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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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教會主題：“學基督的樣式；活出豐盛生命”（ 太 11：29）。 

                 
 
                             

 
                                       文/ 吳國華牧師  

           
 

 

 

 

2021 年教會主題：學基督的樣式；活出

豐盛生命（太 11：29）“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

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

得享安息。” 

 

我們憑著信得以進入到基督裡，祂就賜給我

們安息。我們負祂的軛，學祂的樣式，我們就找

到安息，就是降服於基督所帶來極深層的安息。 

 

“學基督的樣式”這個命令，代表我們降服

基督的轉捩點。這個命令要我們進入一個過程，

越學像基督，越信靠祂，就越能得著更深的平

安。 

貼近基督的生命是最整合的生命，“學我的

樣式”這個邀請，是主耶穌給所有的跟隨祂的人

的一個命令，是要我們得著更豐盛的生命，而能

有一個豐盛的人生。 

 

學基督的謙卑 
 

在最後的晚餐中，基督做了一件具體的事

情，最後一次來說明服事的原則： 

 

（約 13：12-15）“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 

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做

的，你們明白麼。你們稱呼我夫子，稱呼我主，

你們說的不錯，我本來是。我是你們的主，你們

的夫子，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

我給你們做了榜樣，叫你們照著我向你們所做的

去做。” 

效法基督 

http://nocbc.org/
http://chinesebaptist.us/
http://slidellchine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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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並不看重我們的學位，頭銜或成就，祂悅

納的是那些謙卑虛己的僕人。 

 

我們是以信心領受恩典以學像基督，沒有一

個人能夠憑着自己的努力，苦修，而能夠學像基

督，學像基督只有憑著信心，領受恩典這一條

路。 

軟弱的人也能學像基督，我們若一心相信耶

穌要我們學像祂，耶穌要幫助我們學像祂，我們 

就可以學像基督。信心是我相信上帝能夠！是

的，我軟弱，我不能，但我信靠基督，支取祂的

恩典，藉著我的軟弱，彰顯祂的權能。 

 

 

 

學基督的樣式，我們需要付出代價，背自己 

十字架跟隨基督的代價。既然如此，就讓我們憑

著信心，領受恩典，來學像基督！活出更豐盛的

人生。 

 

 

 

 

 

 

 

 

 

 

 

榮耀的救主，我深願像祢， 

這是我禱告，我的盼望； 

我甘願捨棄，世上的財寶， 

披戴主基督，完美形象。 

主，我願像祢， 

主，我願像祢， 

榮耀的救主，像祢純潔； 

願祢的甘甜，願祢的豐盛， 

願祢的聖形，深印我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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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kindling Hope in Times of Destruction 

 
          文/李懋平 By David H Lee 

 

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

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

因祂的憐憫不至斷絕。每早晨這都是新的，祢的

誠實極其廣大。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份，

因此我要仰望祂。」 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祂

的，耶和華必施恩給他。(耶利米哀歌 3:22-25) 

 

     每年在猶太曆法的

夏季埃波 (Av) 月九日

（公曆通常是在7月或

8月），拉比們要在猶

太會堂裡悲哀地唱或

吟詠耶利米哀歌，以紀念聖殿被毀壞的日子。所

羅門王建造的第一座聖殿 (（持續大約四百年）在

主前586年被巴比倫人毀滅，由先知耶利米預言。 

由希律王短暫建立的第二座聖殿（僅持續46年）

在主後70年被羅馬人摧毀，如耶穌40年前預言。

令人驚訝的是，這兩個座聖殿和整個耶路撒冷城

市都在埃波月的同一日被毀滅。耶利米哀歌一開

始就震驚的呼喊，這怎麼可能發生？ 
 

我先前滿有人民的城，現在何竟獨坐！ 

先前在列國中為大的，現在竟如寡婦！先前在諸

省中為王后的，現在成為進貢的！ (耶利米哀歌 

1:1)  
 

      來到約2600年後的今天——主後2020年，這

段經文變得更加息息相關和鏤心刻骨。新型冠狀

病毒大流行嚴重影響了整個世界； 無數人因感染

而受難和死亡，主要經濟體混亂不堪，人們充滿

恐懼而彼此隔離。我們為曾經習慣的舒適、便利

的世界而發出感嘆，想知道為什麼會發生這種情

況，並擔心我們的未來會怎樣。但這個世界沒有

給我們答案和希望。只有當我們謙虛地查經，禱

告，尋求神時，我們才能得到從祂而來的智慧來

理解困難，並在遇到危機時得到平安和安慰。 

      耶利米哀歌是由五首悲嘆詩組成，我們可以

從各種角度分析它。從結構上講，它的中間是一

首66節的高潮詩，兩側是是兩首22節詩。第一，

第二和第四章排列時，該節的首字母構成希伯來

語的字母表，這意味著第一節以字母 alep 開頭，

第二節以 bet 開頭，依此類推，直到22個字母。

第三章是22的三倍長66節，采用字母表而讀三

節，第1–3節從 alep 開始，第4–6節以 bet 開

頭，依此類推。 第五章的經文僅在數字上反映了

希伯來字母，有22節經文，但沒有排列成字母。 

 

 

 

 

 

 

 

 

 

 

 

 

      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耶利米會利用這種奇特的

字母結構。 神學家戴維·波森牧師（David 

Pawson）推測，先知當時心中充滿悲傷，不知從

哪裡開始傾瀉情感，因此照邏輯步驟使用希伯來

字母順序作為結構，寫作詩歌。最後一章保留22

節經文的結構，但未使用字母順序，也許是為了

區別這部分的禱告詩。 

 

      從圖像的角度來看耶利米哀歌，我們發覺每

章哀歌都是用不同的角度。第一章是城市毀滅的

外部視圖，第二章是神憤怒的內部視圖，第三章

是仰望神的向上視圖，第四章是罪惡人民的整體

視圖，第五章是祈禱的未來視圖。 

 



4  

 

      我們也可從主要角色的角度來看耶利米哀

歌。第一章的主角是「她」，象徵聖城耶路撒冷: 
 

她夜間痛哭，淚流滿腮。在一切所親愛的中間，

沒有一個安慰她的。她的朋友都以詭詐待她，成

為她的仇敵。(耶利米哀歌 1:2)  
 

      第二章的主角是「祂」，描述神對猶太人的

憤怒 : 
 

祂發烈怒把以色列的角全然砍斷，在仇敵面前收

回右手。祂像火焰四圍吞滅，將雅各燒毀。(耶利

米哀歌 2:3)  
 

      第三章的主角是「我」，詳述先知自己的苦

難 : 
 

我是因耶和華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耶利米哀

歌 3:1)  
 

      第四章的主角是「他們」，詳細說明每個社

會地位人們的罪惡: 
 

現在他們的面貌比煤炭更黑，以致在街上無人認

識；他們的皮膚緊貼骨頭，枯乾如同槁木。(耶利

米哀歌 4:8)  
 

      第五章的主角是「我們」，先知為族人們禱

告: 
 

耶和華啊，求祢記念我們所遭遇的事，觀看我們

所受的凌辱。(耶利米哀歌 5:1)  
 

      最後一種方法是主題分析。戴維·波森牧師使

用五個 C 助記符總結每首哀歌的主題。第一章是 

Catastrophe (災難) ，感嘆耶路撒冷的毀滅和荒涼 ; 

第二章是 Cause (原因) ，闡釋關於神為什麼憤怒 ; 

第三章是 Cure (治愈) ，感謝神的慈愛，醫治痛傷

的心 ; 第四章是 Consequences (後果) ，瞭解罪惡

對每個人的影響 ; 第五章是 Cry (哭泣) ， 詳述詩

人的痛哭和禱告。 

 

      整本耶利米哀歌充滿了絕望，痛苦和哀悼，

特別是在第三章中，先知描述他是如何被鄙視和

拒絕: 

 

我是因耶和華憤怒的杖遭遇困苦的人。他引導

我，使我行在黑暗中，不行在光明裡。他真是終

日再三反手攻擊我。他使我的皮肉枯乾，他折斷

我的骨頭。他築壘攻擊我，用苦楚和艱難圍困

我。他使我住在幽暗之處，像死了許久的人一

樣。他用籬笆圍住我，使我不能出去，他使我的

銅鏈沉重。 我哀號求救，他使我的禱告不得上

達。他用鑿過的石頭擋住我的道，他使我的路彎

曲。他向我如熊埋伏，如獅子在隱密處。 他使我

轉離正路，將我撕碎，使我淒涼。他張弓將我當

做箭靶子。他把箭袋中的箭射入我的肺腑。我成

了眾民的笑話，他們終日以我為歌曲。他用苦楚

充滿我，使我飽用茵陳。他又用沙石磣斷我的

牙，用灰塵將我蒙蔽。你使我遠離平安，我忘記

好處。我就說：「我的力量衰敗，我在耶和華那

裡毫無指望。」 (耶利米哀歌 3:1-18))  
 

      耶利米遭遇身心靈的創傷，他哀號求救神，

但禱告不被應允，反成了人們攻擊的靶子。耶利

米雖然是一位偉大的先知，但經過多年漫長的屬

靈爭戰，也覺得疲累，甚至懷疑自己被神拋棄。

神的僕人為主盡心盡力，卻陷入這般境地，該如

何走下去？ 

 

      人的盡頭是認識神的開

始。先知是個有血有肉的

人，也會有軟弱的時候。在

絕望的光景下，耶利米向神

傾心吐意地禱告，這是悲傷之路中的轉折點。 
 

耶和華啊，求祢記念我如茵陳和苦膽的困苦窘

迫！我心想念這些，就在裡面憂悶。我想起這

事，心裡就有指望。 (耶利米哀歌 3:19-21) 
 

      當人只定睛在自己所面對的困難，就會開始

絕望，因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沒有辦法理解或

解決一切的事情。但只要轉眼仰望主，專注於祂

身上，就能重新點燃盼望。耶利米意識到人的罪

惡是如此之大，以至於公義的神不得不傾瀉出祂

的憤怒。 然而，神是仁慈的，並沒有完全摧毀以

色列人民。 
 

我們不致消滅，是出於耶和華諸般的慈愛，是因

祂的憐憫不至斷絕。 (耶利米哀歌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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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沒有被外族人完全消滅是因為神的

慈愛。祂有不斷絕的憐憫，不斷地憐憫軟弱的

人，因此人才不致滅亡。如果神的慈愛止息，那

麼我們這些軟弱，時常犯罪跌倒的人，就必滅

亡，毫無希望。耶利米想到這裡，他就重新燃起

了希望。 
 

每早晨這都是新的，祢的誠實極其廣大。  (耶利

米哀歌 3:23) 
 

      先知看清楚神的恩典慈愛和憐憫，不但不會

停止，更是每日更新。許多人認為每天生活無聊

而單調，所以生活毫無意義和希望。但是神的創

造是廣大的，變化莫測。今天和昨天實為完全不

同，雖然每天的作息都似乎相似。當你仔細觀察

大自然時，你會發現每一個日出和日落都各美其

美。今天在我們身上所發生的事，所講的話，所

遇見的人，所遇見的挑戰，就跟昨天的不一樣。

耶利米意識人能渡過每一天，其實有神賜新的恩

典托住。祂帶給你與昨天不一樣的智慧，言語，

機會，使你渡過今天。祂也讓你遭遇到和昨天不

一樣的難處，使你增加經驗和見識，使你屬靈上

成長。主應許祂的恩典夠我們用 (哥林多後書 

12:9) 。 

 

      同樣重要的是神的信實。假如神不是信實

的，祂隨時可以改變祂的慈愛和憐憫，自食其

言。耶利米相信神是完全信實的，祂應許過的一

定守信。而且神的誠實是廣大的，即使祂明知以

色列人是軟弱的，會背信棄義，祂仍然應許他

們，保守他們不致滅族。 

 

      耶利米想到神時，他心裡認定神是他的份，

如詩篇16:2所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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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神是

他的盼望。人的生命若沒有神，當落在苦難中

時，就必定會絕望。既然神是他的份，耶利米由

此懂得仰望神，以祂為盼望，在困難中找到出

路。 
 

我心裡說：「耶和華是我的份，因此我要仰望

祂。」   (耶利米哀歌 3:24)  
 

      神對世界有祂自己的時間和救贖計劃。人沒

有耐心，總是在尋找快速解決之道，陷入撒旦的

陷阱，導致犯罪。神教導我們要依靠祂，並等待

祂，有讚美詩云:「神的路最美善，神的路最美

好，我願常倚靠祂，惟祂能引導。」 
 

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求祂的，耶和華必施恩給

他。(耶利米哀歌 3:25)  
 

      耶利米意識到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候耶和

華，無論情況多麼艱難和絕望。聖經裡許多經文

也提醒，教導我們要等候神 : 
 

但那等候耶和華的，必重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

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以

賽亞書 40:31) 
 

凡仰望耶和華的人，你們都要壯膽，堅固你們的
心！(詩篇 31:24) 
 
你當等候耶和華，遵守祂的道，祂就抬舉你，使
你承受地土，惡人被剪除的時候，你必看見。(詩
篇 37:34) 
 
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
盼望是從祂而來。(詩篇 62:5) 
 
我等候耶和華，我的心等候，我也仰望祂的話。
(詩篇 130:5) 

 

耶利米親身目睹同胞們的罪惡，經歷聖城耶路撒

冷的毀滅，意識到「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

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道書 

12:14) 。 
 

我們當深深考察自己的行為，再歸向耶和華。我

們當誠心向天上的神舉手禱告。  (耶利米哀歌 

3:40-41) 

 

      當我們面對個人，家庭

或全國性的災難時，我們可

以從耶利米哀歌中學習到很

多屬靈的功課和教訓。即使

我們總是不知道為什麼會發

生災難，但我們深信神愛我

們，願意耐心地傾聽我們的苦訴；憂傷痛悔的

心，祂必不輕看 (詩篇51:17) 。神要我們悔改，並

轉向祂，等候祂。最後神必安慰我們，醫治我們

的心，擦乾我們的眼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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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賀台貞 
  

為了健康，醫生吩咐

要多走路，因此每日清晨

去湖邊走路。看著美麗的

的日出正如白居易所形容

著江花紅勝火，春來江水

綠如藍，天空大朵大朵的

白雲在上面變幻着圖案，鳥兒飛下來整齊一排的立

在堤防上，不禁感嘆神創造天地萬物多麼奇妙偉

大。而每日也總會看到鷺鷥孤傲的站在湖裡，好優

雅，好自在。但有天突然心想它們的家人呢? 它們

孤獨嗎？ 

 

    繼而想到在上主日學聖經班，Julia 姊妹在講解

啟示錄中有那麼多的殉道者，而聖經中提到的那些

先知使徒們，他們為了持守真道走在十字架的路

上，他們的家人呢？他們孤獨嗎？尤其是耶穌祂為

了完成神的託付，為了完成救贖人類而降世為人，

祂孤獨嗎？ 

 

    馬太福音 26:38-40：「我心裡甚是憂傷，幾乎

要死。你們在這裡等候，和我一同警醒。」他就稍

往前走，俯伏在地，禱告說：「我父啊！倘若可

行，求祢叫這杯離開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祢的意思。」來到門徒那裡，見他們睡著

了，就對彼得說：「怎麼樣，你們不能同我警醒片

時嗎？…」 

 

   說來慚愧每次我在禱告中最常祈求的就是不斷地

跟神要這要那，但心中又明白應該順服神的旨意。

於是禱告結尾時就對主說：好吧!還是照祢的意思

不要照我的意思。往往這樣禱告完很奇妙的心裡就

平靜下來，感謝主！幫我度過了很多難關。 

其實耶穌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很熟悉，但從來沒有

認真的去思想 38 和 40 節的經文，耶穌吩咐門徒警

醒但他們根本不聽從。是呀，主耶穌該有多孤獨，

就像我聽了道而沒有行出來，真是愧對主耶穌為了

我的罪釘死在十字架上。 

    葛培理牧師在《人啊！你往何處去？》中寫道

救主的孤獨：「但這一切的事成就了，為要應驗先

知書上的話。當下，門徒都離開祂逃走了（太

26:56）。」那些剛不久還在向祂歡呼「和散那」

的群眾，現在稱頌讚美的聲音都沒有了，聽得到的

是「把祂釘十字架，釘祂十字架！」連跟隨祂的十

二門徒也離開了祂。最後，我們聽到祂在十字架上

的呼喊：「我的神，我的神，為什麼離棄我？」

（可 15:34） 

 

    聖經中也有好幾處提到耶穌面對孤單的情況，

祂常常「獨自」退到曠野或到山上去禱告（路

5:16；可 6:46-47）。 

 

    而那些先知使徒們呢？在曠野之聲查經摘要系

列中給了答案: 

 

    (1)挪亞（創世記）- 挪亞與神同行，並遵行神的

旨意，卻在當代的人中，走一條非常孤單的路…。

他的一生，在前六百年經歷心靈上的孤獨，在後三

百五十年卻經歷真正孤獨的生活，因全世界上只剩

下他們一家人…。 

 

    (2)約瑟（創世記）- 約瑟雖受父親寵愛，卻從小

被十個哥哥所恨惡…。他十七歲被自己兄弟賣到埃

及為奴，後來又被主人之妻誣告，蒙冤下到監

裡…。 

 

    (3)摩西（出埃及記）- 摩西離開埃及王宮之後，

孤單的在外族寄居，在野地裡放羊達四十年之久。

他帶領以色列人在曠野裡流浪，不被以色列人所認

同、了解達四十年之久。 

 

https://cnbible.com/matthew/26-38.htm
https://cnbible.com/matthew/26-40.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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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迦勒（民數記、約書亞記）- 迦勒專一跟從

神，在窺探迦南地之後，與約書亞獨排眾意，力主

進迦南地。他在 85 歲時，同輩的人除約書亞外都

已過世，他卻仍自願為神爭戰…。  

 

    (5)約伯（約伯記）- 約伯在一天之內，失去了所

有子女、家產，身上長滿了毒瘡。他在苦難中，自

己的妻子對他冷嘲熱諷，至親朋友不了解反而責難

他…。 

 

     (6)保羅（使徒行傳）- 當保羅信主到了耶路撒

冷，卻沒有門徒願意與他結交。（使徒行傳 9:26）

他晚年在獄中，仍是經歷許多的孤單…。（提摩太

後書︰四 10-11,16） 

 

    當然我們現在在疫情下面對未來趨向的恐懼，

親朋好友的隔離的孤獨和耶穌與使徒為了堅守真道

的孤獨是不能相提並論的。但如基督宣教先鋒伊莉

莎白．艾略特(Elisabeth Elliot)在她的書《孤獨之途

The Path of Loneliness》中有一句話：「事件本身

並不能改變我們，真正影響我們的是我們對事件的

回應。」 

 

    身為基督徒我們要如何回應呢？回應這些使徒

所擺上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如何對神交帳呢？ 

 

    現在疫情不得不和人保持距離後，我們多了大

把獨處的時間，這是否正是讓我們有機會安靜來到

主的面前，求主幫助我們在屬靈方面有所成長。 

 

如何成長呢？ 

 

    正好牧師在授課主日學“詩篇導讀”中提到要

與神深交。其中的十篇圖畫中有一篇是“與神同

工”。如何與神同工呢？牧師提到途徑一: 逃避惡

事。二: 認識神。三: 認識自已。 

 

    一: 逃避惡事 
 

    約伯記 28:28：「敬畏主就是智慧，遠離惡便是

聰明。」現在正是遠離世界，安靜下來心思乾淨的

時候。詩 19:22：「神啊、求祢鑒察我、知道我的

心思、試煉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裡面有甚麼

惡行沒有，引導我走永生的路。」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嘆息，真是不要再虛

度生命，不要去做得罪神的事。 
 

    二: 認識神 
 

    何西阿書 6:3「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

認識祂。」保羅腓立比書 3:8「以認識我主基督耶

穌為至寶。」 
 

    我認為經由上主日學多聽多學多記主的話，從

聖經上來認識神是最有效的方式。感謝主!我們有

教會有主日學。我自已在主日中午藉著 Zoom 上牧

師的詩篇導讀班及星期四晚上鄭淮南弟兄、Julia

姊妹、王晉江弟兄的聖經班就受教很多，是神的恩

典。 
 

    三: 認識自已 
 

    我們要知道我們是神創造的，是獨一無二的，

我們是「神的兒女」。約翰壹書 5:12-13「人有了

神的兒子就有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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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罪人得了神的救贖成為神的兒女，要配

得這身份，做多主工，討神的喜悅。歌羅西書 3:15

「基督的平安在你們心中作主，你們蒙召原是為

此。」感謝主! 
 

     2021 年新的一年，

就讓我們從誦讀牧師所

編寫「40 天靈命操練」

開始，與神建立更親密

的關係，學基督的樣式

活出豐盛的生命。 

 

     我們也許孤單但不

孤獨。馬太福音 28:20

「看哪，我天天與你們

同在，直到這世代的終結。」阿們! 

 

https://cnbible.com/job/28-28.htm
https://cnbible.com/job/28-2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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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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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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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透過網絡平台在線上聚會。UNO 團契和活水團

契在每週五晚上有線上團契！ 

 

時間是週五晚上 7:40-9:10。我們一起唱詩歌， 

每週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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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旭弟兄，王俊棋弟兄  

   Tel: 504-875-6158，504-355-6658   
 
團契主要是面向在杜蘭大學的中國留學生，訪問

學者，教職員工；以及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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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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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我們已花了一年多時間查考了聖經新

約和舊約概論。查經學習班是每週學習啟示錄。

現在並有初信者建造學習班。 

 ✤Tem Kid   聯絡：Paul Eastwood   

    棟保羅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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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契 

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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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225-28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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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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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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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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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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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還有問題解答和

討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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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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東團契 zo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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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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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吳國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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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每星期主日早上 10:00-11:00 

 
中文崇拜(主任牧師): 吳國華牧師 、思樂島分堂崇拜: 王晉江弟兄 

英文崇拜: 白健生傳道、范沙翁弟兄 /  兒童崇拜: 棟保羅弟兄  

司會: 王晉江弟兄、趙德華弟兄、汪國順弟兄、楊松桂弟兄、楊東來弟兄 

領詩: 吳師母、鄔小琤姊妹、義泳姊妹、高婧姊妹 

音樂: 高婧姊妹、吳潔靈姊妹、范沙翁弟兄、棟蔓娣姊妹 

網路錄製: 楊陳弟兄、恆涌杰弟兄、賀台貞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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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度教會執事: 汪國順弟兄、王晉江弟 

兄、李懋平弟兄、鄔小琤姊妹、李益群姊 

妹、金蓮錦姊妹。請常常為教會眾執事同工代 

禱。 

 

    1月 26日為「春節讚美崇拜會」，弟兄姐妹一 

同領受神所賜的洪恩厚福。 

 

     鑑於疫情的惡化，新奧爾良市政府 3月中旬暫 

時禁止 9人以上聚會。教會從 3月 22日起，中 

文主日崇拜、英文崇拜、兒童主日崇拜改成 

網絡同步崇拜。弟兄姊妹可以藉著智能手機與 

計算機在任何地方即時參與教會的崇拜。 

 

      星期三禱告會也開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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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0受難節網路崇拜。 

牧師主日訊息:祂是愛我為我捨已。 

 

    4/12復活節網路崇拜。 

牧師主日訊息:石頭擋不住。 

 

      主日學團契開始在 Zoom線上聚會。 

 

    5/10母親節網路崇拜。 

牧師主日訊息:舐犢情深。 

 

    5/31聖靈節網路崇拜。 

牧師主日訊息:屬靈生命新境界。 

 

    6/21父親節網路崇拜。 

   牧師主日訊息: 父愛如山 

    感謝主。8/8陳輝池弟兄、池微丹姊妹於教會 

受浸。 

 

    感謝主。8/15易瀕弟兄於教會受浸。 

 

    感謝主。8/22朱如應弟兄、陳端用弟兄於教 

會受浸。 

 

    9/12教會青少年於 Lakeshore Park戶外野餐 

歡聚。 

 

    10/2晚間 7:30-9:30舉行網上中秋節晚會，各 

團契表演精彩節目與弟兄姊妹齊歡度天涯共此 

時。牧師訊息分享:人算什麼祢請顧念他。 

 

    10/3執事提名委辦委員: 吳國華牧師、趙崇 

國弟兄、汪國順弟兄、鄔小琤姊妹、杜良銓 

姊妹。 

 

    11/21教會青少年於 Lakeshore Park戶外野餐 

歡聚。 

 

     11/26星期四網上感恩晚會，眾弟兄姊妹一同 

向神獻上感恩，並欣賞弟兄姊妹所呈獻的節 

目。牧師訊息分享: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12 月 13 日（主日）中午 12:30 將在 ZOOM 召 

開本年度會員大會，會員們準時出席會議:（1)  

執事會報告(2) 2021 年度新執事提名表決-王晉 

江弟兄、趙德華弟兄、林東弟兄、李鯤弟兄、 

陳敏姊妹 (3) 2021 年教會預算(4) 其他動議。 

 

     12/25星期五網上聖誕晚會，欣賞教會兒童及 

   英文堂所呈獻的節目。白建生傳道分享聖誕訊 

   息。 

 

    2021 年度執事: 王晉江弟兄、汪國順弟兄、 

趙德華弟兄、林東弟兄、李鯤弟兄、金蓮錦 

姊妹、陳敏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