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卡大南卡大南卡大南卡大学学学学
华华华华人迎新晚人迎新晚人迎新晚人迎新晚会会会会华华华华人迎新晚人迎新晚人迎新晚人迎新晚会会会会主办：哥伦比亚华人教会承办：南卡大学学生团契

That's What We That's What We 

Came Here ForCame Here For

舞蹈舞蹈
欢迎！

Pastor TomPastor Tom

欢迎致辞欢迎致辞



苏昆明传道苏昆明传道

欢迎致辞欢迎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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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爱

诗班诗班 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充滿我的心靈充滿我的心靈充滿我的心靈充滿我的心靈充滿我的心靈充滿我的心靈充滿我的心靈充滿我的心靈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你那無緣無故的關懷溫暖我的胸懷溫暖我的胸懷溫暖我的胸懷溫暖我的胸懷溫暖我的胸懷溫暖我的胸懷溫暖我的胸懷溫暖我的胸懷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我曾渴望得到人的愛卻是一場虛空卻是一場虛空卻是一場虛空卻是一場虛空卻是一場虛空卻是一場虛空卻是一場虛空卻是一場虛空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你那無窮無盡不改變的愛不捨不棄來尋找我不捨不棄來尋找我不捨不棄來尋找我不捨不棄來尋找我不捨不棄來尋找我不捨不棄來尋找我不捨不棄來尋找我不捨不棄來尋找我
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爱



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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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爱

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救主為我離天家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受痛苦鞭傷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為我死在十架上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向我表明神無比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你那無緣無故的愛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助我信靠接受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讓我無怨無悔一生跟隨你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聆聽你愛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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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缘无故的爱无缘无故的爱

Blessed Be The Blessed Be The 

NameName

弦乐四重奏弦乐四重奏



提琴独奏提琴独奏

抽奖抽奖

乐队招新乐队招新

小品小品



怎么大风越狠

我心越荡

幻如一丝尘土

随风自由的在狂舞

我要握紧手中坚定

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

吹啊吹不毁我纯净花园

任风吹任它乱

毁不灭是我尽头的展望

吹啊吹啊我赤脚不害怕

吹啊吹啊无所谓扰乱我



我我我我们们们们一起往上爬但是不一起往上爬但是不一起往上爬但是不一起往上爬但是不会简单会简单会简单会简单

终终终终有一天我有一天我有一天我有一天我们会从们会从们会从们会从山峰向下看山峰向下看山峰向下看山峰向下看

直到那直到那直到那直到那时时时时每天每天每天每天坚坚坚坚持我持我持我持我们会们会们会们会

一直一直一直一直继续继续继续继续做的最好做的最好做的最好做的最好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我告我告我告我告诉诉诉诉你即使我是一百你即使我是一百你即使我是一百你即使我是一百岁岁岁岁

别别别别忘忘忘忘记记记记我我我我们们们们都是兄弟都是兄弟都是兄弟都是兄弟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天天天天对对对对地地地地、、、、雨雨雨雨对风对风对风对风，，，，

大路大路大路大路对长对长对长对长空空空空，，，，

雷雷雷雷隐隐隐隐隐隐隐隐、、、、雾雾雾雾蒙蒙蒙蒙蒙蒙蒙蒙，，，，

开开开开市大吉市大吉市大吉市大吉、、、、万事亨通万事亨通万事亨通万事亨通

让让让让我掉下眼我掉下眼我掉下眼我掉下眼泪泪泪泪的的的的不止昨夜的酒不止昨夜的酒不止昨夜的酒不止昨夜的酒

让让让让我依依不舍的我依依不舍的我依依不舍的我依依不舍的

不止你的不止你的不止你的不止你的温温温温柔柔柔柔



雨路雨路雨路雨路还还还还要走多久要走多久要走多久要走多久

你攥你攥你攥你攥着着着着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我的手

让让让让我感到我感到我感到我感到为难为难为难为难的的的的

是是是是挣挣挣挣扎的自由扎的自由扎的自由扎的自由

分分分分别总别总别总别总是在九月是在九月是在九月是在九月

回回回回忆忆忆忆是思念的愁是思念的愁是思念的愁是思念的愁

深秋嫩深秋嫩深秋嫩深秋嫩绿绿绿绿的垂柳的垂柳的垂柳的垂柳

亲亲亲亲吻吻吻吻着着着着我我我我额头额头额头额头

在那座在那座在那座在那座阴阴阴阴雨的小城里雨的小城里雨的小城里雨的小城里

我我我我从从从从未忘未忘未忘未忘记记记记你你你你

成都成都成都成都带带带带不走的不走的不走的不走的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只有你

原原原原来来来来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你是我最想留住的幸运运运运
原原原原来来来来我我我我们们们们和和和和爱爱爱爱情曾情曾情曾情曾经经经经靠得那么近靠得那么近靠得那么近靠得那么近
那那那那为为为为我我我我对对对对抗世界的抗世界的抗世界的抗世界的决决决决定定定定
那陪我淋的雨那陪我淋的雨那陪我淋的雨那陪我淋的雨

一幕幕都是你一幕幕都是你一幕幕都是你一幕幕都是你一一一一尘尘尘尘不染的真心不染的真心不染的真心不染的真心

与你相遇与你相遇与你相遇与你相遇好幸好幸好幸好幸运运运运
可我已失去可我已失去可我已失去可我已失去为为为为你你你你泪泪泪泪流流流流满满满满面的面的面的面的权权权权利利利利
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但愿在我看不到的天际际际际
你你你你张开张开张开张开了了了了双双双双翼翼翼翼
遇遇遇遇见见见见你的注定你的注定你的注定你的注定
她她她她会会会会有多幸有多幸有多幸有多幸运运运运



南卡大学

学生团契
YOUR NEW HOME @ USC

郭振游郭振游

郭伟英郭伟英

中式晚餐中式晚餐讨论信仰讨论信仰茶点交流茶点交流每周五聚会，每周五聚会，6:156:15 pmpm

信息讲座信息讲座

其他活动其他活动
福音营福音营

其他活动其他活动



Tribe部落
�CCCC: Many Fellowships. We are one of them.

�活石華人教會活石華人教會活石華人教會活石華人教會 :Sunday Night Dinner, Sunday Morning 
Worship 728 Pickens St.

�Global Leadership Forum: Wednesday Noon(Once a 
month with lunch)

�BCM: Thursday Noon(Lunch English class)

�CCFI: Friday Noon(Lunch)

� IFM: Friday Night(dinner + English class)

抽奖抽奖

学生团契敬拜队学生团契敬拜队

乐队歌曲乐队歌曲
天堂在我心



谁说谁说 沉睡已久的花蕾沉睡已久的花蕾不能绽放一季缤纷不能绽放一季缤纷谁说谁说 寒冬之后的大地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不能展现一片青翠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谁说谁说 曾经受伤的翅膀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不能再度自由地飞我要抬起头我要抬起头 张开双臂张开双臂拥抱神所赐的世界拥抱神所赐的世界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谁说谁说 沉睡已久的花蕾沉睡已久的花蕾不能绽放一季缤纷不能绽放一季缤纷谁说谁说 寒冬之后的大地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不能展现一片青翠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谁说谁说 曾经受伤的翅膀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不能再度自由地飞我要抬起头我要抬起头 张开双臂张开双臂拥抱神所赐的世界拥抱神所赐的世界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I Want to be free 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惧怕 在爱中无伤悲在爱中无伤悲
I Want to be free 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不再流泪

Because I believe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That heaven is here我有天堂在我的心我有天堂在我的心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I Want to be free I Want to be free 自由地飞自由地飞在爱中无惧怕在爱中无惧怕 在爱中无伤悲在爱中无伤悲
I Want to be free I Want to be free 不再流泪不再流泪

Because I believeBecause I believe

That heaven is hereThat heaven is here我有天堂在我的心我有天堂在我的心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谁说谁说 沉睡已久的花蕾沉睡已久的花蕾不能绽放一季缤纷不能绽放一季缤纷谁说谁说 寒冬之后的大地寒冬之后的大地不能展现一片青翠不能展现一片青翠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谁说谁说 曾经受伤的翅膀曾经受伤的翅膀不能再度自由地飞不能再度自由地飞我要抬起头我要抬起头 张开双臂张开双臂拥抱神所赐的世界拥抱神所赐的世界

天堂在我心天堂在我心

唯有耶稣

祢是配得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叫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使瞎眼看见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能医治伤心人耶稣你有权柄释放耶稣你有权柄释放叫不可能变为可能叫不可能变为可能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掌管天地万有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唯有耶稣能使水变成酒叫狂风巨浪平息叫狂风巨浪平息大能赦罪行神迹大能赦罪行神迹耶稣无人与你相比耶稣无人与你相比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美配得尊崇和赞美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配得配得万物敬拜祢万物敬拜祢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祢是圣洁祢是圣洁 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圣洁荣光在全地祢是圣洁祢是圣洁 圣洁圣洁以圣洁妆饰敬拜祢以圣洁妆饰敬拜祢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愿尊贵愿尊贵 荣耀荣耀 权柄和能力权柄和能力都归全能神都归全能神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原各族原各族 各方各方 万国和万邦万国和万邦敬拜神羔羊敬拜神羔羊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配得配得配得尊崇和赞美配得尊崇和赞美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配得配得万物敬拜祢万物敬拜祢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祢是圣洁祢是圣洁 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圣洁荣光在全地祢是圣洁祢是圣洁 圣洁圣洁以圣洁妆饰敬拜祢以圣洁妆饰敬拜祢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祢是圣洁祢是圣洁 圣洁圣洁圣洁荣光在全地圣洁荣光在全地祢是圣洁祢是圣洁 圣洁圣洁以圣洁妆饰敬拜祢以圣洁妆饰敬拜祢
唯有耶稣唯有耶稣 & & 祢是配得祢是配得



再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