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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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神賜福的人   
 
￭ 吳國華牧師 

 

神的話是醫治的良藥；神的話是愁苦時的喜樂 

神的話是軟弱時的動力，神的話是處事為人的準則 

我們要每天讀神的話語，讓我們被屬靈智慧充滿，得著神所賜給我們的能力，擺脫所有的誘惑。 

讓神的話來引導我們的生活，將神的話應用在生活中，使我們的靈命成長，使我們的生命甘甜如蜜。 

撒旦使你離開神的話；神的話使你離開撒旦 

罪惡使你離開神的話；神的話使你遠離罪惡 

 

(一)神賜福給聽從祂話語的人 

 

亞伯拉罕敬畏神，福份就臨到他！亞伯拉

罕年紀老邁，還沒有自己的兒子。但他蒙神祝

福，在他在一百歲的時候，得著神賜給他一個兒

子-----以撒。 

 

亞伯拉罕聽從神的話，神就祝福他！神吩咐

他將所愛的兒子以撒當做燔祭獻給神，他就遵命 

而行，當他獻上的時候，（創 22：12）神說 ：

“ 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為你沒有將你

的兒子，就是你獨生的兒子，留下不給我。” 

 

（創 22:17-18）神說：“論福，我必賜大福

給你。論子孫，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如同天

上的星，海邊的沙。你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

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因為你聽從

了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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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多麼美好的祝福！耶和華神是賜福的

神，我們信神，也當信神賜福給我們，祂願意賜

福給你。願我們成為聽從神話語的人。 

 

(二)神賜福給喜愛祂話語的人 

 

（詩 1：2）“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

想，這人便為有福。” 

 

一位喜愛神話語的人，必定會常常思想神的

話。思想神的話應該是我們慣常的行為，因神的

話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 

 

要成為神眼中成為有福的人，就要遠離惡

事，逃避惡行。要喜愛神的話，讓神的話成為你

心中的最愛。並且常常思想神的話，讓神的話充

滿你的思想，人的思想若被神的話語所佔有充

滿，他肯定是有福的人。 

基督徒要追求靈命長進，要重視神的話，遵

行神的話，將神的話藏在心裡，並且在生活中實

踐神的話。神的話能光照我們前行的路，引導我

們的信仰和人生。 

 

弟兄姊妹，當我們將神的話藏在心裡時，我

們就不至於得罪神，在靈性上不至於跌倒。得著

從神而來的智慧，有神的生命，有屬天的平安，

有能勝過魔鬼誘惑的能力，祈禱蒙神成就，聖靈

在你身上作工，這是何等的福份！願我們成為喜

愛神話語的人。 

 
    

願我們以神的話為生活的根基。 

  願我們將神的話藏在心裡為生活的起點。 

  願我們認真讀聖經，牢記並遵行神的話。 

        願我們成為蒙福的人！ 

 

 
                                                                                              
                                                                                               ￭  

                                                      藍 
                                                      子 
                                                      龍 

         
   我來自中國福建福

州，來美國才兩年；之前

都生活在大陸。在家裏我

媽媽是信基督教的，媽媽

一直叫我也去信主，而我

都是半信半疑的。 

 

    直到有一天，我被公

司炒了魷魚，在家裏無所事事，鬱鬱寡歡，家裏

都快揭不開鍋了。媽媽說不管怎麼樣，你先跟我

去教會做禮拜，走近主耶蘇身邊，媽媽替你禱

告；於是我星期天就去教會了。一進去就被巨大

的耶 

 

穌像震撼了，頓時我心裏莊嚴神聖；然後就跟著

唱詩歌、讀聖經，讓我身心愉悅很輕鬆。 

 

    之後我跟媽媽又去了一次教會，這時解雇我

的公司突然打電話叫我回去上班；因為我從事的

是公交車司機，有一次在開車調頭的時候，一輛

幾十噸的渣土車撞過來，脆弱的公交車搖搖欲墜

的被撞翻倒地，而我居然完好無損。媽媽說這是

你信主後，主在保守你。 

 

    自此之後，我真正地信主了；來美國後我也

一樣保持信主。往後餘生我會一直繼續信主耶穌

直到永遠。感謝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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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孫義欽

  
     

 
雖然我從小家裡就信奉

基督，但是我從來沒有在心裡

信奉主耶穌基督，因為從來不

相信有神的存在。 

 

    後來是在老婆去參加了教

會活動，說教會裡面的弟兄姐

妹都很熱心，叫我也一起去參

加；於是在晉江大哥的幫助

下，我上完了受浸課程，對耶

穌基督也有了新的認識。 

 

    在此前後思想也發生了變

化。 

 

1. 心理不再茫然了，有 

了生命的方向（走向天堂之

路），使我不再懼怕死亡了。 

 

 

 

2. 心情快樂和滿足了， 

對有不如意的事情，也有了正

確的認識和對待的方法；不要

為明天去憂慮，順服命運的安

排，堅信神的愛是絕對的，靠

著神的保守，什麼難關都能過

得去的。 

 

3. 能有更多的愛心了， 

願意去幫助需要的人們了；因

為想討神的喜悅能得神更多的

祝福。 

 

4. 學會了寬容人，因為 

人都是不完全的，都會犯錯，

都需要別人的饒恕，更需要神

的饒恕，這些都是因著聖靈的

做工而成就的事情。 

 

    在我們還是罪人的時候，

救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為我們這

些罪人彰顯了上帝的愛。這種

愛感天動地，是人不能測度的 

 

 

愛，不能想像的愛。聖潔榮耀

神子為我們成為替罪羔羊，為

我們這些罪人受辱受死而無

悔.... 。救主耶穌基督從死裡

復活了，祂十字架上的死都是

為我，為全人類的人而死，是

用血的重價把我們贖來的。 

 

主耶穌第三天復活了，這

是祂的全能，沒有祂的復活我

們都是活在罪裡。罪的工價就

是死，主耶穌基督是為我們死

的，但又為我們復活了。 

 

    感謝主揀選了我這樣的罪

人做祂的兒女，使我成為一個

新造的人；藉著受浸使我有了

新的生命。在這要感謝帶領我

認識主的王晉江大哥，不是他

我可能還在迷茫中前行；也要

感謝教會中的每一位弟兄姐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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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鄭振宇 

 
 

 
 
 
 

 
  大家好，我來自福州，來美國兩年了，現在在讀高中。 

 

    我在還沒有信耶穌之前是一個無神論者，我不相信神的

存在，我也不知道自己是一個有罪的人，也是一個沒有信仰

的人；我認為耶穌基督的事情只是一個故事，為什麼還有那

麼多人去相信祂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信基督還需要每天跟基

督禱告。 

 

    我是通過朋友楊東來而來到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是吳師

母帶領了我們去認識耶穌基督，讓我們了解這位真神；還有

吳牧師每個星期日做禮拜的時候給我們簡述聖經，告訴我們

一些基督要告訴我們的話，讓我知道了如果要跟隨主耶穌，

我們就需要因信受浸成為神的兒女，讓祂帶領我們。 

 

    我信耶穌之後，生命有了改變，讓我知道了我是一個有

罪的人，讓我知道了我們是一個有靈的人，讓我悔改信主，

讓耶穌基督來拯救我們。在沒有認識基督之前我是一個很孤

獨的人，直到認識了耶穌基督這位真神，讓我感覺到了不管

在什麼時候，都有這位真神在陪伴著我們。 

 

    耶穌基督是一個很偉大的真神，祂為了救我們這些有罪

的人，為我們的罪受死，被釘在十字架上，死後第三天復

活，這一點讓我更加的肯定了祂是一位偉大的真神。我願更

加的有信心去跟隨這位真神，耶穌基督要保守我們，並賜給

我們平安，叫我因信耶穌而得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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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陳傳金 
 
   

 

   我來自山東，因為從

小受的是無神論教育，之前

是沒有任何信仰。大概 10

年前，我國內的一個朋友是

基督徒，他向我傳福音，當

時是覺得蠻可笑的；但他

說，應該去教會學習聖經，

當時我只是默默的笑了笑。 

 

    4年前，我來到美國，

可能是背景離鄉的緣故吧，

總感覺缺失點什麼；也是在

一次偶然的機會下應朋友邀

請去了教會，那是第一次看 

到那麼多人在教會唱聖歌讃

美神，覺得很美滿、和諧， 

心中很溫暖。第二次去的時

候，再次聽到歌聲，心中非 

常感動；後來教會朋友說那 

是聖靈在做工。從那時起開

始不排除別人給我傳福音。 

 

    在美國，沒有了親人的

幫助，一切靠自己。當我遇

到困難時，我就試著禱告，

慢慢養成了一個習慣，每天

睡覺前總喜歡和上帝說說

話，總感覺衪是最了解我的

神，也是最愛我的。這幾年

總覺得神一直默默的幫助

我。但那些不信主的朋友，

他們說那是因為你自己努力

的結果，但我知道這背後一

定是神在保護著；雖然我是

個罪人，但衪如此眷顧我，

讓我很是感動。 

    以前我是蠻自私的人， 

總覺得別人應該先愛我，我

才會愛別人。但是越來越覺

得神是如此愛我，我應該主 

動愛別人才對；所以我願意 

受浸，接受主基督做我的救

主，希望神可以將聖靈充滿

我的心。我知道我是罪人，

曾經像個不聽話的孩子，離

開了神溫暖的懷抱；但感謝

神用慈愛將我拉回。 

 

    神愛世人，我願悔改，

希望讓聖靈更多的進入我的

心裡。願從此讓神掌管我的

生命，赦免我的罪，做我的

救主。今後，我要每天多讀

聖經，了解神的話語，希望

每日與主同在。所有一切頌

讚榮耀歸於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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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光珍 
 
 很高興能在復活節

接受浸禮正式成為一名基

督徒。 

 

我是生在中國，來美國前

從來沒有接觸過基督教、也沒有進入過教會。

2019年初有幸來到美國，剛來美國感覺挺

好、挺幸福。可是幸福好短暫，2020年底老

公的背叛，使我的生活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絕

望。幸好認識了一個好姐妹，她是一位虔誠的

基督徒，她會開導、給我很好的建議；還給

我買聖經來讓我認識主耶穌基督。因她離我很

遠（她在別的州），她就介紹了吳師母給我認

識。認識吳師母後，吳師母來我家看望我，給

我講聖經，講耶穌基督，講主耶穌是有大能的

神。聽了吳師母的講解，我不再那麼絕望，讓

我的生活不再不知所措、一籌莫展，是神的安

排讓我從容不迫，事隨人意，讓我找到像回到

家的感覺。 

 

感謝主，讓有罪的我和迷失的我回到了主

的懷抱，讓主的旨意存在我心中，行在我的生

命裡，讓我的人生有了信仰，讓我的心不在畏

懼。相信在以後的人生裡，只要有主耶穌在我

的生命中，有主耶穌所賜給的力量，任何事情

都無法動搖我嚮往主的心，見證主耶穌的心。 

 

最後我願意把自已交給主，放心的跟隨

主！因主耶穌的道路最美最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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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淑筠 Sha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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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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汪國順弟兄、楊松桂弟兄、林東弟兄、王晉江弟兄、李懋平弟兄、趙德華弟兄、楊東來弟兄 

領詩: 吳師母、高婧姊妹、李懋平弟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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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曙光姊妹、金蓮錦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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