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等人來」到「走出去」 

              趙鳳萍牧師  (恩霖堂牧師) 

                        

       踏入 2022，相信各堂都已定好教會年題，各部事工 

   亦已計劃周詳。在過去兩年，教會所定的事工，有幾多 

   是能夠真正落實？有幾多是無奈取消？信徒的屬靈生命  

   是穩定成長，還是停滯不前？        

 改教之後建立的教會，仍秉承信徒內聚的特質，大多數都是等（帶） 

   人進來聽福音，而較少關注外展事工。信徒最重要的是參與崇拜，其次是 

         固定的事奉。故此教會的傳統都很重視崇拜聚會，除了主日崇拜，還有新 

   春崇拜、聖誕崇拜、受難節晚間崇拜、平安夜聖樂崇拜等。這些崇拜聚會， 

   無疑也是信徒集體的屬靈操練，在主題程序上有特意的安排。詩歌及禱文 

                       的交替使用，與及詩班的歌頌，都能帶動會眾的心靈，彷彿冉冉上昇直達 

                       天堂之境。 

                         自從衛斯理認定「全世界為我的牧區」的教會觀，他就離開教堂的傳統 

                       模式，決定「走出去」，把福音帶進社區的各個層面。他開辦貧民學校，組                                             

                       織聯合會社，開辦免費診所及藥房等，都成為衛理宗的社區服侍奠下根基，   

                       而這些服侍就是實踐愛神愛人的信心果子。衛斯理認為教會不是「等人來」， 

                       而是「要出去」。教會的事工更應緊貼人的需要，對信徒的要求亦非只求得 

                       救，更加要委身服侍鄰舍，實踐愛神愛人。 

                     在疫情底下，教會既無法等人來，亦無法走出去，不少事工都處於停擺 

                       中。然而疫情的出現正正打破了「返」教會的傳統，網上直播使教會不須 

                       再「等人來」，因為網絡世界能將訊息帶到不同的角落。就連那些被信徒邀 

                       請多次都不願到教會的人，也許會得基督徒朋友傳來的教會崇拜連結。無 

                       論得時不得時，有效沒有效，福音算是給傳開去了。 

      可惜有部份信徒，卻因這網絡的方便反而變得疏懶。按時打開手機或電腦，就可以「崇拜」了。  

  信徒躺在床上崇拜的圖畫相信不難想像吧！祈禱會，小組更同樣是搬到鏡頭前，肢體的互動和相交， 

  都只能隔著螢光幕進行，屬靈操練的參與視乎肢體的自律性和渴慕程度，有些肢體更自嘲是靈命大 

  倒退。 

  面對不可測的未來，教會更應把握當前的契機，檢討教會事工的發展和信徒事奉的模式，還有 

  屬靈操練的傳承，在群體操練和獨處操練上的學習。我們曾在祈禱會嘗試著學習不同形式的屬靈操  

  練禱告，會話式、會幕式、醫治、行區、減壓默想、整全默觀、醒覺對禱、圖像默想等等。但願如 

 大德蘭（St . Teresa of Avila）的「七寶樓臺」中屬靈層次，提昇與上帝的親密與契合，實在是 

 極其美好。當信徒有充足的屬靈裝備，就不應再閒懶，要勇敢的「走出去」了。 

  但願如衛斯理所說：「我感到上帝的臨在，帶來一種畏懼與柔和的感覺，使我堅信不疑，上帝 

  整天都在我面前，我尋找祂，就發現祂無所不在。到了晚上睡覺，我真的可以這樣說：我已真真實 

  實的活了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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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會新鮮人            戴志雄先生 
                       (恩浩堂署理堂主任) 

 「體制要遵行，召命乃一生」相信是鄭以心牧師，在一次談及牧職生涯講座上 

的重點。然而，在未進入退休的當兒，作為一個傳道人，就可能都要經歷進到不同體

制下的去事奉。進入宣教會事奉，對我而言，就是一個新的體制，也是一個新角色下

服侍上帝，這是我進入宣教會之前的一個想法。誰知道許多新事卻是陸續有來。 

第一件新事，教會要有兩次的搬家，由於教會舊址已售出，新址裝修交吉期不

能接軌，教會要借用弟兄的舖位擺放物資，待裝修後搬進去。如此，聚會地點也因此

而變動。第二件新事，教會新址裝修期間爆水管，以致要跟進向業主索償事宜，至今

未完。第三件新事，進入幼稚園事奉，要教幼稚園的小朋友們，開闊教學的層面，由

小朋友到老人家都有教學經驗。加上之前兩個新，在這入職短短五個月的新鮮人而言， 

不可謂不精彩。靠主的恩典在當中一一經過，懇請大家為恩浩在新址中，更能實踐上

帝的召命祈禱。 

 

 

 

 

在黑暗中作光明之子                    何翠華  

                                             (恩磐堂傳道)  

     去年新冠疫情及政局動盪不安，感謝主透過高瞻遠矚的超牧 

帶領下，我們上下一心，恩賜互相配搭，令我們雖活在黑夜裡，卻

不是在黑暗之中，反更堅定地朝著同一目標、同一使命去共建委身

基督，愛主愛人的門徒群體，並破格立新於去年八月成立了恩磐愛鄰舍中心，與街坊

疫境同行。 

     「你如何在社區中成為祝福？如何在你的社區中讓人看得見耶穌？」感恩鄰舍中

心有一班忠心順服的義工團，疫境情真地以愛心實踐把「涼水」送給有需要的人，讓

人看得見耶穌。「這杯涼水」猶如一股暖流可溫暖無助者的心靈，透過微小舉動表達一

份關愛，傳遞基督的愛。 

     面對這廣大禾場，鄰舍中心趁著白日，多作主工，成為福音橋樑，實踐 Outside 

In”把六百多位會員帶進教會，層層推進成為門徒。「你們都是光明之子、白晝之子；

我們不是屬於黑夜的，也不是屬於黑暗的。」故應珍惜光陰在黑暗中活出光明之子的

見證。 

 
總會同工名錄： 
總幹事：關志強牧師  秘書：馮翠儀姊妹   
會計：陳慧敏姊妹  行政助理 : 區惠儀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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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同工/執事分享 

 



差關園地 A.本會所差派宣教士代禱 

柬埔寨工場 – 郭建蘭宣教士(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感恩高中生命教育課程編寫已完成近一半，求神使用，並賜智慧同工們能透過 

  教材與學生分享信仰。 

2.感恩我的姐姐重新參與教會聚會，請記念她能決心跟從神。求神保守我的家人 

  身心靈健壯、經歷神的平安。 

  3.隨著「跑孩」事工的發展，或需要增加本地牧者加入、更專注牧養跑孩成員及其他跑手，求神帶領並 

    賜智慧我們計劃未來發展。求神保守柬埔寨團隊各人合一、彼此相扶。 

  

柬埔寨工場 – 徐而安宣教士 (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由於疫情原因，教會會眾未能聚集，森速堂從九月初開始，利用 Facebook的專 

  頁進行直播每週主日崇拜，同工們一步一步學習如何做得更好，我們希望在疫情 

  下盡力地繼續福音工作，十月初牧者一家四人均染上新冠肺炎，感恩經過休息及 

  治療後現已康復，教會活動亦於十一月下旬重開。 

2.十一月中旬政府決定重新開放旅遊、學校、市場及娛樂場所。每日衛生部公佈確  

                      診人數和死亡數字都是兩年以來最少的，但大家都明白數字的精確性並不高。 

  3.迦密國際學校(KIS) 十月底中學高年級恢復實體課不到三天，校內因出現確診學生而變回網課；期望 

    十二月全校實體上課時的情況順利。 

  4.青少年事工上配合「跑孩」活動，邀請學生們參與網上團契，期望年青人身心靈能健康發展。 

  5.請繼續為我等候合適的疫苗代禱。 

 

 菲律賓工場 – 麥道為、鄧肖蓮宣教士家庭(佈道植堂及籃球外展工)         
1.我們預定一月十日回菲律賓，憑信心到時菲律賓開關給美國 遊客入境，意即 

  Gloria可以回菲，願神開路。 

2.回菲律賓後,她要不斷申請延期,手續是煩一點,求主帶領。 

3.請為同工們的身心靈祷告: A.其中两位男同工將完成第四 

  年神學課程；另外两位男同工則在教會實習，在今年四月/ 

  五月就一起畢業，請為他們的學習禱告。B.同工 Jayson 的 

 太太將在二月生 BB，求神保守母子平安。 

 4.請繼續為我們的事工祷告，教會能早日恢復實体崇拜、主日學、快樂兒童會、體育事工、福音外展…等 

   事工,更請為有更多弟兄姊妹獻身全時間事奉神祷告。 

 5.回菲律賓後，我們需要完成建堂未完成的工程和申請政府的文件，求神引導、開路和賜耐性。 

 6.菲律賓将在六月選總统，其中一位候選人是基督徒，求神的旨意成就。 

                                                          

 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山口縣宣教事工) 
 1.明年二月將會開始英文聖經班。對象是小一至小三學生。現在籌備中。求主 

賜智慧及能力，讓更多小朋友得聞福音。 

 2.教會人數有所增加。現在週日崇拜約二十人。求主幫助信徒們更愛慕神的話 

語。每日靈修親近主，遵守主的話語，為主作見證。 

 3.求主使用我成為祂的見證人，在日本這硬土中堅持召命，為主作工不灰心， 

 努力將福音傳揚。與差會、堂會及日本教會合作無間。 

 

 總會同工名錄: 

差傳主任 : 湯麗嫦姑娘 

行政助理(差傳) : 劉景苓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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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本會所支持宣教士代禱 
   烏克蘭工場 – 馬素倫宣教士家庭(大學生小組事工) 
  1.請為一月 OMS烏克蘭所有同工的退修會禱告，盼望首次以退修會形式舉行聚集各省的同工們在一起， 

    彼此建立和幫助，求主讓退修會順利和滿有果效。 

  2.我們將在格林琴科大學(Grinchenko University)舉辦春季英語小組，請 

    為學生積極出席和願意參與暑期英語營禱告。 

  3.請為我們暑期英語營的籌備禱告，求神預備 10-15位導師，藉英語學習 

    交流，得以分享見證、傳揚福音。 

  4.請為烏克蘭及各地的疫情禱告，期盼不需再作任何封鎖措施。 

  5.請為烏克蘭東部與鄰近地區的關係禱告，求神賜下平安和止住紛爭。 

   澳門工場 - 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教會事工) 
  1.請為弟兄姊妹面對新一波疫情的處理代禱，過去鬆懈了一段長時間，大家都要再次提高警覺，注意 

    個人衛生，嚴防病毒的擴散；孩子停課在家，加增家長的壓力。 

  2.為十月出生的兩名寶寶的家庭感恩，他們的媽媽在疫情期間懷孕，一直頗擔心會感染，又不能打 

    疫苗，心情不穩定，現在寶寶健康出世，放下心頭大石。為他們家庭迎接新生命的誕生而需要有各 

    樣的適應禱告。 

  3.過去兩年，澳門對疫情的防控做得相當好，以致我們的小組、主日學、主日崇拜和輔導等等，幾乎 

    沒有停過。其中主日學的事奉，對於我們的弟兄姊妹來說，挑戰相當大， 

    求主幫助他們堅持落去，在教導孩子方面都有智慧和愛心，開心去服侍 

    一班兒童，使他們從小認識神，走在神的道路上！ 

  4.我們兩人的身體狀況還可以，只是比以前多了些疲態；在疫情期間， 

    輔導需要比以前多了；而教會的事奉上，少了短宣隊的支援和定期的協   

    助，著實加增了我們的工作量，求神幫助我們曉得分配時間，更多爭取 

    時間休息和做運動。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華人留學生事工) 
   1.德國疫情變得嚴重，尤其拜仁及東部州份，同工決定十二月及一月將教會聚會改為網上。求主 

     憐憫，保守各人身體健康！ 

   2.建立教會的 Johnny弟兄月初因癌病安息主懷，11月 28日舉行安息禮，求主安慰家人及眾弟兄 

     姊妹。 

 3.定邦、翠珍分別在慕尼黑及其他州份的教會服侍；景欣在家工作及  

     網課，子祺及子軒在學校上課，稍後回家放聖誕假期。 

   4.定邦媽媽順利更換心臟起搏器，並稍後打新冠疫苗及流感針，身體  

     健康，為此感謝主。求主讓她早日相信主耶穌！ 

 5.九月底定邦在路德城威登堡參加全德教牧同工退修會，共有 20多位 

     教牧及家眷出席，大家有美好分享。求主繼續使用這些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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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工場 –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最近比利時的疫情反彈，病毒肆虐，求神憐憫保守，止息病毒擴散，賜政府智慧執行防疫措施， 

保護醫護人員，幫助弟兄姊妹堅定信靠祂。 

2.感謝主! 最近在鲁汶大學城新學年團契組織的數次迎新活動都順利舉辦，接觸  

到來自不同學系的新同學，正邀請他們參加學生團契和教會主日崇拜，求神引 

領他們更深認識主耶稣和經歷祂的恩典。 

3.教會的實體聚會已於九月順利恢復，但事奉人員不足，求神興起更多的弟兄 

 姊妹參與服事，使用他們的恩赐，賜他們信心力量。 

4.兒子寧風九月入讀大學土木工程學系，課程繁重，求神賜他智慧信心面對學習的壓力。 

5.Anna 的母親已經慢慢適應老人院的生活，但記憶力和反應均逐步衰退，求神保守她的身體健康和 

  記憶力，常存平安喜樂。 

   
  柬埔寨宣教會森速堂                                  
  1.感恩政府批准教會活動於年十一月下旬重開，求神保護眾人平安，也賜智慧 

    及信心我們逐步恢復各聚會。 

  2.剛過去的雨季風勢強勁，教會天花四角因搖撼出現裂痕及滲水，請記念教會 

    重建的計劃。 

  3.傳道人 Sokna 正隨德國宣教士學習如何建立及帶領信仰小組的課程，求神 

    使用課程更新同工的生命，並有熱心培育信徒。                      

 

      

                                          
                     

 

 

 

 

 

  教育部課程 
   信徒領袖裝備及培訓春季 

   題目 : 認識信仰 --- 靈性操練 

   日期 : 6、13、20、27/1(四) 

   時間 : 晚上 8:00-9:30  

   地點 : 恩浩堂(花園街 250 號地下 B舖) 

   講員 : 戴志雄傳道(靈修導師、教牧學博士生) 

   費用 : $400  

   截止日期 : 2021年 12月 31日(五) 

      

  聯絡教育部部員或 whatsapp 6855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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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事工與代禱 

        1.為區會成立了第 15周年感恩，蒙天父的恩典，帶領信眾經歷成長的步伐。 

         2.為區會在事工計劃推展上，各人都更願意擺上，配搭合適禱告 

             3.為自修室已獲教青局批准進行感恩。為物色幹事一員禱告，求主預備。 

                 1.現任代院長陳笑红牧師於今年十二月任滿離任，陳博士(院董)將接任代院 

長(義務)一職。求主賜恩加力與新代院長有智慧處理任內職務。 

2.請為學院迫切需要聘請教授代禱，求主預備：*院長、教務長、神學哲學科教授、屬靈成長科教授。 

3.請記念辦公室主任許先生繁重的事奉，求主加添精神體力及智慧。 

4.求主使用 2022年 1月(寒)及春季(1-5月)各課程的客座教授/講師的授課，並賜福學生得著良好的 

造就。  

              1.感恩菲律賓女牧師 Irma Gonzales已獲批明年一月來港於 RiverGrace服事，   

                       記念來港過程順利。 

2.歐萬斯牧師在美國的家人感染新冠肺炎，感恩現已完全康復。 

3.為未來一年香港 OMS事工禱告 

            1.請為社會服務處新一屆董事局祈禱，祈盼各項工作順利進行。 

                 2.請為各中心新一年的活動申請祈禱，求主保守及帶領。 

          1.為教育部新團隊合作同心和順利。 

              2.為教育部團隊同工有美好靈力服侍。 

              3.為教育部全年事工成為眾人祝福。 

          1.感謝主，第 32屆差傳年會順利完成，求神繼續在眾人裡感動，心繫大使命，並化 

                為行動回應大使命。 

2.請記念 2022年的差傳事工，求主賜差傳部同工有智慧和能力服事眾堂會，並感動堂會和肢體一起參 

  與差傳事工，祝福萬民得聽聞福音。 

3.請記念各地宣教士、當地同工和事工，保守他們身心靈堅穏，並加添眾人信心、盼望和愛心來服事鄰 

  舍，願神榮耀充滿全地。 

                    1.請為新一年事工計劃的推展禱告，祈盼各堂一起合作，先透過短片分享堂會 

現況，繼而策動各肢體一起參與舉辦各項活動。 

2.政府近日新修訂稅務指引，對教會帶來挑戰，總會正努力尋求各方諮詢渠道，以求能找出合情合理 

的處理方案，請為總會各同工禱告。 

3.祈禱在這風高浪急之時，各堂教牧及領袖能持定信心仰望上主，牧養栽培信徒成為主合用器皿，為真

理打仗。 

各部事工與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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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香港宣教會    

差傳部 

國際宣教協會 

社會服務部 

  衛道神學研究 

院 

澳門區 



1.本堂近月每週的早、午堂崇拜平均都有新來賓出席。為到更多街坊及恩磐人願意邀請親友前來 

  恩磐家認識福音感恩。祈願本堂繼續朝向健康使命教會之路成長，吸引更多未信者或有意轉會 

  的主內肢體前來聚會、認識父神的美好，決志歸信，逐步委身，成為合神心意的優質門徒。  

2.感謝主的恩典，讓本堂與匯基書院合辦之的家長講座及家長學堂加油站有多位家長參加；願主 

  繼續帶領本堂與匯基書院共同協辦之家長工作，讓家長有更多的資源和知識與踏入青春期之子 

  女相處，並加入家長學堂繼續學習。  

 

 

 

 

 

恩

磐

堂 

1.感謝神的帶領！讓胡嘉明姑娘來到恩田堂與我們一起事奉，求主繼續引領，賜她智慧能力盡快 

適應本堂的事奉、與同工執事們有美好的合作。 

2.白田區新落成的公屋大廈陸續入伙，於 5/12 崇拜後安排了行區祈禱，之後會寄上問安信及 

  恩田堂的簡介，求主施恩吸引他們，甚願他們找到屬靈的安樂窩和永恒的居所。 

 

恩

田

堂 

 

                                                                                 

 

 

 

 

 

 

 

 

 

 

 

 

 

 

 

 

 

 

 

 

 

 

 

 

 

 

 

 

 

 

 

 

 

 

 

 

 

 

 

 

 

 

堂會消息 

 

九龍西（二） 
恩

基

堂 

1.為今年中能夠聘得合適的新同工。 

2.為全年度的福音佈道事工，社區服務等 

  工作，讓更多人接觸福音，被神得著。 

九龍東 

九龍西（一） 

恩

盈

堂 

1.「耶穌誕生親子小劇場」將於 18/12(六)上午 11:00舉行，對象為本社區的學前至小學生及其 

家長，盼望透過這活動，能讓未信者認識耶穌降生的好消息，請為此代禱。 

2. 為來年新一屆執事團隊祈禱，求主賜下智慧和合一的心給我們。 

3. 本堂將會重整青少年的牧養時段，期望更適切他們的屬靈需要，請為此祈禱。 

1.30/11廁所污塞，感恩即晚解決了，求主 

  繼續保守新址可平安使用。 
2.聖誕一連串活動安排，求主加力予負責 
  同工、肢體，使用有關活動，成為多人 
  的祝福。 

恩

浩

堂 

 
總會報告 

同工總數: 44    全職同工: 25    部份職同工: 10   義務同工: 9 (截至 1/12/2021) 7 

恩

溢

堂 

1.求靈命、門徒、經濟倍增。 
2.聘請同工，靈命培育。 

1.求主幫助，讓我們在不安定的環境，保持

熱誠而不冷淡，投入而不旁觀，留意身邊

人的需要，伸出援手。 

2.為明年恩澤堂五十五周年感恩，願我們齊心

事奉神、服事人。 

3.為 2022年度事工計劃交上，求主使人，藉 

著我們的實踐，祝福人，榮耀神。  

恩

澤

堂 

 1.請記念新一屆擔任執事的肢體身心靈及家庭均蒙神保守，也為團隊與牧者同工們有同心合 

   一的事奉禱告。 

 2.請記念堂會在事奉家庭的過程中，導師們能有從神而來的智慧，把他們帶到神面前。 

 3.請記念青少年事奉者，能成為他們生命同行的師傅，以致讓他們的靈命健康成長禱告。 

 4.為社區及現時已接觸的家庭之對象禱告，盼望恩佑肢體能以禱告傳道為念，讓教會能成為流 

   通的管子，祝福更多的未信者。 

恩

佑

堂 

RiverGrace 

1.Pray for Pastor Irma`s arrangement to Hong Kong 

2.Pray for new deacons of 2022-2023 



 

 

 

  
 

 

 

  

 

 

 
 

 

 

 

. 

 

 
  

新界東 

新界西 

   各區區牧名錄: 

   九龍東 --- 陳笑紅牧師     九龍西(一) --- 張沛鏗牧師    九龍西(二) --- 陳建超牧師 

   新界東 --- 陳佩芝牧師     新界西 --- 馮偉權牧師       港九區 ---- 鄭振耀牧師 8

７ 

1.感恩今屆執事有 8 位，請為他們祈禱， 

  求主賜同心合意興旺福音的心。 

2.請為今年各項及各部事工計劃祈禱。 

3.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社區工作祈禱。 

恩

錫

堂 

 

恩

全

堂 

 

1.為恩全堂眾弟兄姊妹於新一年有新 

  的恩典禱告。 

2.為大埔的社區祈禱，保守社區的一切 

  安好，同時求主幫助鄰舍中心能在社 

  區作鹽作光。 

1.教會 2022至 2023年的年題為廣傳福音，作主門 

徒。願主帶領恩福堂肢體能同心向外開展社區佈道 

工作。又在信仰層面上能有進深的學習，以行動實

踐神的道。 

2.記念教會的青年事工，能穩固已返教會的肢體， 

又透過活動吸引年青人，讓他們能認識上帝。 

3.求主加能賜力給各執事，領袖，牧者。 

恩

福

堂 

 

 

1.請為本堂聘請教牧祈禱 

2.2022年 1月 2 日舉行會友大會， 

  求神帶領。 

3.新一屆 7 位執事祈禱，求主賜福他們 

  的事奉。 

恩   

典

堂 

港九區 

恩

召

堂 

1. 感恩！2022年 1月 2日為堂會 16周年 
紀念，帶領堂會行在恩典的道路上，求 
神賜恩加力，繼往開來，在職場、社區 
上服侍，見證主恩。 

恩

言

堂 

恩

雨

堂 

1.為新到任的教牧感恩，願神使用及帶領，使牧者與執事和弟兄姊妹有美好的配搭，為主作工。 
2.2022的主題是「再思召命」，願弟兄姊妹能在靈裡彼此鼓勵，藉著恆切的禱告，凡事交托， 
  又求聖靈引導，帶領更多人認識福音。  
3.堂會正重新規劃場地的使用及裝修工程，希望新的安排，可以讓事工有更好的發展。  
 

1.2022年將以幸福小組模式推動福音事 
  工，盼神彰顯福音的大能，拯救一切 
  相信的人。 

1. 本堂崇拜聚會場地 11月中通知明年不再出租。本堂制訂應急措施，崇拜遷回辦公室舉行，分 

拆為周六早堂及主日早午堂，青少年聚會在會友家中舉行。感謝主保守會眾心裡平安，理解 

情況。求主賜福會眾的適應，堅固弟兄姊妺返聚會敬拜和領人歸主的心志，又為我們預備地方。 

2. 本堂將於明年 1月 9日假保良局大棠渡假村舉行十二周年堂慶感恩崇拜，願主得榮耀，願眾人

得喜樂平安。 

3. 本堂正招聘傳道及實習神學生，求主預備。 

恩

晴

堂 

1.為弟兄姊妹健康祈禱。 

2.為弟兄姊妹傳福音心志祈禱。 恩

道

堂 

1.教會的同工離職，求主保守其減少影響。請為林傑傳道代禱，盼望他能適應署理堂主任之職， 

並執事肢體能夠同心合一帶領。 

2.求主保守教會肢體能夠靈命成長及共同傳揚主的福音。 

 

恩

霖

堂 

 

 

 
 

1.感謝主！帶領謝文東傳道於本堂牧 

  養群羊，敬請為牧者事奉代禱。 

2.感謝主！2/1 廿六周年堂慶，榮耀歸予

神。 

3.2022 教會主題「愛神」，副題：「與主 

  結連」，願聖靈帶領恩耀家愛神愛人，

同心同行。 

恩

耀

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