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 如何在教會中實踐肢體相交     秦民昌牧師 

                            引言                               (恩佑堂堂主任) 
                        現今我們因疫症而被迫在一個阻隔的世代，人與人之間的日常相聚，竟以 

                   法例來規限，實在令人唏噓與無奈。相信我們從沒有想過這個世界會發展到今日

的地步!雖然今天有網絡科技去補這方面不足，但對某些因不擅長使用電子媒體的

人士來說，實在不便。 

 

     在今天，我們深深體會到必然的正常生活可不是 

必然的，昔日能夠如常返教會參與聚會，但今日想回 

去也不能。所以我們實在需要珍惜現在仍擁有的溝通 

與相交的機會。 

                                                                  

互勉相交與教會生活 古語有云：「別時容易見時 

難」這諺語竟然能讓全球所有人有深入和刻骨銘心的體 

會。究竟與君一別後，何日再相見？ 

                

                   互勉相交是耶穌的遺願及命令 教會是耶穌基督所設立的。其雛型是十    

                   二門徒，主耶穌在上十字架前的遺願，就是要門徒彼此相愛，同心合一，正如耶 

                   穌與三一神的關係那樣緊密及同心合一那樣。目的是見證耶穌，榮耀三一神。詳   

                   見約翰福音十七章。 

 

 如何相交才能榮神益人? 
       一.彼此接納，互相饒恕 人與人之間實在免不了因意見不合而產生磨擦， 

     誤會，甚或在言語上彼此傷害。當這些不如意事發生時，我們會否願意順服聖 

靈的提醒，靠主實踐彼此饒恕，正如耶穌已經饒恕我們的罪一樣? 既然耶穌已赦免我們的罪，試問 

我們可有理據不肯饒恕那些曾得罪自己，傷害過自己的人呢? 難道我們比耶穌的權柄更大，以至取 

代神審判人，定別人的罪嗎? 這方面我們必須要三思，以免得罪神。當然，若然我們受的傷太深， 

未能處理那種冤屈的感受，尚未能做到饒恕對方的話，也不要勉強自己，只須先來到神面前，不斷 

倚靠祂，求神憐憫和治癒我們的心，再靠主能實踐彼此饒恕的真理。求主耶穌保守我們的心思意念 

    ，且能甘心順服神的教導和命令。 

  二.我們必須實踐耶穌謙卑的生命  耶穌到世上來，以完全無罪的人之身份，活出他不以     

   神同等為強奪的生命，存心順服神到一個境地，就是為了救贖全人類而上十字架。換言之，耶穌非  

   常之明白自己在世上的位份，他雖然是神，但卻甘心為了父差祂來的使命而捨棄自己的意願，這個 

   就是屬於跟隨耶穌的人該有的相交目標，惟有每個屬神的人都以實踐耶穌謙卑之榜樣為目標，去與 

   肢體彼此接納對方的長處和彼此包容對方的不足之處，深信離合一的相交生命不遠矣! 

  結語: 當每一個屬神的人，若能以倚靠神，實踐耶穌的謙卑生命去過相交生活的話，我們才能真正 

   的體會耶穌基督徹底犧牲的愛，是何等的長闊高深；才能體會耶穌何謂真正無條件對我們的罪，作     

   出饒恕和接納我們的不堪；也才能體會實踐真正因愛人如己所帶來的喜樂生命的真義。所以，求主 

   憐憫我們，幫助我們能在生命中以流露出重生的基督生命為目標，而不是單單滿足了像文士和法利

賽人不應單守律法的儀文，並字面上的宗教規條上，離棄這些神所厭惡和責備的僞善。更求主耶穌

幫助我們能從心裏發出真正對別人的饒恕，以至能因為活出耶穌基督的謙卑生命，能讓人認出我們

是屬於耶穌的門徒。持續實踐相交合一的生活，見證基督，吸引更多人因信耶穌以至靈魂得救，奉

耶穌基督聖名祈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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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斯、長於斯             江家樂先生 (恩全堂傳道) 

香港宣教會恩全堂是我成長的地方，我在恩全堂這個地方信主、成長、經歷

不同風浪、被呼召; 恩全堂確實成為了我的「家」。當我在神學院最後一年接受

裝備，開始預備畢業後進入工場時，有不少人都鼓勵我可以到其他的教會服侍，

但最後我決定繼續留在這個「家」中踏上牧會的路。 

對我這個新人而言，的而且確要面對的事情相當「新」。在「新的身份」中，

去年除了正式入職成為了一個傳道人外，大約年尾的時候亦成為了別人的丈夫，建立了一個新的「家」。

感恩在婚禮的過程經歷不同的恩典，在其中也學習到愛與被愛，同時感謝天父給我一個十分愛我的妻

子，能夠配合及分擔了我服侍上的時間和壓力，幫助我能夠放膽去事奉。 

入職後，接下來的就是不同「新的挑戰」，在服侍上的職務與過去不同，當中要負責的角色亦都不

一樣。在教會再加上鄰舍中心的工作，這些挑戰對我來說真的不容易，也帶來不少的壓力，但感恩過去

的牧者、前輩和教會的家人提供不同層面上的關顧、幫助和信任，讓我有信心去面對這些新的挑戰。 

最後，香港現今面對的事情，對每一位香港人來說同樣都不容易，同樣在這個城市長大的我，盼望

能夠把主耶穌基督的愛傳揚到社區的當中。願我主憐憫這城，願我主的愛破除一切的隔膜，願我主感動

更多的人去愛這個地方。 

 

李國銓弟兄執事(恩基堂會友) 

在去年平安夜，我們小組一齊參加了教會的平等分享活動，我們被派到探訪一個住

在蘇屋邨的家庭。他們一家三口，小朋友參加了恩基堂社區服務開設的功輔班補

習，她母親很欣賞我們提供的服務，希望中心能增加服務時間，特別在學校假期，

還提議教會可以增加收費，以便加長服務時間。 

同場探訪的夫婦，是一對小學老師，故此他們非常了解家長的需要，也能很詳細地

解答了母親的疑問，大家喋喋不休，他們也不捨得我們離開呢！ 

當天的探訪讓我深深感受到街坊對社區服務的需求，讓一班無助的父母，兒女得到協助及關心，也讓他

們可以接觸到教會的牧者及教會其他的服務，我們透過服務建立了互信，街坊對教會也產生了好感，日

後更容易讓福音的種子，慢慢地在他們內心發芽。當天正是我的結婚週年記念，原安排探訪完結後，在

附近餐廳慶祝週年紀念，估唔到竟然收到一個電話問我們位置，原來神安排了小天使為我們祝賀，真是

意想不到！令我們十分驚喜。 

在教會的生活中，除了參加崇拜及事奉外，小組的生活讓組內肢體間成為一齊奔向天路的同行者，實在

是其中重要的一環。在面對挑戰或喜悅時，能互相支持及鼓勵。 

感謝主，讓我成為宣教會恩基堂的一分子，盼望在新的一年，大家能經歷神豐富的恩典及大愛。"求他

按著他豐盛的榮耀，藉著他的靈，叫你們心裡的力量剛強起來，" （以弗所書 3:16）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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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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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記念我們有智慧、合一彼此配搭，牧養團契及跑孩的成員。 

2.今年我會透過講道及敬拜，訓練青少年成為翻譯及領詩等，求神帶領。 

3.求神更新我的心思意念，能好好思考我個人及工場未來發展的方向。  

 

  

柬埔寨工場 – 徐而安宣教士 (學生及教會青少年事工)                    
  1.柬埔寨每日確診人數仍然眾多，迦密學校（KIS）已有多名師生確診，求主保守 

    及醫治。 

  2.疫情的不確定性讓教會與學校隨時需要暫停實體聚會或實體授課，求主使用網絡 

    轉播或網課，讓教會肢體及學生們保持渴慕主的話和追求真理的心。 

  3.感恩有適合的疫苗，於二月初和三月初我接種了第一針和第二針疫苗。 

  4.雖然全球疫情嚴重，但感恩主仍保守有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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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三人將在 4月 3日回菲律賓，請為我們旅程愉快、安全和順利禱告。   

2. 回菲律賓後，我們要處理不少的政府文件，求神賜智慧、忍耐和順利完成一 

   切所需。 

3. Mark要完成餘下的工程和推動更多事工，使更多人  

得造就。 

4. 請為同工們禱告.Jayson太太剛誕下第二個 BB，請  

為他們一家的適應禱告。四位男同工在五月初一起 

畢業，求神大大使用他們。   

5. 請為五月菲律賓總统大選禱告，求神旨意成就。   

6. 請為大女 Rainbow禱告，她再度懷孕，雖然這非他們計劃之內，但他們都欣然接受，而預產期是十月 

   十八日，正是 Gloria的生日。                                                          

  

日本工場 – 謝碧霞宣教士(山口縣宣教事工) 

 1.感謝大家的禱告，小學英文聖經班有一位學生及家長，是我們教會的人。 

   求主賜智慧及能力教導，並在疫情緩和後再招生，期待有新人加入，並且有 

   年輕基督徒幫手。 

 2.感謝主，婦女查經班的隈井女士決定受洗，求主堅固她的心。求主感動木村 

   先生認罪悔改相信，能夠和木村太太一起受洗。 

 3.求主興起更多宇部弟兄姊妹委身事奉主，彼此配合，建立主的身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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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傳幹事 : 李慧蘭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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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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以和平和公義化解烏克蘭與俄羅斯的緊張局勢。求主讓我們能儘快返 

回烏克蘭服事，並使用我們正在鄰國透過網上服事。 

2 求神幫助烏國領袖們，滿有智慧和能力帶領聚會。 

3 請記念年青人 Bogdan，他願意在信仰上追求，求神繼續感動他，願意在 

信仰更多認識，並相信主耶穌。 

4 請記念我們暑期英語營的籌備，因著烏克蘭不穩政局，招募人手上出現 

困難，英語營可能被迫取消，求神賜智慧讓我們以其他形式舉辦。 

5.請記念我們在基輔的格林琴科大學(Grinchenko University)的英語部，求主感動更多人願意參與 

 5月舉辦的研經會後跟進聚會，並且心靈渴慕福音。 

                       

澳門工場 - 梁祖永、杜燕玲宣教士家庭(教會事工) 
1. 感恩一月份教會十五周年堂慶，不論崇拜、聚餐和

聖經問答比賽如期進行。信徒投入的參與和進步，

都有神的恩典伴隨。弟兄姊妹寫下他們寶貴的見

證，幫助他們確認神的同在和眷顧；同時也是他們 

個人生命的反省和個人自我的認識。  

2.感恩有兩個家庭願意在新一期(2022年 5月-2025年 4月)的宣教經費上支持我們。 

3.為香港的疫情禱告，求神叫確診者得到適切的治療，減少患重症或死亡個案。賜政府有智慧安排政 

策，減低傳播風險。賜醫護及前線人員平安。  

4.為氹仔堂教會事奉人手(司琴和主日學老師)的需求禱告，求神幫助信徒校準事奉的心態，以純一心 

志來侍奉，也多操練和多嘗試。 

5.為我們籌措宣教新一期(2022年 5月-2025年 4月)的經費代禱；以前的支持者，有部份退休；也有 

 部份移居海外，將不能繼續支持，或減少支持的數目，求天父感動人來支持我們的宣教工作。   

6.回港述職，可能要延後至四月二十日，但我們會按安排了的講道分享而 

錄製，交由堂會線上播放。 

7.求主幫助我們有更好的身體和精神去侍奉有需要的人。 

8.燕玲原本在三月二十號按牧，但香港疫情嚴重，要待差會決定。 

9.女兒在倫敦工作，兒子在首爾教學，兩地疫情也是嚴峻，他們都接種了 

疫苗，求神給他們智慧，好好保護自己。 
   

 

   德國工場 – 蔡定邦宣教士家庭(華人留學生事工) 

1.德國染疫數字仍然十分高，教會幾個家庭感染，但普遍症狀輕微。教會已於 3月 6日回復實體聚會， 

網上同步直播，方便一些擔心感染的肢體。求主保守各人健康。 
   2.定邦負責的創世記課程已經開始，參加人數理想並普遍投入，求主使用。另俄烏戰爭已爆發，求主 

憐憫無辜的人民，早日止息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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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工場 – 陳少平宣教士家庭 
1.最近比利時新冠病毒持續擴散，每日平均感染人數二萬多人，教會有些弟兄姊妹 

亦相繼感染，感謝主，他們已逐步康復。求神止息疫情，保守弟兄姊妹的健康， 

賜他們平安信靠的心。 

2.願新的一年教會弟兄姊妹更渴慕神，脱去舊生命，穿上新生命，活出基督的樣 

式，彰顯祂的榮美。 

3.求神興起更多弟兄姊妹參與服事，賜他們信心勇氣，在鲁汶區傳揚主名。 

4.求主保守 Anna 母親在港老人院的生活和健康，免受新冠病毒感染。. 

   

  柬埔寨宣教會森速堂                                  
  1. 教會因電線線路問題，整幢建築物的右邊斷電，感恩另一機構的宣教同工義務幫助  

我們維修及更換屋內外的電線。 

2. 記念四月底森速堂舉行第一屆洗禮。 

3. 感恩神藉馮偉權牧師及師母前來柬埔寨服事，訓練本地同工。求神賜同工團隊有智   

慧及熱心承擔責任、訓練信徒。 

4. 新宗教法比過往更多限制，請記念今年教會申請續牌順利 

         

 

      

                                          
                     

 

 

 

 

 

  教育部課程 
    

 

 

 

 

      

 

 

因疫情關係，上課日期將延後至另行通知。 

 

聯絡教育部部員或 whatsapp 6855 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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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部事工與代禱 
 
      1.眼下疫情嚴重，宗教場所須關閉下，求主保守各堂會眾，能平安渡日，    

                           不被感染一旦確診的，也求主憐憫大施醫治。 

                         2.為各堂正在努力進行年度核數的預備工作禱告，求主看顧每個返教會 

辦公室協助的人，能順利核實各個賬項，又同時維持教會日常的運作。 

                         3.為疫情期間，各教會能有智慧去持續牧養及支援各有需要的家庭禱告，    

                           求主賜福及供應所需的人力物力。 

 

     1.感恩，差傳幹事李慧蘭姐妹於 2月 15日履新，求主賜福予她的適應，同心合意一起推動差傳 

事工。 

  2.感恩，馮偉權牧師夫婦於二月前往柬埔寨培訓宣教士和當地同工及探討事工未來發展，雖然期 

間他們感染新冠病毒，但身體現已完全康復，並完成服侍後，三月初已順利平安回港。 

   3.因疫情影響，差傳部一些課程需要延期或取消，求主賜智慧給差傳部在下半年推動差傳教育， 

並感動眾人參與差傳，把福音傳至海外和本地。   

 

                          

1. 感謝主醫治了兩位感染新冠的部員及家人，求主賜早日康復。 

2. 因疫情緣故，春季及夏季課程需要延期，教育主日則如期進行。 

                    

                                   

                     1.因疫情嚴峻，各單位的服務大部份都需要暫停及改為網上進行，請記念！    

                     2.請為社會服務處各中心同事祈禱，求主保守同事們有健康身體繼續服務有 

需要人士。                          

                3.請為社會服務處現急聘會計及文員祈禱。 

              

             

1.為澳門各教會仍可進行實體崇拜感恩，亦鼓勵肢體們珍惜參與聚會；而也為同工們及 

              理事們努力開拓許多靈命更新的事工感恩，求主使用與賜福！  

            2.為 3月舉行夫婦營及 4月舉行的讀經營禱告，願眾肢體積極參與，得著造就！ 

         3.為青少年事工繼續開展，能聘請適合幹事，協助自修室的工作禱告。 

 

 

1.為聘合適院長祈禱。 

                    2.求主帶領衛神未來路向。 

3.為聘新、舊約教授，教務長及系統神學教授祈禱。 

 

 

 

1.菲律賓 Irma牧師來港履新於 RiverGrace服事行程一再受阻，記念航班的恢復及隨後的隔離安排。          

    2.OMS總會主席將於今年退休， 請記念機構的各樣交接安排。 

3.兩位本地牧者預備前往宣教工場， 請記念各方面的申請及安排。                                                                         

     

 

 

         1.We areraying for Gods protection on Pastor D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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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為恩磐堂成立 68 週年感恩，祈願上主幫助我們眾弟兄姊妹重溫創堂先賢心志﹕  

「無私奉獻，不畏艱辛，堅守使命，培育門徒」。             
2.由於需與全港市民同心抗疫，本堂與全港眾教會將被「關閉」至 4 月 20 日  

（若疫情不減退，有可能再延續）然而，教會被關閉，卻關不了我們之間的關  

 愛，因此祈盼眾恩磐人在此滿有艱辛與挑戰的日子，透過網絡系統的幫助，繼  

 續委身參與崇拜、團組、培育課程，以及藉電話和短訊互相關心，彼此問侯 .無  

 論時局如何，讓恩磐人仍不忘「共建委身基督，愛主愛人的門徒群體」之召命。     

             1.We are praying for God`s protection on Pastor Dave. His CT-scan is scheduled 
                   in April. We also pray for the stable situation of his dissection. 

                2.We are praying for the arrangement of Pastor Aime. She will start serving 

                  RiverGrace in April. We also pray for God`s provision on her during the 

                  time in Hong Kong. 

                3.We are praying for Brother Andrew and his wife Sister Lucia. They Will 

                  start a new chapter in UK. 

           1.27/2為恩田堂 27週年堂慶，感謝主在過去的 27年的帶領，求主繼續施恩憐憫引領恩田堂， 

             前面縱有困難，求主加能賜力讓弟兄姊妹團結一心在白田區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2.為「恩田鄰舍服務中心」祈禱，疫情過後，將於逢星期六下午舉辦親子水墨畫班，歡迎 K3

或以上的小朋友參加，由胡嘉明姑娘任教，祈盼能夠透過興趣班打開福音之門。 

 

                                                      1.請記念確診 Omicron的弟兄姊妹，及其家人 
               的康復進展良好，並早日完全康復禱告。 

       1.求主幫助，讓我們保持熱誠而不冷淡，投入    求主保守眾肢體及其家人內心得著真正 

          而不旁觀，留意身邊人的需要，伸出援手。        的平安祈禱。 

       2.感恩確診的肢體和親人，沒有重症，得          2.請記念牧者及行政同工，並執事們能在 

          以康復，亦為仍在康復中的禱告，求主             疫情期間的事奉，能敏銳主耶穌的帶領 

          賜平安醫治。  並賜下智慧作出適當的應變。 

        3.為恩澤堂五十五周年感恩，願我們齊心           3.請記念 4月 20日的網上會友大會能如期    

         事奉神，服事人。                               順利舉行禱告。 

          4.請記念恩佑堂在疫情期間，教會仍有智慧 

                            去實踐福音大使命，去關心肢體們所接觸 

        1.為今年中能夠聘得合適的新同工。  的未信主的家人，並我們曾接觸過的基督 

        2.為本堂確診新冠病毒的患者康復。                少年軍的成員及其家庭，能因著教會對他 

        3.為本堂因新冠病毒離世的家庭得蒙安慰。          們的關愛，而認識神，早日能相信耶穌， 

                     得著救恩禱告。  

                                           

           1.在疫情下，教會牧養的措施能貼近弟兄    1.禮堂大廳的租約將於 23年 7月到期， 
    姊妹的需要。                                   業主有可能不續租，希望在這段期間，                

        2.新一季聖經及研經法課程，求主引領弟      神施恩憐憫，讓執事帶領會友作出妥 

             兄姊妹參加。               善安排。 

               2.疫情期間，有多位肢體染疫，其中包括 

           1.為油塘區疫情向神求平安臨到各人。             同工，祈禱神能讓受感染的肢體盡快康  

           2.為恩溢家堅守使命求同心服侍社群。       復，身心靈都健壯。 

           3.為恩溢家受染者求憐憫醫治眾人。     

 

 

      

                                                                                                         

總會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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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將推行幸福小組模式，願神使用成為福音的出口。         

    1.為 4月受苦節聚會的安排祈禱，願弟兄姊妹藉此再思主愛，更挑旺大家傳福音，報喜訊的心志。 

    2.為 5月的會眾交通會禱告，求神讓弟兄姊妹對主的信心得到堅固。 

    3.願天父帶領 6月事奉人員的退修會相關安排，願弟兄姊妹皆可以從主得力。 

    1.記念本堂於 4月 15日(五)晚上 7:30舉行「受苦節晚會」網上聚會，內容有敬拜、默想、聖餐和 

      信息，求神賜福使用。                                                   

    2.記念本堂 2022年「同心跟從」步行籌款行動，舉行日期為 4月 15 日至 5月 14日，參加者可自選 

      時間和指定的路線範圍內，按本堂提供資料指引，認識中西區四間歷史悠長的堂會，並進行禱告和 

      默想；而開步禮將於 5月 1日(日)下午 2:30舉行(註：視乎疫情)；倘若疫情未緩和，也可選擇室內 

      步行進行（註：1公里約 15分鐘，全程 4公里），在既訂日期內，按照聽取網上指引；求神賜福使用。 

 3.記念本堂於 5月 8日及 6月 19日，分別舉行「母親節主日」和「父親節主日」，對象為肢體的父母及 

      家長們，求神賜福使用。 

    4.記念本堂於 5月 29日(日)舉行「教育主日」，講員為戴志雄傳道 (恩浩堂署理堂主任)。 

 

 

     1.記念香港疫情非常嚴峻，求主憐憫醫治。          1.為一眾在疫情中所有前線的工作人員及服侍 

       有肢體及親友確診，求主醫治他們，病徵            人員禱告。 

       退，得合適治理，早日康復。                    2.求主賜下智慧，叫在現階段的疫情中能繼續 

 2.在疫情下，願我們繼續與主結連，求主              牧養教會及社區的羊。                           

   賜我們智慧與愛心，與人同行，見證主恩。        3.求主保守恩全鄰舍中心在 3-4月份的暑假中 

    所安排的活動及服侍都一切順利。 

  1.為弟兄姊妹身體健康祈禱。                     1.因應疫情，各項聚會需要調整及變動，求主 

      2.為教會弟兄姊妹信心祈禱。                       賜智慧有更好的安排。 

，                                                   2.請記念受苦節和復活節的崇拜安排。             

                                                 3.請為恩錫鄰舍中心的社區工作祈禱。               

      1.願我們在屬靈生命上勤操練，時常親近主，                                                    

        帶著順服的心向主禱告，多讀經，多行主         1.為肢體們在疫情下不只顧自己的事，更願 

道。                                           把握機會實踐愛肢體，愛鄰舍祈禱。 

      2.願主使各人心靈得力，在網上聚會時，投         2.4月 17日將舉行福音主日，求主激勵肢體 

        入及有所得著。                                 踴躍邀請親友參加，並親自在被邀者心中 

    3.求主預備合適的牧者帶領恩典堂。                 作工，叫人願意謙卑領受主救恩! 

              

     1.求主在逆境中堅固信徒，彰顯從神而來的平安。 

     2.會眾及親友多人染疫，求主保守眾人平安，早日康復。 

     3.同學提早放暑假，求主指教本堂導師和同學善用時間，操練靈命，身體與學業。 

     4.四月推動全堂會眾參與生命成長課程第一季，求主賜福使用，使教導的和學習的都一同成長。 

     5.15/4與恩典堂舉行聯合受苦節聚會，求主賜福各項籌備，使用聚會與主相遇。 

     6.本堂正聘請傳道，求主帶領。 

 1.求主賜下我們剛強與勇氣，帶領我們在疫情肆虐下仍然作光和鹽。 

     2.求主賜同工，執事領袖聰明智慧，在多變的環境能透過不同方法繼續牧養，堅固信徒對主的心。 

 3.因疫情關係，長者中心只能維持有限度服務，求主加力，幫助職員在限制中繼續服務有需要的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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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