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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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言： 
 

     今天是“正月初一”華人的農歷新年，在這萬

象更新的時刻，我們可以歡聚在一起慶祝新春，

向神獻上感恩。今天我們就以“正月初一”為

題，來思想神把時間賜給我們，我們就當善用神

所賜予的時間。求主在這新年開始，幫助我們明

白祂的心意，在有限的時間中活出有永恆價值的

人生。我們一起來看聖經中提到有關正月初一的

真理和教導： 

 

一. 危機中的轉機 

 

     （創 8∶20-22）“挪亞為耶和華築了一座壇，

拿各類潔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耶

和華聞那馨香之氣，就心裡說，我不再因人的緣

故咒詛地，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

了。地還存留的時候，稼穡，寒暑，冬夏，晝

夜，就永不停息了。” 

 

     這是人類經歷了洪水之後所發生的一幕景象。 

當上帝看到人類在無止境的犯罪時，神採取一種

相當嚴厲的方法來警告提醒在罪惡中的人類。 

（創 7：11）“當挪亞六百歲，二月十七日那一

天，大淵的泉源，都裂開了，天上的窗戶，也敞

開了。”挪亞在六百歲的二月十七日，洪水開

始。 

 

     （創 8：13-16）“到挪亞六百零一歲，正月

初一日，地上的水都乾了。挪亞撤去方舟的蓋觀

看，便見地面上乾了。到了二月二十七日，地就

都乾了。神對挪亞說，你和你的妻子，兒子，兒

婦，都可以出方舟。” 

http://no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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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水開始泛濫到挪亞出方舟，一共有一年零十

天的時間。到他六百零一歲的二月廿七日，地就

乾了，上帝就吩咐他們出方舟。 

 

     之前一年挪亞和他的家人，似乎是活在山窮水

盡疑無路，但當挪亞打開方舟的蓋子一看，雨停

了，天晴了，水也乾了，外面已經是柳暗花明又

一村了。 

 

     在我們人生的歷程中，也可能會無數次進入危

機。在工作上似乎忙碌了一年，沒有忙出什麼結

果來，好像陷入一種莫名的危機當中。 

 

     在過去的一年，我們都陷在疫情蔓延，令人恐

慌，無法與人相聚的日子中渡過，似乎危機四伏

叫人心慌。但願在今年開始的時候，我們把方舟

的蓋子打開，一切就完全不同了。 

 

     我們可以從中領悟到，在基督里不論前路多麼

難行難辨，只要堅定信念，勇於開拓，人生就能

絕處逢生，出現一個充滿光明與希望的新境界。 

 

二．敬拜回歸正常化 

 

     （出 40∶1－2）“耶和華曉諭摩西說：正月

初一日，你要立起帳幕。” 

 

     在這裡我們看到的是非常美好的一幕，就是神

命摩西建立會幕。神把以色列人從埃及領出來，

在曠野漂流了四十年，耶和華神希望跟祂的百姓

常常會面。 

 

     正月初一的時候，摩西把神與人相會的那個會

幕立起來，意味著一個新的開始。從這開始，會

幕就成了人們敬拜神的一個模範和標準，那是從

正月初一開始的。過去一年，我們不能到教會裡

敬拜神。 

 

     現在，在新的一年裡，我們要有一個新的開

始，我們與神的關係要有規律，而且要進入一種

正規的狀態。 

 

     我們事奉神，與神相會，要進入一種正常的狀

態。但願在正月初一開始的時候，在新的一年

裡，我們把跟神相會的那個帳幕重新打理，把它

立起來，開始立起敬拜神的那個帳幕，並且落實

在我們實際的生活中。 

 

                         結論： 

 

     一個基督徒要使自己的靈性不停在嬰兒的地

步，要長大成人，聯合於主的身體，在教會中事

奉神，因我們的事奉是與神的永恆計畫有關。要

把教會生活重新的立起來，能有效的見證神，更

有效力的事奉神，榮耀神的聖名。 

 

     我們的一生極其短暫，求主幫助我們學會使用

我們生命中的正月初一，使我們的生命具有真正

的價值。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個在盼望中前進的

過程，信心引導我們向前。 

 

     古人說得好：一年之計在於春，一日之計在於

晨。但願在 “正月初一” 裡所蘊含的祝福，神在

新的一年裡繼續賜福於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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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輕基督徒如何脫去舊人 
 

￭ 楊 陳 
 

    還有大約一個多

月，就是復活節了，這

也是我受浸兩週年的日

子。感謝神！藉著這期

活水雙月刊寫的見證，

對我是一個很好的機

會，讓我能真正的來審視自己這兩年生命的更新。 

 

      當一個基督徒接受浸禮之後，與主同釘十字

架、同埋葬、同復活，使我們得到主耶穌復活的永

恆生命。同時我們要遵循聖經的教導，使生命更

新。就像聖經裡說：“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

樣。如果你們聽過祂的道，領了祂的教，學了祂的

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

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 ”（以弗所書 4：20-

22）。其中很重要一點就是要「脫去舊人」。因為

我們的肉體還仍然是屬世界的，經上所說的：“住

在我裡頭的罪。”（羅馬書 7-17）。所以我們要藉

著神所賜的能力和智慧「脫去從前行為上的舊

人」，雖然只有行為、沒有信心是不能得救的；但

是只有信心、若沒有行為就是死的。那麼該怎麼做

呢？  
  

          看清自己的「老我」 
 

      我剛受浸之後的一段時間，以為自己信心很

足，不會再犯罪了。但其實是太驕傲，沒有認清自

己的「老我」到底有多頑固。無視了很多神不喜悅

的行為。  

 

      但是感謝神！神通過弟兄姊妹、家人以各種方

式不斷提醒我，祂讓我知道了我還會與人爭競、還

會堅持一些與真理無關的見解、服事的時候想要彰

顯自己、不寬容和自己想法不一致的人、對待家人

的態度和在外的態度不一致、無論什麼事總感覺自

己總比對方做得好、不願拋棄對世俗生活不切實際

的幻想... 。 

     

      也感謝神賜給了我一顆省察自己的心，哥林多

前書 11-28 說：“人應當自己省察，然後吃這餅，

喝這杯。因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體，就是

吃喝自己的罪了。” 

  

      作為基督徒，應該看見並承認這個「老我」，

知己知彼，才能在屬靈的爭戰中得勝。  
 

                    避開誘惑與試探 
 

      誘惑和試探在生活中無處不在，但是做為基督

徒的我們要盡量躲開，比如小孩子不小心破壞了非

常重要的東西，讓自己容易發怒，那麼以後就要將

重要的東西安置好，避免再被破壞。再比如電腦瀏

覽器有時會彈出不雅的內容，容易引誘自己肉體的

情慾，可以安裝相應的遮罩軟體，或者關閉電腦，

離開那裡。每一次受到試探，我們都面臨著一次選

擇，是遵行神的道路走還是跟著誘惑去？  

 

      哥林多前書 10 章 13 節說：“你們所遇見的試

探，無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

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

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相信神總會開一條出路使我們能夠脫離試探。  
 

                       時刻警醒 
 

      大衛本來是合上帝心意的人。在他打了很多勝

仗、身體狀態和事業都處於巔峰的時候，因為沒有

時刻警醒而陷入奢侈安逸的生活中，從而跌倒、陷

入情慾和殺戮的網羅中，導致神發怒而家破人亡。  

      馬太福音 26：41 說：“總要警醒禱告，免得

入了迷惑，你們心靈固然願意，肉體卻軟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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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時刻警醒自己的肉體很軟弱，「老我」很頑

固。  
 

                     重擔交託給主 

 

      過去的一年是多災多難的一年，病毒、雪災、

政治動蕩...... ，無數的人死於這些災難中。大家都

很憂慮，期待疫情早日過去。我也是很憂鬱，病

毒、收入、身份..... ，「老我」面對這些災難時充

滿深深的危機感。但是神的做工真是這樣的奇妙！

就在不久前讀到了這段經文：“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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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

子是輕省的。”（馬太福音 11：28-30）。看到這

段經文後，我就釋然了，心裡無比平安，所有的焦

慮煙消雲散。我相信神是知道我們所負的困境的，

祂會替我們分擔重擔和憂愁，使我們得安息。  

 

                    接納自己 

  

      我以前一直對自己所犯下的罪，放不下，總認

為自己應該遭受怎樣的懲罰來求得內心平安，總想

做點什麼自認為有價值的事給對方補償。 

  

      但是神告訴我，我們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罪人。

我們之所以接收到福音，可以來到祂所賜福的教

會，是因為上帝的憐憫。  

 

      按著「老我」所犯的罪行，我們早已死亡;但上

帝並沒有這樣棄絕我們，而是用祂的慈愛，接納我

們浪子回頭。  

 

      聖經裡說：“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來給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頭上；把鞋穿在他腳上 ; 把那肥牛

犢牽來宰了，我們可以吃喝快樂;因為我這個兒子是

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路加福音 15：22-

24） 

 

      神對我們這些浪子的接納，祂的憐憫和恩典，

遠超出我們的想像。因著悔改，上帝都已經接納我

們犯下的罪行了，我們還有什麼理由棄絕自己呢。  

                      穿上新人   

 

      要做到「脫去舊人」，必須也要「穿上新

人」。  

 

      穿上新人的過程，其中很重要的方面是要有充

實的教會生活。充實的教會生活就是將我們的靈與

主耶穌賜生命的靈在教會裡相交。積極的參與服

事，與主、與弟兄姊妹建立親密美好的連接。“又

將萬有服在祂的腳下，使祂為教會作萬有之首。教

會是祂的身體，是那充滿萬有者所充滿的。”（以

弗所書 1：22-23） 

 

      還有就是要在神面前認罪：;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

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我們若說自己沒有犯過罪，便是以神為說謊的，祂

的道也不在我們心裡了。”（約翰一書 1：9-10） 

 

      要是不願意從內心深處除去罪惡，或者輕描淡

寫、避重就輕，會使「老我」越來越頑固，久而久

之，離神越來越遠。 

  

      除了認罪，我們還需要悔改： 

 

      “所以，應當回想你是從哪裡墜落的，並要悔

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臨到你那

裡，把你的燈檯從原處挪去。”（啟示錄 2：5）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臨到你

那裡，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啟示錄 2：

16） 

 

      我們應該真心的悔改，求得主耶穌的寬恕和憐

憫，只有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脫去舊人，穿上新

人。 

 

      感謝神的帶領！ 願神保守我們在這條屬靈爭

戰的道路上不斷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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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在服事神 
                                  

 ￭ 林 東 

        

 

  

服事神是我們這些被耶穌基督的寶血救贖

出來的神的子民的一個心願，也是神重價救贖我

們的目的之一，因為神要我們與祂的聖潔有份。 

 

服事分為內在服事和外在服事，外在服事又

可進一步分為教會內服事和教會外服事，服事的

層次與內容如下圖所示： 

這裡我們主要分享內在服事，以便讓我們更

加明白神的屬性和心意，更好地服事神，也因此

得到更多神的同在，更加蒙恩蒙福。 

 

路加福音 1:67-75，“他父親撒迦利亞，被聖

靈充滿了，就預言說，主以色列的神，是應當稱

頌的。因祂眷顧祂的百姓，為他們施行救贖。在

祂僕人大衛家，為我們興起了拯救的角（正如主

藉著從創世以來、聖先知的口所說的話。) 拯救我

們脫離仇敵，和一切恨我們之人的手，向我們列

祖施憐憫，紀念祂的聖約。就是祂對我們祖宗亞

伯拉罕所起的誓，叫我們既從仇敵手中被救出

來，就可以終身在祂面前，坦然無懼的用聖潔公

義事奉祂。” 

 

羅馬書 14：17-18，“因為神的國，不在乎

吃喝，只在乎公義、和平、並聖靈中的喜樂。在

這幾樣上服事基督的，就為神所喜悅，又為人所

稱許。” 

 

可見，當我們心裡充滿神的屬性公義、聖

潔、慈愛、平安、喜樂的時候，就是在服事神，

這就是內在服事。 

 

約翰福音 12:26，“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

我；我在哪裡，服事我的人也要在哪裡；若有人

服事我，我父必尊重他。“ 

 

從這節經文可知，神在哪裡，服事的人也要

在哪裡，那麼在今天這個新約時代，神在哪裡？

讓我們來回顧在整個的人類救贖過程中，神是如

何與我們互動的，而互動的紐帶是因為神深深地

愛著我們。 

 

神從創世以來就喜歡與我們同住。 

 

箴言 8：30-31，“那時，我在祂那裡為工

師，日日為祂所喜愛，常常在祂面前踴躍，踴躍

在祂為人預備可住之地，也喜悅住在世人之

間。”在這裡我們看到基督在創世以前就與神同

在，祂是神創造世界的工程師（craftsman），也

喜悅住在我們中間。 

 

創世記 3：8-10，“天起了涼風，耶和華神在

園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聽見神的聲音，就藏在

園裡的樹木中，躲避耶和華神的面。耶和華神呼

喚那人，對他說，你在哪裡。他說，我在園中聽

見祢的聲音，我就害怕。因為我赤身露體，我便

藏了。”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創造伊甸園後亞

當犯罪之前，神與亞當同住伊甸園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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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33：16，“得地和其中所充滿的寶物，並

住荊棘中上主的喜悅。願這些福都歸於約瑟的頭

上、歸於那與弟兄迥別之人的頂上。”( 住荊棘中

上主的喜悅 the favor of him who dwelt in the 

burning bush) 。出 3：3-5，摩西說：“我要過去

看這大異象、這荊棘為何沒有燒壞呢？”耶和華

神見他過去要看，就從荊棘裡呼叫說：“摩西！

摩西！”他說：“我在這裡。”神說：“不要近

前來，當把你腳上的鞋脫下來，因為你所站之地

是聖地。”(God called to him from within the 

bush)。從聖經可知，當亞當犯罪後被逐出伊甸

園，人要在因犯罪受咒詛而長出荊棘和蒺藜的土

地上汗流滿面地勞作才能糊口，這時愛我們的神

也追出了伊甸園到我們人類勞作的荊棘當中。 

 

會幕：出 25：8-9，“又當為我造聖所，使我

可以住在他們中間。製造帳幕和其中的一切器

具，都要照我所指示你的樣式。”可見，神告訴

摩西造會幕後，神住在帳幕中以便可以住在以色

列人中間。 

 

聖殿：列王紀上 5：5，“我定意要為耶和華

我神的名建殿，是照耶和華應許我父親大衛的話

說：我必使你兒子接續你坐你的位，他必為我的

名建殿。”列王紀上 8：29，“願祢晝夜看顧這

殿，就是祢應許立為祢名的居所；求祢垂聽僕人

向此處禱告的話。” 

 

新約時代：林前 3：16-17，“豈不知你們是

神的殿，神的靈住在你們裡頭？若有人毀壞神的

殿，神必要毀壞那人，因為神的殿是聖的，這殿

就是你們。”可見，在新約時代，神藉著聖靈住

在我們的心裡。 

 

新天新地：啟示錄 21：1-3，“我又看見一個

新天新地。因為先前的天地已經過去了，海也不

再有了。我又看見聖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裡從天

而降，預備好了，就如新婦妝飾整齊，等候丈

夫。 我聽見有大聲音從寶座出來說：看哪！神的

帳幕在人間。祂要與人同住，他們要作祂的子

民； 神要親自與他們同在，作他們的神。”可

見，將來新天新地，神還是要與人同住。 

 

內在服事的材料：聖潔、公義、慈愛，平

安、喜樂。 

 

既然神現在住在我們裡面，如果我們用聖

潔、公義、慈愛、平安、喜樂充滿我們裡面，就

是讓神住得更舒適，為神做事，就是在服事神，

這就是內在服事。 

 

另一方面，當我們用公義、聖潔、慈愛、平

安、喜樂這些神的屬性充滿我們裡面的時候，神

就更多地住在我們裡面，我們就感受和體會到更

多神的同在，又進一步有更多的平安和喜樂。多

麼奇妙的良性循環，正如神說，太 13：12，“凡

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

所有的，也要奪去。” 

 

更加奇妙的是，主說，“你要保守你心，勝

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

（箴言 4：23）。因為主就住在你的心裡。 

 

雅各書 4：8，“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

們。”因為當公義、聖潔、慈愛，平安、喜樂這

些神的屬性充滿我們的時候，相當於我們親近

神，營造了更適合神居住的環境，神更喜歡住在

我們裡面，就是說神就必親近我們。 

 

相反，當不用聖潔、公義、慈愛、平安、喜

樂充滿，而是用罪性充滿裡面時，、、、、、。 

 

撒上 18:7-10，“眾婦女舞蹈唱和說：掃羅殺

死千千，大衛殺死萬萬。”掃羅甚發怒，不喜悅

這話，就說：將萬萬歸大衛，千千歸我，只剩下

王位沒有給他了。從這日起，掃羅就怒視大衛。

次日，從神那裡來的惡魔，大大降在掃羅身上，

他就在家中胡言亂語。”掃羅自己選擇做發怒的

人，做嫉妒的人，結果惡魔降在他身上，人不可

能在暴怒或者煩亂中被聖靈充滿，暴怒或者煩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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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與神的屬性相違背的，但是與撒旦的屬性相

符，因為魔鬼來了就是偷盜、殺害、毀壞。 

 

加拉太書 5：17，“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

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羅馬書 8：

7 ，“原來體貼肉體的，就是與神為仇。”由此可

見，神的靈很難住進被屬肉體的罪性充滿的心

裡，因為兩者是彼此相敵的，人心充滿肉體的罪

性會阻擋神的內住。 

 

舊約時代，神的榮耀因以色列人的拜偶像墮

落而離開聖殿： 

 

以西結書 9：3，“以色列神的榮耀本在基路

伯上，現今從那裡升到殿的門檻。” 

 

以西結書 10：4，“耶和華的榮耀從基路伯那

裡上升，停在門檻以上。” 

 

以西結書 11：23，“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

升，停在城東的那座山上。” 

 

主的榮耀離開時，停留、徘徊在門檻那裡，

表明捨不得離開，但是至終，因著百姓的可憎、

邪淫和墮落，被迫離開聖殿。 

 

                        結論 

 

當我們用聖潔、公義、慈愛，平安、喜樂這

些神的屬性充滿我們的時候，就是在為神營造住

在我們裡面的舒適環境，就是在為神做事，就是

在服事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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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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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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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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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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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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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 Jo 姊妹。 

 

 

教會聖經班剛讀完了啟示錄。在這本書中，我們學到了很多在世

界末日將要發生的事情。我們知道聖經中的大多數預言都已經實

現，我們現在正在等待有關末日預言的實現。 

從 2月開始，我們將回頭看看神如何實現了將猶太人從巴比倫帶回耶路撒冷的預言。西元前 959年，所羅門

王將聖殿獻給神時，他祈禱:“祢的民若得罪祢（世上沒有不犯罪的人），祢向他們發怒，將他們交給仇敵

擄到仇敵之地，或遠或近，他們若在擄到之地想起罪來，回心轉意，懇求祢說，我們有罪了，我們悖逆了，

我們作惡了。他們若在擄到之地盡心盡性歸服祢，又向自己的地，就是祢賜給他們列祖之地和祢所選擇的

城，並我為祢名所建造的殿禱告，求祢在天上祢的居所垂聽他們的禱告祈求，為他們伸冤。饒恕得罪祢的

民，赦免他們的一切過犯，使他們在擄他們的人面前蒙憐恤。”(列上 8:46-50) 

在耶路撒冷淪陷之前，神也派遣許多先知來警告猶太人，如果他們不遵守神的命令，他們將被外邦人俘虜。

這事實際發生在西元前 605-586年，巴比倫人擊敗了猶太人，三次把猶太人俘虜到巴比倫。但是，我們的神

是仁慈的:神通過先知告訴猶太人，七十年後，神會將他們帶回耶路撒冷。 

我們現在將從以斯拉記，尼希米記，哈該書，和撒迦利亞書中一起去學習神如何引導猶太人返回耶路撒冷，

重建聖殿，複修城牆，使人民復興。神不僅信實，祂是唯一的 神，是宇宙之神，祂萬事都能做，祂的旨意

不能攔阻。 

 

 

 

http://no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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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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絡：王俊棋弟兄 / 楊東來弟兄 

   Tel: 504-355-6658 / 504-866-0915   

qdzhuo@hotmail.com / hongyang11@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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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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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m Kid   聯絡：Paul Eastwood   

    棟保羅弟兄 504-495-3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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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家長與您的 3歲-12歲的孩子参加。 

mailto:james_ng@att.net?subject=NOCB%20Prayer%20Meeting%20Website%3A%20E-Mail%20Comments
mailto:qdzhuo@hotmail.com
mailto:hongyang11@yahoo.com
mailto:dlin6@tulane.edu?subject=Living%20Water%20Fellowship%3A%20Contact%20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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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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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學習班現在是每週學習以斯

拉記，尼希米記，哈該書。另有初信者建造學習

班。 
 

 

 

 
 
 
 
 
 
 

 
 
 
 
 
 
 
 
 
 

 
 
 
 
 
 
 
 
 
 

￭ 吳國華牧師 

tel:225-287-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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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星期日主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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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懋平弟兄、汪國順弟兄、林東弟兄、趙德華弟兄、楊松桂弟兄、楊東來弟兄 

領詩: 吳師母、高婧姊妹、鄔小琤姊妹、義泳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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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