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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忽 然然 ，， 有有 響響 聲聲 從從 天天 上上 下下 來來 ，， 好好 像像 一一 陣陣 大大 風風 吹吹 過過 ，，  

充充滿滿了了他他們們所所坐坐的的整整座座屋屋子子，，又又有有舌舌頭頭如如火火焰焰向向他他們們顯顯現現，，  

分分 開開 落落 在在 他他 們們 每每 個個 人人 身身 上上 。。 他他 們們 都都 被被 聖聖 靈靈 充充 滿滿 ，，  

就就 按按 聖聖 靈靈 所所 賜賜 的的 口口 才才 說說 起起 別別 國國 的的 話話 來來 。。  

使使徒徒行行傳傳 22：：2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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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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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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張鍾華牧師分享 

合手禱告、放下傷痛 

各位主內的肢體，平安！ 
耶穌有悲天憫人的情懷，因為他明白世人的軟弱，知道我們的憤怒的內裡

盡是恐懼、無助，我們的殘忍苦毒的背後住往是傷痛、憂慮造成的傷疤。 

今天的我，是由我們過往的經歷模造出來的。當負面的經歷在我們心中留
下烙印，腦海中便潛藏著受挫或受傷的記憶，並沒意識地影響著我們的一舉一
動和看法。由此可見，我們的行為其實是由情緒主導，而引發我們情緒的，竟
是我們的記憶。舉個例子，當我們遇到不幸的事，有些人會勃然大怒，有些人
會委過於人，但奇怪的是竟有人會撫心自問的說：「是我的錯嗎？」甚至會不加
思索，斬釘截鐵的說：「都是我的錯！」為什麼這些人會有這樣的「奇怪」而錯
誤的想法。心理學家會說：「她可能從小受過虐待，那些創傷的記憶令他產生羞
恥和恐懼等情緒，這些情緒帶動了他沒自信和自責等行為表現。」無錯，不去
理會內心的創傷，我們只會活在這些陰霾中，不能釋懷，這自然影響到我們生
活的質素和與人的關係。因每當有人或事觸碰到我們的痛處時，便會不由自主
地產生很大的情緒反應或反感。因此，當人真實地面對自己的有限，並尋求人
生的答案時，自然會想到向創造人的那位上帝，即人的根源去尋索，嘗試經歷
上帝的愛，從而獲得接納與醫治。 

上帝可以彌補人所不能的，並加添人正面的力量，讓我們可以繼續前行。
試想，就算傷害了我們的人向我們認錯，也不能完全彌補我們的傷痛，但如《聖
經‧以賽亞書》53章 5-6節所說：「他為我們的過犯受害，為我們的罪孽被壓傷。
因他受的懲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我們得醫治。我們都如羊走迷，
各人偏行己路；耶和華使我們眾人的罪孽都歸在他身上。」上帝差遣祂的獨生
子主耶穌來到世間，嘗盡人生的傷痛與屈辱，為我們的過犯，極其痛苦地死在
十字架上，就是為了愛和拯救我們。我們因而可以肯定，主耶穌是最能明白我
們傷痛的；有祂的愛和接納，並賜予我們人所不能的寬恕和醫治，可從人生的
黑暗中釋放我們。我們的人生必定可以得到更新，活得精彩和豐盛。 

各位主內弟兄姊妹，還記得今年一月講章《來跟從主》的信息嗎？文中提
過門徒約翰自小脾氣暴躁，人稱他為「雷子」。他跟隨耶穌並被他的話語所轉化，
變成耶穌最溫柔、最喜愛的門徒，從他口中流出活水江河。約翰一書 4：11：「親
愛的弟兄啊，上帝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約 3：16 他如此描
述上主的救恩：「上帝愛世人，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約翰的心柔和謙卑並能承載無限的慈愛，這就是神的
轉化大能！  

願弟兄弟姊妹立定主話，心意更新而變化，心中若有恐懼、無助、傷痛、
憂慮的情緒，求主幫助我們走向光明，挪走我們傷痛的記憶；並在主裡成為一
位有呼召，有使命，有喜樂，有見証的門徒。祝 

全年蒙恩，靈命飛躍！ 
主僕 
張鍾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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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心聲 本欄由其他傳道同工分享 

 I Have A Dream 鄧迪豪教士 

在我讀大專之時，參加了由「學園傳道會」主辦的青年領袖營，其中
認識了很好的組長，很好的敬拜者使團敬拜，第一次禁食祈禱，第一次幾
百人作街頭佈道，也學到一首詩歌《讓我高飛》。 

主，讓我心有夢想，無邊黑夜裡遠看著星河。 
年青光陰未保留，從來未甘奔波終一生。 
唱到這首詩歌時，心中震撼不已。原來，我也可以有夢想。 
從小沒甚麼大志，只有在中四時選了讀理科，大學時選了社工和教師

。而作傳道人，則偶然在一次神學院的音樂會上，跟在旁的好朋友敏傑笑
說：「不如一起去讀神學吧。」沒料到，幾年後，真的踏足神學院。 

或許作傳道人才是我真正的夢想，因為是自己「選擇」的（當然更是
上帝呼召）。多謝我的爸爸、媽媽，當初我提出讀神學的意願時，鼓勵我去
追夢。我一直相信，教會是一個追夢的地方。這個夢境，是人人生而平等
，信徒相親相愛，如同一人敬拜上帝的空間。 

讀神學期間，因為實習費有限，其中一段時間在突破機構兼職工作。
有次到寫字樓等電梯，竟然遇到突破機構創辦人蔡元雲醫生。更讓我驚訝
的是，從他炯炯有神的眼神，再加上雄厚的聲線，說出：「歡迎你，請問如
何稱呼…很好，有活力的青年人真好。」你知道嗎，蔡醫就是當年學園傳
道會營會中鼓勵我要有夢想的講員呀！從那時起，我就立志要作一個愛青
年人的傳道人。 

七年來在頌恩堂事奉，有幸主要服事青少年，看見他們生命成長。一
直以來，保護你們，令你們得到空間成長是我的夢想。 

有一次上帝勉勵我，作一個傳道人，不是要作僱工，也不是作宗教領
袖，而是作他們的父親。現在我比以前明白多了，因為，現在我是父親。
剛為人父，最深刻是經歷女兒每個第一次：餵奶、換片、洗澡，更要全程
錄影下來。不想錯過任何一刻，也可讓女兒將來觀看。我的女兒Hana因出
生時身體有點毛病，要留院幾天，睡在保護箱中。每次到醫院探望女兒，
看到她的胃喉、手腳上的儀器，心都痛了。我還記得第一次抱著她，看到
她安睡時，心想：只要你健康、幸福就好了。原來天父就是這樣的心腸，
在我們任何時刻，不論痛苦或快樂，祂都在旁陪伴。 

弟兄姊妹，你知道天父比世上任何一個父母都愛你嗎？請再次發夢吧
！天父會支持你的！ 

我有一位愛我的天父，祂造我就是為了愛我。 
不論高矮或胖瘦，未來成就是如何，祂仍然比任何人都愛我。 
《愛我的天父》讚美之泉 
將到母親節，感激各位父母你們含辛茹苦養育之恩，因為你們，我們

才能成為現在的我們。祝願你們健康幸福，願主所賜喜樂的靈充滿你們！
也多謝我的好太太，Hana的好媽媽 Clara，你在產房六小時的拼搏付出，令
我完全明白母愛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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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欄 本欄由弟兄姊妹分享 

 阿摩司書的警告與信仰中的醒覺 何東輝 
阿摩司書的警告 

阿摩司書一開始就一連串提到上帝對周圍列國以及南北兩國的審判與刑
罰，藉以顯明上帝子民的罪孽，促使他們悔改歸向上帝。接著，又藉一連串的
判案和異象啟示，警告上帝子民即將面臨上帝更嚴厲的審判與刑罰，災禍迫在
眉睫，若不及早悔改歸正，難免巨禍臨頭，被擄分散列國。最後，先知仍表明
上帝在嚴厲中仍有恩慈，應許上帝子民終必復興。 

阿摩司書寫作時，正是北國以色列的全盛時期，舉國上下追求物質享受，
富人欺壓窮人，自私、狡詐、狂妄，風氣糜爛腐敗，大大地得罪了上帝。因此，
上帝特地從南國猶大呼召提哥亞人阿摩司，他原是純樸的農民兼牧人，挺身而
出，率直指責以色列民，呼籲他們正視上帝的審判與刑罰，預備自己迎見上帝。 

阿摩司書中所描述的情形，正與今日教會在末世所面臨的危險相當吻合，
聖徒讀本書，一面既瞭解自己的敗壞，與當日的以色列人如出一轍；另一方面
也要認識公義聖潔的上帝，不能不對我們的敗壞施以懲罰。然而，上帝在嚴厲
中卻有豐盛的憐憫與慈愛，刑罰之餘仍盼我們悔改，或者得以享受祂的恩典，
有分於那將來臨的復興。 

信仰中的醒覺 

在現今世代中，基督徒對信仰有不同的看法與行動：有弟兄姊妹只想在死
後得永生，也有弟兄姊妹認為自己有奉獻，就不用為教會、為上帝作；雖然也
有弟兄姊妹願意為教會、為上帝作出不同大小身、心、靈的奉獻，但當教會他
們佔的比例相對少的時候，只會令到當中的弟兄姊妹，對教會或教友有不同的
埋怨。 

我們的信仰是為自己、為親人、為朋友還有為全世界的人，作傳福音的工
作。當弟兄姊妹只為自己的需要，而不為教會發展的需要耐努力時，教會的發
展就會停滯，我們的福音也不能有好的擴展。 

阿摩司書中提到當時鄰近的國家與以色列，都有不同的罪，使上帝用不同
的事情來懲罰它們。 

在現今的世代，雖然沒有先知會說出香港會有甚麼懲罰、澳門有有甚麼懲
罰，但在福音書中（馬太、馬可、路加都有），耶穌基督對門徒說到末世的時候：
「…你們也將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注意，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必須發生，
但這還不是終結。民要攻打民，國要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 

耶穌說會發生的事，在現在已經出現大大小小不同的事發生，如：北韓、
伊蘭等的國家對其他國家的戰爭；有人民對政府、對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埋怨，
甚至有父母與子女動刀動槍的對打。每次看到這些新聞，都讓我想起主耶穌說
的話，就是末日的很快的來臨。各位弟兄姊妹，請大家開始對自己的信仰與現
今世代的罪惡祈禱，因主耶穌回來的時候將到，雖然我們不知道是何時，但真
的很快將到，不要誤以為是會在很久之後的事。我們雖然不知道是何時，耶穌
說當我們看見這些事後，祂就會降臨。 

另外，因今個月（5 月份）將是我「離開」路德會頌恩堂的「助理幹事」一
職的日子。雖然是離開了職位，但我依然會以教友的身份回到教會崇拜。工作
方面，仍在尋找中，但也會可以在星期日能回教會崇拜為條件的尋找工作。 

願主保守各弟兄姊妹的身、心、靈，都有美好的長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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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專欄 本欄節錄自《每日讀經釋義》 

「聽命勝於獻祭」的表現 

不少教會對信徒參加聚會時的各樣表現，有嚴格的規定，諸如穿合乎

體統的衣服、準時出席聚會、聚會時不得使用智能手機內的聖經等等。這
種種的要求，對於今天講求自由、個人主義高漲的世代中，往往帶來不少

衝擊與質疑。 

可是，當我們誠實地面對聖經的教導時，在上主管治下的群體，為了
表達分別為聖、被神所用的屬神子民，他們都必須謹慎認真地按上主一切

的吩咐行事，絕不可隨己意而行，否則會換來可怕的結局。 

當《每日讀經釋義》的讀者按進度閱讀《民數記》時，就能清楚看到
這方面的信息。本週我們將閱讀《民數記》第 7-11 章，讀者不可不知，整

本《民數記》有着一個頗工整的結構： 

1. 安營：出埃及一代預備進入應許地（1：1-10：10） 

2. 旅程：西奈山至加低斯（10：11-14：45） 

3. 漂流：在曠野至亞倫卒於加低斯（15：1-20：29） 

4. 旅程：加低斯至摩押平原（21：1-25：18） 

5. 安營：曠野新一代預備進入應許地（26：1-36：13） 

換言之，本週眾讀者將由「安營」進到「旅程」的部分。事實上，當

以色列人真正首次跟?雲彩上升而起行時（10：11-13），他們全然是按着耶
和華的吩咐、戰戰兢兢地出發。這是因為在他們出發之前，耶和華吩咐摩

西，要以色列人按上主的心意，做好一切的準備功夫，包括： 

1. 祭壇奉獻禮（7章） 

2. 利未人就職潔淨禮（8章） 

3. 第二次逾越節（9 章） 

4. 製造銀號（10：1-10） 

由此可見，耶和華要以色列民出發前，先指示了一切，讓他們知道如

何按祂的心意行事，故此，當我們閱讀《民數記》的經文時，會經常看到

作者如此記載：「耶和華怎樣吩咐摩西，以色列人就照着做了……」、「他
們遵照耶和華的指示安營，也遵照耶和華的指示起行。他們遵守耶和華的

吩咐，是耶和華藉摩西所指示的話。」（9：23，《和合本 2010》）總意就

是「遵照」、「遵守」、「照着做」。 

今天我們也是君尊的祭司、聖潔的國度、屬神的子民，若真是如此，

當我們來到教會朝見主、敬拜主、事奉主時，又豈可按照自己的心意喜好，

胡亂行事，擾亂秩序呢？ 

「本文章版權屬香港讀經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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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教會消息0  
 

1.  2018年教會主題為＜立定主話，心意轉化＞。鼓勵弟兄姊妹立定主話，
將主話實踐在生活中，認清老我，身心靈靠主轉化。「所以，我們應當
離開基督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希伯來書6：1上） 

2.  執事會通過2018-2020年度香港路德會頌恩堂教會架構表，詳情請參閱執
事會報告版，新一屆執事就職典禮於5月13日主日崇拜中舉行，屆時將有
各團各部負責人一同就職，請為新一屆執事、各團各部代禱。 

3.  張牧師先後家訪黃蓮姊妹（林潔冰母親）及邱美軒弟兄（邱萬慧父親）
，並向他們傳福音，期間他們認信並接受聖洗禮，求上帝堅固和保守他
們的信心。 

4.  本堂教友張雪葵姊妹（唐少儀母親）於4月14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
5月15日（星期二）晚上8：00假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求神安慰她的家
人。另蔡能基弟兄於4月21日安息主懷，安息禮拜訂於5月13日（星期日
）晚上7：30假紅磡世界殯儀館舉行，求神安慰他的家人。 

5.  鄧迪豪伉儷於4月20日喜獲女兒，母女平安，求上帝保守嬰孩健康成長。 

6.  環球聖經公會於5月8日至6月5日（22/5放假）共4堂，逢周二晚上7：30-9
：30在本堂舉行「衣、食、住、行的靈命塑造」聖經解讀課程，講師是
楊文立博士。詳情請參閱有關海報，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7.  成人福音班︰「同作門徒」（第三期）已經開課，日期︰4月29日-6月3
日（主日）上午9：30-10：30（共6堂），簡介及報名表已將貼在大門報
告版上，歡迎鼓勵慕道者及初信者報名參加。 

8.  截至2018年4月3日，本堂港幣儲蓄戶口結存80,199元，港幣定期户口結
存2,000,000元，港幣來往戶口結存681,590元，合計結存為2,761,789元。 

9.  有關本堂最新的「颱風及暴雨警告訊號教會聚會指引」敬請教友留意。 

1. 八號或以上颱風訊號： 

 所有教會聚會均會取消。 

 如警告訊號於聚會開始二小時或以前除下，該聚會將照常舉行。 

2. 黑色暴雨警告： 

 所有教會聚會均會取消。 

 如警告訊號於聚會開始二小時或以前除下，該聚會將照常舉行。 

3. 紅色暴雨警告： 

所有教會聚會照常舉行。 

4. 其他警告訊號： 

所有教會聚會照常舉行。 

 

02018年4月崇拜聚會出席人次0 0 
  

一日 129人 八日 110人 十五日 131人   

廿二日 131人 廿九日 11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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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祈禱事項0  

一、 為世界代求 

1.  內地新修訂《宗教事務條例》正式實施，網上商店更停止售賣聖經。求主保
守眾教會有智慧去面對修訂的條例。 

二、 為教會守望 

1.  2018年教會主題為＜立定主話，心意轉化＞。鼓勵弟兄姊妹立定主話，將主
話實踐在生活中，認清老我，身心靈靠主轉化。「所以，我們應當離開基督
道理的基礎，竭力進到成熟的地步。」（希伯來書 6：1 上） 

2.  請為同工及執事禱告，求主加添眾人謙卑愛主，各按各職，恩賜配搭，服事
教會，叫基督的福音得興旺。 

3.  請為頌恩堂擴堂委員會代禱，成員包括︰張鍾華、范澤祺、韋四順、劉美儀、
羅燕萍及張國輝。求主賜他們持守愛主的心，常敏感主心意，並賜各人智慧
與謀略，商討擴堂事項，能尋求共識，並清楚向會眾傳遞異象。 

4.  為籌備 2018年 7月 26至 29日（4日 3夜）澳門短宣前工作祈禱，願上帝引
導各導師與聖靈同工，同心合一。為物色澳門服事機構祈禱，過程順利。為
有意參與短宣的弟兄姊妹祈禱，準備他們的心，能經歷上帝的帶領。 

5.  請為青衣路德會梁季彝夫人安老院周三崇拜祈禱，願此崇拜讓榮耀歸與神，
平安歸與人！ 

6.  請為 W夫婦及 P區代禱： 
6.1 P 區同工同心服事，同得美好果效，領受神的異象和引導。 
6.2 求主賜福 W夫婦與新青年同工的配搭，祝福他們事奉同心。 
6.3 P 區重點事工： 
一） 接觸鄰近民工、青年學子，祈禱服侍。 
二） 栽培班：透過英文班、信仰成長班、建立牧養平台。 
三） 定期有祈禱會和探訪活動。 
四） 建立詩班，提供指揮及司琴訓練課程，提升崇拜的內容。 

6.4 為 P區初信者祈禱，求主保守他們在真理上扎根，永不離開主。 
6.5 請繼續以代禱及行動記念 W 家庭、P 區事工及新同工薪酬需要，求主

感動人心，使萬事互相效力，叫愛上帝的人得益處，叫上帝的國度得以
擴展。 

三、 為肢體禱告 

陳仙寬（排期作心臟搭橋手術）、黃笑添（求主保守他身心靈靠主安穩）、謝漢
輝（謝婉靜父親，膀胱腫瘤得醫治）、李少榮（身體漸漸康復）、黃蘭桂（心臟
功能穩定）、周惠玲（腎病，求主引領她接受福音）、何竹筠（長期神經痛毛病，
靠主心得安穩）、林慕蘭（長期心臟不適，心臟容易積水的毛病得舒緩）、韓穎
根（行動不便，賜她身心靈靠主安穩）、鄭少瑛（腰痛得醫治）、蔣美蘭（身體
虛弱得改善）、鄧月鳳（心臟病昏迷，盼早日康復）。 

四、 感恩事項 

1.  4 月 2 日黃蓮姊妹（林潔冰母親）在府上接受聖洗禮。願主賜姊妹平安與喜
樂！ 

2.  4 月 6 日邱美軒弟兄（邱萬慧父親）在府上接受聖洗禮。願主賜弟兄平安與
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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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句句精彩  
 

029 態度是永遠 

不須求分數，但須求態度；因為分數是一時，態度是永遠。 

耶和華指着雅各的驕傲起誓說：「他們這一切行為，我必永遠不忘。」 

（阿摩司書 8章 7節） 

主要啟發你：能力使你優秀，品格使你偉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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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 5月各團契週會內容 

日期 主恩團 主樂團 恩樂團 主希團 

5月 35日 跟着回憶去導賞 （6/5）查經 小組 恩賜發掘 

5月 12日 長洲建道行 
（11/5）工作分享、 

經文祝福 
小組 ― 

5月 19日 祈禱會 
（20/5）家人祈禱 

+小手工 
小組 英文班 

5月 26日 有你參與更好 （27/5）懇親飲茶 
（27/5）大學 

郊遊團 
恩賜發掘 

4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7人 8 人 5 人 6人 
   

日期 喜樂團 伉儷團 弟兄小組 姊妹團 

5月 05日 ― 查經 ― ― 

5月 10日 ― ― ― 潤唇膏製作 

5月 18日 樂在聖經中 ― ― ― 

5月 22日 ― ― 遠足 ― 

5月 24日 ― ― ― 探訪唐少儀 

4 月份平均出席人數 14人 9 人 3人 12 人 

2018年 5月崇拜講員 

5月 05日 謝詠雯傳道 5月 06日 謝詠雯傳道 

5月 12日 吉中鳴牧師（媒體綠洲總監） 5月 13日 吉中鳴牧師（媒體綠洲總監） 

5月 19日 張鍾華牧師 5月 20日 張鍾華牧師 

5月 26日 黃振權牧師（路德會象山堂） 5月 27日 陳黔開牧師（香港福音盛會大會主席） 

2018年 5月兒童崇拜主題 

日期 主題 信息 領會 小種子組 小門徒組 彩虹精兵組 

5月 6日 恩慈@合團崇拜 張牧師 張牧師 WING WING姐姐 青少年敬拜組 青少年敬拜組 

5月 13日 (小)天父使家庭快樂 謝姑娘 
謝姑娘 

(助)Bobby 

Sandy姐姐 

(助)耀生 
Alex叔叔 

5月 20日 (彩)重遇耶穌 張牧師 
桂芳姨姨 

(助)John 
謝姑娘 潔麗姨姨 

5月 27日 (小)孝敬父母 謝姑娘 
IVY姨姨 

(助)樂欣 

桂芳姨姨 

(助) Bobby 
Simon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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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周六崇拜  

 

日期 5月 5日 5月 12日 5月 19日 5月 26 日 

主禮 張鍾華 
MMO 培靈 

音樂聚會 

鄧迪豪 鄧迪豪 

講員 謝詠雯 張鍾華 黃振權 

敬拜 鄧迪豪 馮威霖 王浩翔 

點燭 王浩翔 王浩瀚 王浩翔 王浩瀚 

招待 陳秀慧 鍾尚志 張美麗 林海雯 

插花 李潔麗 梁潔精 吳慧倩 吳宇曦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當值執事 王鹏忠 馮威霖 范澤祺 羅燕萍 

備註  講員：吉中鳴牧師 聖餐崇拜 講員：路德會象山堂牧師 
 

 

 5 月主日崇拜  
 

主日 5 月 6日 5 月 13日 5 月 20日 5月 27日 

節期 
復活後 

第六主日（白） 

復活後 

第七主日（白） 

聖靈降臨主日 

（紅） 

聖靈降臨後 

第一主日（白） 

舊約 徒 10：34-48 徒 1：12-26 結 37：1-14 創 6：1-8 

書信 約壹 5：1-8 約壹 5：9-15 徒 2：1-21 徒 2：14上、22-36 

福音 約 15：9-17 約 17：11下-19 
約 15：26-27、 

16：4下-15 
約 3：1-17 

聖詩 

頌主 165 

頌主 159 

頌主 413 

頌主 160 

頌主 163 

頌主 323 

頌主 410 

頌主 169 

頌主 165 

頌主 471 

頌主 472 

頌主 265,243 

頌主 169 

頌主 112 

頌主 121 

頌主 124 

頌主 161 

主禮 鄧迪豪 朱泰和 鄧迪豪 張鍾華 

講員 謝詠雯 吉中鳴 張鍾華 陳黔開 

襄禮 王鵬忠 邱萬慧 韋四順 馮威霖 

讀經 梁家碧 劉家麟 陳秀慧 梁家碧 

入壇前詞 何偉清家庭 何子烽家庭 陳志樑家庭 羅紹衡家庭 

司琴 王浩翔 張敬軒 林潔麗 張敬軒 

點燭 劉家麟 何樂欣 梁耀生 韋俊彥 

影音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岑峻宜 

司事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李偉賢 李偉賢、梁家碧 陳志樑、呂小燕 

招待 祝棣華、陳素蘭 姚偉剛、岑蔭莉 李偉賢、梁家碧 陳志樑、呂小燕 

備註 
副堂茶會 

會後整理：伉儷團 
講員：媒體綠洲總監 聖餐崇拜 

講員：香港福音盛會大會主

席 

 

 

敬請注意： 各部負責人如未能按以上編排出席，務請通知蔡幹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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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月月 2244 日日普普神神學學員員為為馮馮卓卓欽欽導導師師慶慶祝祝生生日日  

44 月月 2200 日日參參與與房房協協長長者者資資源源中中心心之之健健步步之之旅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