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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是世上的光……照在人前，叫他們看見你們的好行為，便將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太 5 章 14-16 節 

 

「要常常喜樂，不住地禱告，凡事謝恩， 

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 

旨意。」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http://www.sungenchurch.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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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相長的機會》 

 
陳慧卿傳道 

 
我們大人往往看輕了孩子們。一次兒童崇拜，桂芳姨姨問：「你們有什麼事需要代

禱呀？」只二年級的琪琪就回答：「地球唔好咁多垃圾。」或者他們未必能完全明白環

保的意義，只是單純的知道地球生病了，所以要愛護地球。但其實單純的知道並行出來，

已經很足夠，比起一些成年人只說不做更來得實際！ 

 

成年人總想以自己的能力、經驗、知識去處理事情，但常是聰明反被聰明誤，靠自

己不一定成功，更失去了發揮創意跟突破的機會。 

 

在兒童崇拜服侍，有時小朋友反成了我的小老師。他們獨特的眼光，創新的思維，

打破固有界限的勇氣等，反而讓我們有所啟發，甚至被提醒。有次熙熙分享她聽到聖靈

聲音的經歷：一次穎坤接熙熙放學，但因為溝通出問題，大家到了不同的地方等待對方，

由於熙熙沒有手提電話，穎坤聯絡不到熙熙……我問熙熙：「你當時害怕嗎？」熙熙回

答：「不會呀！」我問她為什麼？她說因為她知道有聖靈在，我再問她：「那現在聖靈在

不在呀？」她說：「在呀，她叫我要專心點。」對啊，聖靈無時無刻都在我們身邊，只

是我們忘記了祂，心不夠單純，使我們很難聽到祂微小的聲音。「耶穌……說：「讓小孩

到我這裏來，不要阻止他們，因為在上帝國的正是這樣的人。」(太 10：14 節錄)耶穌

曾多次以小孩來作比喻去教導我們，祂提醒我們，要向小孩子學習，學他們的單純，學

他們的清心，滿有信心地依靠天父如同小孩毫不猶豫地依靠父母一樣！對於成年人來

說，真的很不容易，但這能使我們與天父關係更近，更容易聽到天父的聲音，更感覺到

天父在身邊，更明白祂的旨意，你願意放手一試嘛？ 

 

聖經告訴我們，作為成年人的我們有責任去教導他們，因為「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

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22：6)小朋友就像一張白紙，你怎樣的塑造他們，就怎樣

影響他們的一生！世界充斥各種似是而非的講法，所以從小教導他們學習聖經，讓基督

的生命進入他們的生命，基督能親自幫助他們，引領他們，使孩童走在正路上，幫助他

們辨明黑暗與光明，認識真理！而這個陪伴他們成長的過程，也可以成為我們自己的成

長契機，從他們身上學習。 

 

兒童崇拜服侍需要弟兄姊妹起來回應，為着天父所着緊的着緊，為着小孩子的生命

委身，成就教會下一代，使教會可以持續不斷地成長，為主建立更多年青領袖，服侍上

帝！也使孩子在天父的話語當中滋長，一生都有耶穌基督這位屬靈的良師益友作他們的

同行者，生命有最穩妥的保障！而作為導師的也能從中有所得着，重新被提醒！你願意

為着小孩子的生命付出嘛？ 

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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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主耶穌是誰？無需現身﹗我是誰？》 

黃金成傳道 

「即時過數，無需現身」是真的嗎？我是誰？真的可以不用實體見面，便相信我而

借貸給我？筆者就「無需現身」有以下的聯想及反思—主耶穌是誰？無需現身﹗我是

誰？ 

(I) 路加福音 7:1耶穌對百姓講完了這一切的話，就進了迦百農。2有一個百夫長所器重的

僕人害病，快要死了。3百夫長風聞耶穌的事，就託猶太人的幾個長老去求耶穌來救他的僕

人。4他們到了耶穌那裏，切切地求他說：「你為他做這事是他配得的；5因為他愛我們的

民族，為我們建造會堂。」6耶穌就和他們同去。離那家不遠，百夫長託幾個朋友去見耶穌，

對他說：「主啊，不必勞駕，因你到舍下來，我不敢當。7我也自以為不配去見你，只要你

說一句話，就會讓我的僮僕得痊癒。8因為我被派在人的權下，也有兵在我之下。我對這個

說：『去！』他就去；對那個說：『來！』他就來；對我的僕人說：『做這事！』他就去

做。」9耶穌聽到這些話，就很驚訝，轉身對跟隨的眾人說：「我告訴你們，這麼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我也沒有見過。」10那差來的人回到百夫長家裏，發現僕人已經好了。 

我對耶穌及「祂的所是」的認識足夠嗎？主是誰？無需現身便即時使重病的僕人痊

癒﹗若各自反思「我是誰」？當來到主跟前祈求幫助時，我有像百夫長的態度和信心嗎？ 

(II) 路加福音 17:11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瑪利亞和加利利中間的地區。12他進入一

個村子，有十個痲瘋病人迎面而來，遠遠地站着，13 高聲說：「耶穌，老師啊，可憐我們

吧！」14 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檢查。」他們正去的時候就潔

淨了。15其中有一個見自己已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給上帝，16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

謝他。這人是撒瑪利亞人。17 耶穌回答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

18除了這外族人，再沒有別人回來歸榮耀給上帝嗎？」19於是他對那人說：「起來，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 

「他們正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十個痲瘋病的即時痊癒﹗弟兄姊妹們，主耶穌是誰？

誠實來到主跟前檢視自省、辨識自己的屬靈生命實況—就像這十個痲瘋病人一樣，我是

否蒙主厚恩得醫治(得永生)、從罪中(死亡的權勢)得釋放、從本是黑暗無望的生活進入

奇妙光明的人生？「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司檢查。」屬靈含義是指，這十個蒙恩得主醫

治的人，都應把握黃金機會即時回來，為主耶穌作見證、大聲歸榮耀給與上帝。耶穌回

答說：「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嗎？那九個在哪裏呢？」 

若各自反思「我是誰」？我是那大多數、自以為「無需現身」的那九個人嗎？筆者

看見今時今日主內肢體的信仰生活，大多數各自有自己的想法—「回來祈禱會要看我有

無時間、是否實體出席團契聚會及活動要再諗諗(欠信心)、崇拜可網上進行則無需現身。」

我無需回來，無現身的信仰生活是主耶穌所期待—回來歸榮耀與神的信徒嗎？  

牧者心聲 本欄由傳道同工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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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看顧》 

執事會主席王鵬忠 

 
人生難免會遭遇挫折，然而，這一切都會是過眼雲煙，回望過去就覺當時不應太執

着。因為上帝的愛是人生路上的暖窩，人若信靠上帝，祂的愛必指引我們踏上圓滿人生
路，那是一條指向永生的道路。但願我們讓更多人可以認識上帝，早日得着因祂的愛而
賦與生命的平安，喜樂和豐盛。因知道上帝與我們同在，衪必看顧，所以沒有擔憂，十
分平安。在頌讚聲中敬拜，親近上帝，心靈充滿喜樂和感恩。 

 

回想 44 年前，母親的離世，實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這令我感受到人世間
的生離死別。在這時刻，幸有同學帶我返團契。這樣我便來了頌恩堂，直到現在。 

 

回顧過往日子，感受神與我同行。初返教會時頌恩堂是充滿朝氣。這時誰人做執事，
我不大清楚，只知有團部，統領教會團契，在張國鴻弟兄帶領下，那時的主恩團共有 33

人，分成四組。 

 

期間，我做過主恩團團長，也做過執事，其後因為要照顧家庭，而退出執事會。這
樣我得以無事奉的身份返教會。直至我退休前六年被選入執事會，這樣便做了 14 年，
至兩年前退出。事隔 2 年再被選入做執事，還做了主席。 

 

過去 2 年香港飽受疫情影響，有一段時間還不能返教會，現時情況雖然好一點，但
出入要戴口罩，限聚令，針咭，安心出行等的限制。 

 

在我返主恩團期間，我收到一份禱文，並擺放在我工作的地方，
作為提醒我做人的準則(座右銘)，勉勵自己。現雖然退了休 10 年，
我仍放在家中提醒自己。 

 

以下是禱文的內容： 

我相信自己，相信和我共事的人；相信我的家人、朋友和同事，
相信上帝會給我成功所需的一切，只要我盡力且忠誠地為別人服務。
我相信禱告，每天必定禱告，祈求無形的指引才就寢。我會耐心與
人相處，容忍不相信我所做的人。我相信成功是辛勤工作的結果，
而非運氣或投機取巧，也不是來自剝削我的朋友或同事。我相信人生得到的正如我的付
出，對待他人正如我希望別人如此對我。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我絕對不會中傷我不喜歡
的人，不會因為看到別人的作法而減少自己的努力。我要在生活中獲致成功，盡我所能
為人提供最好的服務。我知道成功是用心努力的結果。最後，我會忘記傷害我的人，因
為，有時候我也會傷害人，需要他們的原諒。 

 

我將以上的禱文送給現屆執事和同工們，也送給本堂每一位教友。讓我們重新出發，
相信上帝會給我們成功所需的一切，只要我們盡力且忠誠地為主而活。神所出人意外的
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我們的心懷意念。 

 

 
 

 
 

 
 

 

 
 

 
 

 

 
 

 
 

 
 

 

\ 
 

 
 

 

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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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祈禱事項  

一、為世界代求  

1.  祈求天父幫助各國各地的領袖能有智慧處理疫情。請為世界各地的疫情得以受控代

禱，願天父大大施恩憐憫和幫助，使病者得醫治，喪親得安慰！ 

 

2.  祈求天父讓人心不慌亂，賜下平安，主愛恩臨。請為世界極端天氣、能源和糧食危

機得以消除，懇切祈禱。 

 

3.  請為世界和平，人心平安祈禱。祈求上帝拯救烏克蘭和俄羅斯脫離邪惡的戰爭。願

上帝的憐憫、和平及醫治臨到這片土地。祈求上主彰顯祂的公義，止息干戈。因我

們的神也是衆人之父，祂願人人和諧共處，如弟兄姊妹般互相愛護。 

 

   

二、為教會守望 

1. 2022年教會主題再接再厲，繼續＜效法基督 同作主工＞。 
鼓勵弟兄姊妹效法基督 同作主工。願我們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效法耶穌，榮神益
人；無論是學習、是工作、總要在生活上顯明基督，活着就是榮耀基督。 

2. 請為兒童崇拜聚會代禱，祈求上主賜智慧及能力，使用導師們所預備的，使孩子們
在當中認識信仰，在天父愛中健康成長！並求主興起信徒同來參與兒崇的服侍！ 

3. 感謝神，朱泰和聖職教師已度過危險時期。現有吞嚥及呼吸上困難，請弟兄姊妹繼
續為朱 sir得醫治禱告。 

4. 何宗坡弟兄(郭倩婷的父親)於 10 月 16 日在東區醫院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 10 月
27日在東區醫院禮堂舉行。請為倩婷及她的家人代禱，求上帝安慰她的家人。 

5. 黃梁明珠姊妹於 10月 15日主懷安息，安息禮拜已於 10月 31日在香港殯儀館舉行。
請為她的家人代禱，求上帝安慰她的家人。 

 

三、為肢體禱告 

為弟兄姊妹及其家人身心靈代禱，求主保守看顧︰李師母(求主保守看顧)、張馮慧敏(癌

症得醫治感恩)、陳麗華(腿傷早日康復) 、黃蜆韶（身體虛弱，求主保守看顧）、黃以

斯帖(心臟病得醫治守護)、郭少英(坐骨神經痛得醫治)、李少榮和曾慧霞（神的恩手隨

時保護）、何竹筠（求主保守看顧）、鄭少瑛（病痛得醫治）、蔣美蘭（血溶症得醫治）、

鄧月鳳（有神的恩手保守看護）。 

四、宣教 

1. 請為內地的宣教士、神職人員的身心靈代禱。願信徒領袖同心同德，靠主同行，牧

養群羊！ 

2. 請支持劉老師的福音事工，如需要劉老師的手提電話號碼，請聯絡張牧師索取，並

請代禱支持。 

3. 目前新疆有 100萬的基督徒，大部分是漢族。他們信仰的使命是將福音帶給當地的

維吾爾人和土耳其少數民族。讚美神，祂願人人都能認識真理，不願一人沉淪(彼

得後書 3:9)。祈求上主興起更多工人，熱心與維吾爾人分享福音，讓他們聽見救

恩的信息，並接受祂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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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 75 人 九日 66 人 十六日 78 人 

二十三日 63 人 三十日 80 人   

 

 教會消息  

 

1.  教會聚會安排 

教會提供主日崇拜的直播，讓未能回來崇拜的弟兄姊妹，可在家中一起敬拜。 

回到教會崇拜的弟兄姊妹，請留意以下事項： 

a. 聚會出入要使用安心出行及疫苗通行證（獲得豁免人士除外）； 

b. 進入聚會場所前須先量度體溫，潔淨雙手及簽到，並全程佩戴口罩； 

c. 除聖餐禮外，堂內不可飲食。 

主日「清晨祈禱會」，逢主日上午 9時正在副堂中舉行。 

「周三晚上祈禱會」及「周五午間祈禱會」以網上形式舉行。 

祈禱會是推動教會發展的「發動機」；歡迎弟兄姊妹參加，一起為福音聖工、教會

事務、世界和平、社會民生、和教友的需要代禱。zoom連結於當天在 WhatsApp「教

會資訊發放群組」內發放給教友。 

 
2.  第二十八屆培靈奮興大會，將於 11 月 1 至 7 日，晚上 7 時 30 分假尖沙嘴浸信會 

（尖沙嘴金馬倫道 31 號）舉行。實體同時設有網上直播，方便未能赴會的信徒觀

看。今年主題為「在劇變中重建的異象──撒迦利亞書異象的研讀」，由信義宗神學

院榮休教授戴浩輝牧師主講。 

3.  執事與教牧同工退修會 + 執事會議 @教會副堂 

執事會將於 11月 5日星期六早上 9時 30分至中午 12時舉行「執事與教牧同工退

修會」；於當天下午隨即舉行「執事會議」，請為教牧同工執事們禱告，求神賜智慧

給他們去策劃當前事工，使用各人恩賜來造就教會。請各同工執事留意及準時出席。 
4.  本堂 2022至 2024年度第一次會友大會將於 11月 20日聖餐主日崇拜後隨即召開，

請會友預留時間參加。 
 

5.  陳慧卿教士的畢業典禮將於 11月 20日下午 3時正假協同神學院舉行，邀請各位觀

禮，招待處有賀咭，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寫上恭賀的說話。 
 

6.  11月 25- 26日舉行「作主門徒 3.0 家庭樹@大使命-靈修營」，地點：梅窩衛理園 

名額: 8名 (額滿即止) ，可聯絡同工查詢。 
 

7.  本堂將於 12月 26日舉行全堂旅行。當天早上 9時正於教會集合，地點為迪欣湖和

馬灣公園，費用每位$100正。名額 50人，本堂教友優先參加，請踴躍參與。11月

6日開始購票，如有查詢及報名請與瑞琼姊妹或寶玲姊妹聯絡。截止日期：11月 30

日或額滿即止。 

行程簡介：本堂集合出發→馬灣大自然公園→東涌午餐→迪欣湖→回程教會解散。 

 2022 年十月崇拜網上+實體聚會出席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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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生命承傳協會已於 9月開展補習事工，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2時至 7時舉行。 

盼望透過善用教會地方，接觸及關顧學生及其家庭，藉此擴展教會事工。 

請為 11月招生禱告！ 

 
9.  東非宣教士 Sara將於 12月 4日來臨分享，時間為下午 3至 4時 30分，請為她的

需要代禱。求主保守、祝福，並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 

 
10. 9

. 
奉獻方法： 

弟兄姊妹可將教會奉獻，以劃線支票，抬頭註明「彌敦道路德會頌恩堂有限公司」。

請在支票背後寫上奉獻者姓名，奉獻類別(主日捐/感恩捐/月捐/差傳捐/慈惠捐)及 

相關金額。謝謝！ 

郵寄地址：尖沙咀彌敦道 80號金鑾大廈 1字樓； 

或直接存入恒生銀行戶口 286-122759-001，請在收據中註明中英文全名，並知會   

教會，可電郵︰sungenchurch@yahoo.com.hk 或 WhatsApp：6457 6457，或傳真︰       

2369 4910，以便記錄。謝謝！ 

 
11. 1

0
. 

截至 2022年 10月 15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 10,447元，港幣定期戶口結存

2,676,268.88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 989,166.50，合計結存為 3,675,882.38。 
 
 

 句句精彩  

83 心存一點憐憫 
 

心存一點憐憫，我們的愛就會增加很多。 

「耶和華有恩惠，有憐憫，不輕易發怒，大有慈愛。」 

             (詩篇一四五篇 8 節)                                     

                                               

主要啟發你：能力使你優秀，品格使你高尚，渴慕使你謙卑、順服使你跨越。 
節錄自《句句精彩》；作者：郭昭南牧師；出版︰保羅文化 

 
 

 

 

 

 

 

 

 

 

 

 

 每月金句  

「藉著祂，上帝使萬有與自己和好，無論是地上的、 

天上的，都藉著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促成了和平。」 

歌羅西書一章 2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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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2022 年 11 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種) (門) (彩) 領會 小種子 小門徒 彩虹精兵 

11 月 6 日 
(種) 鳥和魚 

(門) 大衛為掃羅彈琴 
(彩) --- 

Wing Wing 桂芳姨姨 美香姨姨 --- 

11 月 13 日 
(種) 地上的動物 

(門) 小孩讚美耶穌 
(彩) --- 

寶玲姨姨 樂欣姐姐 瑞琼姨姨 --- 

11 月 20 日 
(種) 天父造了人 

(門) 門徒學習禱告 
(彩) --- 

桂芳姨姨 Wing Wing Tracy --- 

11 月 27 日 
(種) 天父喜歡我 

(門) 約西亞聽從天父 
(彩) --- 

Cherry 寶玲姨姨 
Wing 
Wing  

--- 

 

 

日期 主恩團 恩樂團 青年伉儷團契 

11 月 5 日 靈修分享 - - 

11 月 12 日 查經 待定 待定 

11 月 19 日 有你參與更好 - - 

11 月 26 日 聖經專題-耶穌家譜 待定 待定 

10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8 人 - 8 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姊妹團 

11 月 10 日 - - 查經 

11 月 12 日 - 直到地極 - 

11 月 18 日 待定 - - 

11 月 24 日 - - 查經 

10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暫停  10 人 11 人 

2022 年兒區全年主題︰跟主腳踪 活出見證 

請記念兒區導師的身心靈得健壯，事奉蒙主使用。 

陳慧卿傳道已於 9月 6日加入頌恩堂的同工行列，請為她在本堂的事奉禱告。 

也祈求上主加能賜力給導師們，能與孩子同行，牧養主的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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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0 月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崇拜奉獻 30,380.00 同工薪津（4 人） 81,214.00 管理費（C-E 座） 3,750.00 
感恩奉獻 38,100.00 同工強積金 3,420.00 上網費 (4/10/2022-3/11/22) 500.00 
其他奉獻 6,997.00 社區關顧援助金 1,000.00 電  費 (15/9/2022-13/10/22) 3,578.00 
租金收入 20,000.00 聖壇用品(鮮花)  1,536.50 水  費 (13/5/2022-14/9/2022) 48.70 
  講員費 2,000.00 影印費 1,420.42 
  主日學導師費用 3,500.00 清潔費 4,856.00 
  郵票+文具 724.00 維修保養 (風琴保養) 1,560.00 

  兒主教材 98.00 
維修保養 (音響房冷氣
+USB+Webcam ) 

10,428.00 

  聖餐套裝 1,258.00 支持聖路加堂建立堂會 14,000.00 
  花籃+白金  700.00 印咭片 + 畢業花籃 880.00 

  

對外奉獻  
生命使者有限公司 

香港路德會有限公司 

日糧事工有限公司 

9,000.00 

畢業特刊刊登賀詞全版 1,000.00 

總收入  $95,477.00 總支出 $146,471.62 本月結欠 $(50,994.62) 

 

 2022 年 10 月差傳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差傳奉獻 3,150.00     

總收入 $3,15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3,150.00 

 

上月結存 $299,024.87 本月結餘 $3,150.00 本月總結存 $302,174.87 

 

 2022 年 10 月建堂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建堂奉獻 15,500.00     

總收入 $15,50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15,500.00 

 

上月結存 $2,648,650.21 本月結餘 $15,500.00 本月總結存 $2,664,150.21 

  

 2022 年 10 月慈惠財政報告  

 

收入 支出 

慈惠奉獻 0.00 慈惠津助 0.00   

總收入 $0.00 總支出 $0.00 本月結餘 $0.00 

 

上月結存 $47,530.00 本月結餘 $0.00 本月總結存 $47,530.00 

如有錯漏，敬請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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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1 月週六崇拜 

 

日期 11 月 5 日 11 月 12 日 11 月 19 日 11 月 26 日 

主禮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與主日崇拜 

聯合舉行 

講員 

敬拜 

點燭 

招待 

插花 

影音 

襄禮 

備註 插花 : 梁潔精 插花 : 李潔麗 插花 : 吳慧倩  插花 : 陳素蘭 

由於疫情仍未完全受控，將繼續與主日崇拜聯合舉行。 

 
2022 年 11 月主日崇拜 

主日 11 月 6 日 11 月 13 日 11 月 20 日 11 月 27 日 

節期 
諸聖主日 

（白） 

聖靈降臨後 

第二十三主日（綠） 

聖靈降臨後 

最後主日（綠） 

將臨期第一主日 

（紫） 

舊約 啟七9-17 瑪四1-6 瑪三13-18 賽二1-5 

書信 約壹三1-3 帖後三6-13 西一13-20 羅十三11-14 

福音 太五1-12 路二十一5-28 路二十三27-43 太二十一1-11 

聖詩 
頌主 13 
頌主 364 
頌主 399 

頌主 216 
頌主 435 
頌主 406 

頌主 550 
頌主 364  頌主 262 

頌主 436 

頌主 83 
頌主 88 
頌主 256 

主禮 黃金成傳道 張鍾華牧師 張鍾華牧師 黃金成傳道 

講員 張鍾華牧師 陳慧卿教士 黃金成傳道 張鍾華牧師 

襄禮 陳秀慧 蔡偉光 王鵬忠 葉翠媚 

讀經 黃鳳珍 葉翠媚 梁家碧 郭倩婷 

入壇 

前詞 
陳志樑家庭 翁澧光家庭 羅紹衡家庭 朱達智、郭倩婷 

司琴 霍靜霞 張敬軒、張穎坤 張敬軒 李彥楠 

點燭 李偉賢 何樂欣 何樂欣 蔡偉光 

影音 王浩翔/王浩瀚 王浩翔/王浩瀚 王浩翔/王浩瀚 王浩翔/王浩瀚 

司事 祝棣華、黃鳳珍 呂小燕、曾麗芳 姚偉剛、陳素蘭 劉文儀、陳啟德 

招待 祝棣華、黃鳳珍 呂小燕、曾麗芳 姚偉剛、陳素蘭 劉文儀、陳啟德 

備註   
聖餐崇拜 

會友大會 
 

 
 。敬請注意：各部負責人如未能按以上編排出席，務請通知鄭幹事，謝謝ت

將臨期（11 月 27 日至 12 月 18 日）內，主日崇拜不唱「榮歸主頌」， 
改唱頌主聖詩 87 首「以馬內利，懇求降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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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考您，認識他們嗎？一句輕輕的問候+擁抱，送上暖暖的祝福。  
 

左在鏡頭最前的是李少榮伉儷          坐在中央的是侯金陵弟兄 
 
 
 
 
 
 

 
                                                              

                                                       

                              
探望 Frankie 汶汶 & 天仁 BB         遠道歸來的吳潤勝弟兄 

 
 
 
 
 
 
 

10 月 30 日兒童主日學戶外崇拜 伴你同行 
 
 
 
 
 
 
 
 
 
 
 
 

十月頌恩家－Zoom+實體的團契生活 
 
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