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潔」的表彰
陳佩芝牧師 恩基堂堂主任
承前：今年本會已有兩期季刊的首頁文章，以「傳承聖潔」及「聖潔的掙扎」。

上帝吩咐我們作子民的要聖潔，因為祂創造及拯救我們，祂是
聖潔的。聖潔不單是知識，更貴乎實踐。

「聖潔」是旁人見到的
「你地信耶穌的，是較溫柔。」某理髮師說。
「你是基督徒？！」某弟兄在公司被同事問。

『倚靠聖靈，舉起聖潔的手，
隨處禱告，得著宣教力量』

「他是基督徒？」我親友問我有關某政府官員的信仰背景。
「他如此事奉的態度，我不敢再找他。」某姊妹曾與此弟兄合
作籌備活動，其後回應。

「聖潔」是自己分辨到的
當以賽亞先知見到上主的榮耀，他記述：
那時我說：
「禍哉！我滅亡了！因為我是嘴唇不潔的人，又住在
嘴唇不潔的民中；又因我眼見大君王萬軍之耶和華。」(賽 6：5)
「聖潔」就是分別出來的意思。作主耶穌的門徒，我們是已被
分別出來的一群，同時，也是被差派進入人群。 約翰衛斯理對聖潔

2018 年 7-9 月期刊
總會辦事處：
九龍大坑東棠蔭街五號
基督教教育中心五樓
電話：27777456
傳真：27884846

的實踐多講積極方面，在主愛中成長，多經歷主的愛;愛祂創造的世
界。這樣，人就能多遠離罪。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真理堂堂主任
林崇智牧師在是年（2018 年 2 月）應邀於本會教牧同工月會中分享
此題，深入淺出。他分享到領受這份愛及恩典有方法，包括：認識神
的話、持守教會敬虔的傳統（禁食、禱告等）、祈求上主的感動及激
勵、社群中互相扶持、聖餐中，聖靈藉此讓基督的救贖重新展現。我
們可以從衛斯理對奴隸制的反對言論及行動中，見到聖賢在當代社會
如何表彰聖潔。

網址：www.hkec.org.hk

「聖潔」的表彰為見證主的聖潔

電郵：

感謝主自己為我們這群軟弱的子民開了出路。以賽亞先知記述：
「有一撒拉弗飛到我跟前，手裏拿着紅炭，是用火剪從壇上取
下來的，將炭沾我的口說：「看哪，這炭沾了你的嘴，你的罪孽便除
掉，你的罪惡就赦免了。」 (以賽亞書 6:6-7)
並且，我們罪得赦免並非生命聖潔的終點。以賽亞先知繼續描
述：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
「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我
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以賽亞書 6:8)

hkec@hkec.netfront.net

禱告：願主幫助我們每位香港宣教會的會眾，傳承聖潔的傳統，回應
上帝祢的呼召，報答耶穌拯救的恩情，於個人生活，不分在家庭、工
作處境、社會或世界每一角落，活出聖潔。

總會財政簡報 (2018 年 1-5 月)
累積收入

HK$

各堂會費

979,020.00

堂會/信徒奉獻

HK$

同工總數: 59
全職同工:42
部份職同工:5
義務同工:12

10,825.90

其他收入

292,671.71

植堂儲備奉獻

0.00

總收入

總會報告

1,282,517.61

累積支出
人事支出

879,840.01

醫療/勞工/第三者保險

324,649.47

聚會/會議/各部支出

64,233.20

總會經常費

148,584.58

撥款予差傳基金

95,538.00

撥款予教會發展基金

12,500.00

撥往「總會辦事處重置基金」

0.00

總支出

1,525,345.26
18 年 1-5 月共不敷

(242,827.65)

2018 年執委會成員

總會同工名錄：
總幹事：黃志鵬牧師 秘書：馮翠儀姊妹
會計：陳慧敏姊妹 行政助理：梁樂祈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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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各部部長

教育部部長
劉穎牧師

牧職部部長
張沛鏗牧師
差傳部代部長
社會服務部部長
趙偉榮牧師
陳汝生牧師

感恩！2018 年 3 月 25 日是香港宣教會澳門工場成
立卅週年慶典！當日分別來自本澳和香港的教牧同工與
眾肢體濟濟一堂、共開八席慶主恩！
1988 年香港宣教會在澳門成立了「宣教會龍園堂」
，
後另有發展恩悅福音中心；而在 2006 年改名為「香港
宣教會（澳門區）」
，下有龍園堂與恩悅堂。2013 年將兩
堂合併。其中原因是恩悅堂當時租金昂貴,另一方面是期
望能集合資源多為主用。感恩由於當年總會為澳門區購
置了現時的會址，才使我們今天無需要為聚會地方擔心
或要付出租金,實在是祂早有豐富的預備。
過往教會極積在家庭及青少年事工為主。當年的青少年人已結婚生兒育女，期盼他們在照顧兒女們成長
的過程中，能夠深深地明白天父對自己的心意而懂得如何回應父神的深恩。
區會仍繼續著重信徒與主生命關係的建立及學習服侍不同的社群。能有美好的靈命，願為主的肢體們，
想必得主悅納及賜福。
神的恩典豐厚,過往是接受從外來的奉獻支持，今天能支持澳門各基督教機構的需要，更可以支持香港宣
教會於柬埔寨的宣教工場。另外，今年九月份，徐而安姊妹亦會前往柬埔寨迦國際學校事奉。
求主日後繼續引領本會眾人持守真道。
成為一個對本澳有積極影響的群體，也能
影響世界各地的禾場！
全是恩典，我們白白得來的，也要白
白的捨去，才是回報主愛應有的態度。願
一切榮耀歸與三一真神。

總會同工名錄：
差傳主任：關志強牧師 差傳主任助理：陳慧儀傳道
行政助理(差傳)：劉景苓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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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欣分享：RiverGrace

─ 歐萬斯牧師

RiverGrace 前身為恩雨堂的英文部，成立於 2011 年，人數不多，最初的想法不一定是植堂，只是想去接
觸和服侍少數民族和有相同心志的香港弟兄姊妹。自 2011 年以來，神已將來自 20 多個國家的人帶到我們當
中，大部份都是剛來到香港居住。

2017 年十月，我們成為香港宣教會的第 21 間堂會，進入滙基書院，將我們的團契聚會帶到當中。我們在
尋求神的指引，如何去影響新的群體，我們希望用英語成為吸引力去接觸滙基的學生和家長。另外，我們亦
有咖啡角，歡迎當中的學生和朋友們過來享受飲品和小食，認識新朋友。如果神供應人手，我們會考慮其他
方面的事工，例如開辦興趣班或語言班去接觸城市大學的外國學生。
我們有很多祝禱的時間，內容都是切合我們的願景--“To invite, empower, train and send people of many
nations to be ambassadors of Christ.” 我們不只要去邀請人去撞受去跟從耶穌，我們更要強調當中的培訓工
作。我們訓練他們要去分享他們的信仰、去帶領查經、去教導其他人。這樣令他們不只是服侍 RiverGrace，當
他們要回到家鄉或去其他國家的時候，他們可以有工具去服侍神，去開展及帶領聖經班或者去植堂。
我們一直都強調有家庭氣氛，當中很多會眾的家庭成員都不在香港，作為他們的家庭成員，我們會鼓勵
他們利用自己獨特的欣賜去服侍。
我們有九種不同語言的小組，分別有 2 個英文小組、
2 個廣東話小組、4 個菲律賓戴家樂語小組及 1 個西班牙小
組。於四月開展了西班牙團契，我們提供了翻譯至西班牙
文，粵語和普通話。
大多數講西班牙語的人都是華人，由於該國面臨困難，
他們從委內瑞拉回到香港。 由於香港沒有講西班牙語的
教會，我們覺得上帝為我們敞開了大門去服侍這一群人。
我們非常感謝我們的教牧同工，其中包括歐萬斯牧師
和師母，許寶山傳道和姊妹 Irma 去幫助牧養來自菲律賓的
姊妹。 由於師母和我即將結束我們在香港的宣教工作，
我們希望大家為 RiverGrace 的前路代禱，要令教會成為屬神旨意的，無論是本地的還是其他地方，都可以作
為宣教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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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本會所差派宣教士代禱事項
柬埔寨工場─譚澍剛、羅秀蘭宣教士家庭
(柬埔寨植堂事工)
1.

兒子順基今年升讀第十二班，能夠完成畢業要求並為畢
業後的升學方向有更明朗的安排代禱

柬埔寨工場─郭建蘭宣教士
(柬埔寨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 記念 7 月 29 日大選及往後的政局，求神的公義與真理充
滿柬埔寨。
2. 9 月起將任教 KIS 生命教育及接手教會青少年團契，求神
賜智慧，有強壯的身、心、靈服侍。

菲律賓工場─麥道為、鄧肖蓮宣教士家庭
(菲律賓佈道植堂及籃球外展事工)
1. 請為我們的事工和教會增長禱告,除了繼續現有的事工,福
音外展外,同工們將開始更多的來自不同地區的栽培小組,
星期六早上 7 時的婦女運動查經班,希望有更多人參加,同
時亦鼓勵每位會友至少邀請一位新朋友來聚會,現在有了
大的籃球埸,可以容納更多人,願更多人信主,成為主的門
徒。
2. 請為有一位姊妹剛大學畢業,亦開始工作,她已很熱心事
奉，她有心讀神學,但父母反對.,想她賺錢,好讓他們可以
在鄉下建屋，請為神為婀開路禱告.
3. 感謝神. Rainbow 的婚禮很美麗,請為她和丈夫 Chris 彼此
適應禱告,使這個新家庭可以榮神益人,請為他們的事奉禱
告,他們除了有正職外,亦全力負起教會的青少年事工。

日本工場─謝碧霞宣教士
(日本山口縣宣教事工)
1. 求主保守出入平安、在山口縣中能順利到主要我事奉的地方去。
2. 為宇部教會的 Gospel Choir, 英文聖經班、國語聖經班祈禱、
求主將得救的人加給教會。

3. 每週六也有公園佈道，祈禱我能運用日語自由傳揚主名及教
導、求主收割。
宣教士名錄：
駐柬埔寨：譚澍剛、羅秀蘭宣教士家庭
郭建蘭宣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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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事項
澳門工場─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
(澳門學校輔導及教會事工)
1.

請為七丶八月份有五隊香港來的短宣隊，在氹仔區
進行街頭佈道及嘉年華會的短宣工作，求神使用我
們，成為祂施恩的器皿。
八月份教會第一次組織訪宣體驗隊，到台灣屏東探
訪原住民、長者中心及醫院，求神帶領隊員在其中
有更深的體驗。

2.

1. 請記念 7,8 月有兩個英文福音營，願主賜福給
美國、加拿大、英國、新西蘭及澳洲的短宣隊，
讓他們有足夠的經費前來參與訪宣。願主使用
他們的見證分享，讓烏克蘭大學的學生得著祝
福；又願主親自開這群孩子的心眼，讓他們願
意接受主耶穌做他們生命的主。
2. 請特別記念 Priscilla Cheung, 她是香港人
但她的家庭現居於俄勒岡州(Oregon)，她將會
參與七月的福音營。求主賜恩給她﹐讓她與烏
克蘭人建立關係並分享救恩；她也會分享香港
的文化與生活，求主使用她。
3. 請為 7,8 月福音營後的跟進祈禱，希望能邀請
到更多人參與 Life Group, English Club 及
門徒訓練。願主賜恩烏克蘭的基督徒，讓他們
能幫助帶領小組及一對一的門徒訓練。

烏克蘭工場─馬素倫宣教士家庭
(烏克蘭大學生小組事工)

德國工場─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德國華人留學生事工)
1.

7 月他們仍在香港述職，到不同教會分享德國宣教
的異象。

2.

7 月第三個星期他們要回鄉探望翠珍的老父（98
歲）
，他三月時回鄉定居，適應上有點困難，請代禱。
他們從香港回德國後便馬上要參加 8 月 8-12 日於海
德堡舉行的全德同工訓練營，定邦是其中一個講員。

3.

宣教士名錄：
駐日本：謝碧霞宣教士
駐菲律賓：麥道為、鄧肖蓮宣教士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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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宣教會最新動向及代禱事項
柬埔寨宣教會森速堂
1. 十月十六日為堂會策劃明年事工會議，祈求同工們以智慧、牧者心、遠象及謙讓的心帶
領教會。

2. 在我們逐步交棒前後並差傳部帶領本地同工牧養教會的過度期中，彼此更多溝通、問責
及培養共識。

3. Sokna-以不亢不卑謙讓的心牧養青少年及與人同工；在小事上操練忠心並責任心去完
成。

4. Nut-心無旁騖牧養所受託的群體；在教導上更多操練及以神為本。
5. Sophea-突破自我、更多愛去關懷兒童的心靈需要.

請為徐而安姊妹籌
募起步費及兩年宣
教經費代禱，如有感
動請向差傳主任關
志強牧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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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部恆常聚會

主題：
新的一頁
新的宣教士
新的拓展
2018 年聯堂差關祈禱會
時間：晚上 8 時正
地點：香港宣教會總會辨事處

每月主題
18/7

22/8

26/9

德國事工─蔡定邦宣教士家庭

中國事工─本會中國事工守望及
發展

日本事工─謝碧霞宣教士

差傳部電子郵箱：hkecmission2014@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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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其他堂會代禱事項
1.請為總會辦公室及各部事工部於 7-9 月間為
2019 年度各部事工計劃代禱，求主使用。
2.請為棠蔭街 5,7,11 號的重建計劃代禱，求
主整個計劃能按心意而行，榮神益人。
3.請記念本會有數家堂會都有人事變動，亦求
主供應合適的同工，並讓新入職的教牧同工
有好的適應。

1.記念第廿九屆差傳年會於 7 月 8 日下午於本
會恩雨堂舉行，今年主題為「宣教豈能不同
心？」。除主題宣講外，更有述職宣教士分
享，短宣隊員見證及信徒(徐而安姊妹)受差
前往柬埔寨成為宣教老師。求主讓宣教會眾
人，同心合意興旺主工。
2.記念本會國內事工的推動：目前我們仍可舉
辦惠州平陵探訪(8 月)及佛山樂平的交流(9
月)，求主招聚更多關心國內教會需要的肢
體，一起以禱告記念國內伙伴教會的需要。
因應面對政策的轉變，能有忍耐、智慧及愛
心繼續為主作見證。
3.記念柬埔寨迦密國際學校籌建中學部校舍
的進展，工作小組正努力促成完成整個校舍
的設計並預備全部工程的招標文件，期望於
9 月份開工，並於 19 年 5 月份完工並進行裝
修，趕及新學年開學時使用。

1.請記念西差會總會走向更全球化，期望此
舉有助福音的傳揚以及讓更多的國家參與
差派宣教士。

各區區牧名錄：
九龍東─黃志鵬牧師
新界東─何漢麟牧師

1.感謝主的恩典，亦多謝各方的支持，在 4 月 21
日賣旗籌款得到$458,513.9(1525 個旗袋)。求
主使用這些款項，讓更多人得到祝褔。
2.在暑假期間，讓各中心單位的活動能夠順利和
平安。求主賜予適當的天氣。
3.求主賜予各中心同事能夠有健康的身體，又有
充足的睡眠，並身心靈也健壯。

1.請為物色新一年度的部員代禱， 求主差派合適
的同工加入團隊彼此配搭。
2. 求主為下半年的 專題講座 ，預備合適的講員。

1.為區會眾人在凡事上能認定主而行,在經歷主
的引導而進步成長代禱。
2.為準備 2019 至 2020 年新一屆理監事會事宜代
禱,求主呼召願意事奉的信徒。
3.為徐而安姊妹往柬埔寨宣教之事代禱:
3.1 能適應當地的生活。
3.2 能有智慧學習當地語言。
3.3 能在六月底籌集 80%的經費代禱。

1.感謝神帥領本院第十五屆畢業典禮於 2018 年 6
月 10 日在恩磐堂順利舉行。為 8 位畢業同學
禱告，願他們的生命及事奉蒙主賜福使用。
2.為暑期課程禱告，特別幫助以下客座老師的備
課及教學。
a.馬有藻牧師—暑假從美國回港有健壯的體
力教學。
b.鄺保強醫生—使用他的專業讓牧者及弟兄
姊妹得幫助。
c.馬勵勤老師—讓認真教導聖經的兒童導師
得造就裝備。
3.為本院招生禱告，求主呼召更多本會會友願意
接受裝備報讀神學。

九龍西(一)─李保羅牧師
新界西─張沛鏗牧師

九龍西(二)─陳建超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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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堂會代禱事項
1.國際宣教會已向城規會申請重建本堂現址及
毗鄰學校。懇請大家同心禱告，一起守望國
際宣教會在本地的宣教工作，以及為恩磐家
的未來發展仰望上主。
2.本堂將於 7 月初，舉行 2019 年事工計劃的籌
備會議。祈願上主向本堂教牧同工陳明祂的
心意，以致我們可以制定更設合會眾屬靈成
長需要的方案。
3.請繼續為本堂聘請成人牧區的教牧同工及少
青牧區的事工幹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人

1.請繼續為本堂聘請教牧同工代禱，求天父預備
合適的同工，牧養堂會。

1.為青少年參加 GPower 夏令營活動
2.青少年台灣教會探訪服侍。
3.暑期聖經班的安排

選，加盟恩磐堂服侍。

1.7 月 29 日將舉行褔音主日，求主賜褔講員成
為神話語流通的管道，又讓弟兄姊妹能邀請
親友參與，聖靈讓未信者能明白及接受褔音。
2.7 月教育部將推出認識聖靈名字的課程，求
神讓弟兄姊妹透過這課程，對聖靈有更多的
認識及依靠。
3.8 月將舉行執事選舉，求神預備合適的人
選，與教牧及現任執事合一服事。
4.天天讀經課程：使徒行傳(二)，將於 8-9 月
開課，求神賜智慧給撰寫資料的周芝良牧
師，讓弟兄姊妹存著渴慕的心學習及實踐神
的話語。

1.感謝神！與隔籬教會的同行合作，漸見果效。
請為到 18/7 至 28/7 的暑期活動及營會禱告。
2.1/7 是半年事工協討會，希望大家下半年比上
半年更投入。

1.請為暑期活動的各項事工祈禱，求主帶領。
2.請為本堂基督少年軍開辦中級組祈禱，求主幫
助及帶領讓過程能順利進行。
3.請記念恩錫鄰舍中心的社區工作，碩門邨二期
快將入伙，求主讓更多新居民接觸教會。

1.請記念 7 月 1 日，本堂 47 週年堂慶感恩崇拜的講員：馮偉權牧師，以及主領聖餐的：陳笑紅牧師，
願主祝福兩位牧者的事奉，並成為恩佑堂眾肢體的祝福。
2.請記念 7 月 1 日堂慶的主題「一起走過的日子」
，下午到長沙灣區作社區服侍，願主藉我們進到人
群當中，把盼望和喜樂的福音傳給坊眾，好讓他們認識耶穌，得著福音。
3.請記念 7 月至 8 月的暑期聖經班所參與的小朋友（包括女青年會趙靄華幼兒學校的學生）
，能自小
認識聖經真理和耶穌基督；也記念負責的同工和老師，協助的義工及肢體們，能同感一靈，並有
美好的配搭祈禱。
4.請記念 7 月 15 至 17 日之青少年讀經營的負責同工，導師們能有同心合意的美好配搭，並請記念
參加者能對神話語有更多的切慕，屬靈生命更扎根基督祈禱。同時也為有合宜的天氣，能讓營會
得以順利完成禱告。
５請記念９月９日上午借用九龍工業中學所舉行的基督少年軍立願禮主日崇拜，求主使用當日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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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擴堂進展：
a) 感恩買賣於 4 月中完成，經歷本會各堂無私的支援及會眾合一的付出。
b) 求主帶領裝修及設計新舊單位工程，能配合堂會異象（建立門徒，服侍鄰舍)完成。
c) 願信心仰望 700 多萬元的借款能在十年後清還。
2.今年 9 月執事改選。求主揀選及感動合適的肢體（新舊最少 7 位），建立事奉團隊。

1.請記念各職場點的服侍和發展，求主加增
可以服侍的職場點，又祝福各職場肢體的
見證。
2.請記念本堂於 7 月 24-27 日舉行「暑期聖
經品格週」及 23/07-13/08「暑期興趣活動
班」
，求主祝福使用。
3.請記念 9 月 15 日 葛量洪醫院中秋派禮物
及福音聚會，求主祝福使用，幫助院友能
得著福音。

1.請為暑期的一連串活動祈禱，包括兒童、青
少、家庭。願主都與他們同在，藉著活動的
平台，參與者能夠享受及領受在父家裡的愛
與平安，接受父及回歸天父的懷中！

1.中心裝修已完成，堂會於 6 月 3 日早上返回中
心第一次崇拜。感謝神。
2.6 月起開始在本區大興邨展開社區多個服務活
動；期望藉此擴展本堂的佈道能力。
3.7、8 月搬遷辦事處後第一次青少年暑期活動。

1.30/6-1/7 學生褔音營，求主賜褔讓六年級學生
能夠明白和接受主耶穌基督的救恩。
2.教會為家庭中心提供的『親親耶穌 happy day』
活動，讓暑期託管學生能夠認識聖經更多。
3.24/8 暑期生命成長計劃的結業禮及 26/8 品格
小果子聚會，盼望參加者能夠認識教會和信
仰，又可以與教會建立美好的關係。

感恩：
感謝神帶領遷堂到油塘已一年，一切順利及穩定，福音工作上有增長。
代求：
1.記念同工的身體健康及家人的需要。
2.教會面對每月三萬元以上的赤字。
3.在新一個學年在兩校的福音工作。
1.請記念 7 月 26-30 日芭提雅短宣，求主保守平安順利，讓參與學生能有美好的經歷。
2.8 月 1-10 日港九培靈研經大會直播順利進行。
3.8 月 12 中心舉辦環保市集，希望能籌到更多款項，支持中心的經濟。

1.請為 7 月 8 日的執事選舉(特別會友大會)懇切禱告。
2.求主幫助參加了「每日與主同行-讀經計劃」的弟兄姊妹，賜給他們額外的信心和毅力，能夠堅持
養成每日讀經的習慣。
3.感謝主！讓「恩田鄰舍服務中心」已被香港宣教會社會服務處，接納為其下的其中一個服務中心。
求主保守相關的行政手續和賜下所需的營運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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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月起周六青少年崇拜改至 5:00PM，求主幫助肢體適應及投入
2.1-2/7 福音神州行，求主保守長者的腳步，保守大家旅途平安
3.16-20/7 兒童暑期聖經班，求主賜福家長及兒童，認識福音返教會
4.28-29/7 青少年營會，求主引導，讓參與者經歷主愛
5.2/9 執事選舉，求主興起願意承擔的執事
6.29-30/9 第二屆 TEEN Leader 訓練畢業營，求主興起青少年

1.教會及自修室下半年事工籌劃。
2.肢體積極投入小組相交生活。

1.請記念各職場點的服侍和發展，求主加增可以
服侍的職場點，又祝福各職場肢體的見證。

3.靈命成長，合一服侍，實踐使命。

2.請記念本堂於 7 月 24-27 日舉行「暑期聖經品
格週」及 23/07-13/08「暑期興趣活動班」
，求
主祝福使用。

1. 為中國和平代禱、為以色列全家信主代禱

3.請記念 9 月 15 日 葛量洪醫院中秋派禮物及福
音聚會，求主祝福使用，幫助院友能得著福音。

1.請記念各職場點的服侍和發展，求主加增可以服侍的職場點，又祝福各職場肢體的見證。
2.請記念本堂於 7 月 24-27 日舉行「暑期聖經品格週」及 23/07-13/08「暑期興趣活動班」
，求主
i

祝福使用。
3.請記念 9 月 15 日葛量洪醫院中秋派禮物及福音聚會，求主祝福使用，幫助院友能得著福音。

1. RiverGrace 於四月份首次舉行西班牙語崇拜，請禱告記念母語為西班牙語的許寶山傳道，他會
帶領這項新的拓展，西班牙語事工的發展甚具潛力。
2.請記念這三個月返回美國的歐萬斯師母。
3.鑑於地理室的地方問題，RiverGrace 將由 6 月 10 日起移師匯基書院有蓋操場舉行崇拜，時間亦
提早至上午 11 時開始。

恩言堂定於 2/07(一)舉行「讀經日營」，查考《哈巴谷書》，主題：
「神若不應允
禱告， 怎辦？」
，由凌民興牧師主領，歡迎向恩言堂查詢及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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