫助，我才知道忍耐在

子女教育中的無可替代的重要性。否則，那些傷

人的話真會帶來嚴重的後果；當然，聖經中，主

的話語讓我明白更多關於子女以及子女教育的真

諦。 
 

    當我們與人交流時，說什麽固然重要，何時

說也很重要。當兩個交流者都處於心情平和的時

候，往往說話才有好的效果；當有一方情緒不好

時，說話就當小心了。 

 

    (2)這裡我想要分享關於如何對待慕道友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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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教會活動，通常離不開慕道友的參與。顯

然，慕道友是一個教堂興旺或衰減的關健。沒有

了慕道友，就好比池塘沒了活水，終將乾涸。每

一個基督徒都有一個大使命，讓更多的人認識

主，親近主，歸向主。我們已受浸的基督徒理當

拿出耐心熱情對待慕道友。我們不可以對慕道

友，尤其多年的慕道友失去耐心，我們要對他們

的言行，徘徊、猶豫、懷疑或似信非信多加忍

耐。其實，要改變一個人是很難的，唯有我們的

神才能辦得到。尤其考慮到大多數從大陸來的

人，沒有基督教的基本認識，更多的是早早接受

了無神論，要改變一貫的信仰無疑是難的。拿我

自己來講，我接觸基督教是 2000 年到美國之後的

事，作為一個慕道友有十四，五年之久，我自嘲

為榆林腦袋，開化不易。真的是，教會，尤其是

活水弟兄姐妹對我，對我妻子的不離不棄，關心

忍耐終使我們先後信靠我主。 

 

    (3)我們應學會制怒。箴言 14:29“不輕易動

怒的,十分聰明;輕易動怒的，大顯愚妄。”我們

都知道衝動是魔鬼，但是一旦遇到什麽事，也難

免心中怒氣升騰甚至難以控制。我們應該懂得，

凡事忍耐，三思而行。免得圖一時之快，逞一時

之能，一怒之下，幹下壞事，那就悔之晚矣。我

們要實踐忍耐，不斷操練，學會忍耐，能夠駕馭

一心中怒氣，不再作怒氣的奴隸。 

 

    5.忍耐的誤解 
 

    (1)我們知道中國有句俗話，叫“君子報 

仇，十年不晚。”顯然，這樣的君子，夠忍耐，

夠忍辱負重。但是這種說法很有誤導性，對人生

往往沒有正確的指導意義。試想人生有幾個十

年，我們真應該把時間精力花在更有意義的地

方，提高自身的業務能力，能為更多的人服務，

榮耀主。十年過後，當淡忘當初的不快，不幸的

經歷，把苦難當成成長的養份，梅花香自苦寒

來；十年，我們應該覺得要感恩的東西太多，那

有功夫去對過去的人，過去的事耿耿於懷，那有

心思去記仇報恨。十年忍耐之後，應是寬恕，感

恩有主的陪伴，有主隨時隨地的恩典。羅 12:17

“不要以惡報惡。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

作。”  

 

    (2)人們常說“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

然後就是某一天，終於可以揚眉吐氣。以此告誡

人們寄人籬下，當忍則忍。其實，不管怎樣，有

屋簷遮風擋雨，我們當感恩;當我們不再需要屋簷

的時候，應該滴水之恩，湧泉相報，有機會為他

人提供屋簷；人在屋簷下，不得不低頭，有忍

耐，有謙卑；但真正的謙卑應发自內心。謙卑只

會帶給人們好處，你忍耐謙卑，朋友愈多，你真

會得到朋友們暗中的幫助。羅馬書 8：28“我們曉

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

祂旨意被召的人。” 

 

    (3)忍耐就是自個扛自個承受，不要打擾他

人。有的基督徒遇到麻煩，痛苦，能勇敢地拿出

忍耐精神，卻從不與他人分享，怕給別人添麻

煩，怕打攪別人的平靜生活。或許，他們到是樂

意在家裡默默禱告，求主同在，求主給予力量安

慰。平時，他們往往樂意與弟兄姐妹分享喜悅，

至於憂愁病悲苦酒就自個扛著。太 18:19“我又告

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

意地求什麽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

全。”由此，我們知道，弟兄姐妹應該能同甘苦

共患難，同心禱告，更有力量。  

 

    (4)有的弟兄姐妹遇到難題，病痛或是災難，

盡管也能忍耐，但是性情大變，全沒了當初的喜

悅，滿臉寫滿優傷，只感到人生無奈，不如意十

之八九，內心不時充滿絕望。但我們應該明白忍

耐不是壓抑自己，不是痛苦掙扎而應是滿懷信心

的等侯，患難中也是有平安有喜樂，坦然應對。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是人，人都有軟弱。盡管我

們不明白為什麽有如此多的災難，像今年全世界

爆發，目前尚未得到控制的瘟疫(covid-19)，給

人類帶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但我們仍然相

信在每個苦難的背後都有上帝的應許，而忍耐正

是打開它的鑰匙。來 6:15“這樣，亞伯拉罕既恆

久忍耐，就得了所應許的。” 
 

    感謝主耶穌，主的恩典讓我有一顆謙卑認罪

之心，有反省和學習的能力，願主的話成為我腳

前的燈，路上的光，生命的糧，人生的指引;我願

意效仿主耶穌，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也感謝教

會牧師，師母，眾弟兄姐妹，尤其是活水團契對

我的忍耐，包容和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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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師：金蓮錦姊妹；陳敏姊妹 
 

受浸班是為已經接受主耶穌基督為救主，並準 

備接受浸禮的朋友所預備的課程。 

 

這個班的課程有 15個基要真理專題。目的是 

幫助學員可以更清楚基督信仰的基本教義，建 

立扎實的信仰根基。 準備參加浸禮的弟兄姊妹 

需要在浸禮前完成前 5 課:(神，我是罪人嗎?   

得救之路，重生，浸禮) 的學習。課堂上除了 

老師的講解，還有很多討論和分享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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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開始一步一步學詩篇。我們將從詩篇窺見 

  神的屬性，更身認識祂。從詩篇中來看神奇妙 

  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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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的了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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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班的目的是教導神的話語，幫助我們增 

    強信仰，並指導我們的腳步。提後 3:17說:  

    “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 

    人歸正，教導人 學義，都是有益的。” 

 

    對於主日學的課程，我們計劃先用十節課， 

    來述整本聖經。專注於大的圖片和關鍵要 

    點。然後，我們將進入聖經書卷，有系統地 

    涵蓋聖經。 

 

    聖經是上帝的信息，可以幫助我們屬靈成 

    長。我們希望一起可以學習聖經，互相勉 

    勵，並共同成長。如以弗所書 4:12所述， 

    我們可以“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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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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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O學生福音團契   聯絡：金蓮錦姊妹 
  Tel: 504-908-8598  KimLianjin@gmail.com 
 
✤活水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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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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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趙崇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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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團契 zoom 主日學每主日下午 12:15至 

  1:00pm。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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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弟兄姊妹在 

  這被關在家中的日子，可以更多研讀與思想神 

  的話。歡迎弟兄姊妹一齊來參與！ 

        ✤聯絡：周旭弟兄 / 王俊棋弟兄  

   Tel: 504-875-6158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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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遞福音。 

  ✤Te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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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james_ng@att.net?subject=NOCB%20Prayer%20Meeting%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mailto:dlin6@tulane.edu?subject=Living%20Water%20Fellowship%3A%20Contact%20Inquiry
mailto:Shung.chiu@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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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崇國弟兄 : 

林前 10:13  

代上 4:10 

王上 3:9-14  

  撒上 1:10-11 

Julia 姊妹 :   
 

詩篇 85:1-8 

詩篇 93 篇 

Selena 林姊妹 : 
 
士師記 6:13 

王晉江弟兄 : 
 

約伯記 38:22-30 

趙德華弟兄 : 
 

帖前 4:14,17 

汪國順弟兄 : 
 

以賽亞書 32:1-20 

吳國華牧師 : 
 

 詩篇 146-150 

詩篇 13:1-2,5-6 

David 李 : 
 

詩篇 25 

傳道書 1:2-11 

米韜弟兄 : 
 

詩篇 103 

 吳師母 : 
 

使徒行傳 

第一章 

金蓮錦姊妹 : 
 

以賽亞書 41:10 

鄔小琤姊妹 : 
 

詩篇 1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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