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傳承廿三載

認識
專項

「大專聚會」，相信全教會的弟兄姊妹對這個名字
都不會陌生。由九七年至今的廿三年間，相信有不少
青年弟兄姊妹都曾參與大專聚會，在其中與同齡聖徒
一同長大、一同追求真理、一同學習事奉…是一段令
人難以忘懷卻又相當短暫的歲月。現時大專聚會約有
100人參加，並有10位服事聖徒在其中一同配搭。或
許大家不知，這10位服事聖徒中，有8位都是昔日在
大專聚會中蒙造就，畢業後繼續帶著心志追求認識主
並事奉，最後回到這個曾造就自己的聚會中，成為新
一代的服事者。

到了二○○一年底至○二年初，加入了一批新的大
專服事聖徒，可以說是第二代的服事，也讓大專聚會
進入了新階段。在整個配搭團隊中，有教導真理恩賜
的，便帶著弟兄姊妹一同有培訓，訓練性格和讀經，
後來便慢慢形成週六早上的「成全訓練」。有傳福音
恩賜的，便帶著弟兄姊妹在院校中傳揚福音，領人歸
主，後來便按著負擔和主的帶領，發展成大專佈道會
和暑期內地探訪團。還有關顧和事務恩賜的，便在聚
會中作細工，把弟兄姊妹連繫在一起，讓大專聚會如
同一個大家庭一樣。

有當年其中一位服事弟兄受訪時作見證：「多年
來，我在這服事中最深刻的就是看見服事之間配搭得
很美麗。也因著神將配搭調配在這個聚會中，當時每
位服事者都能各盡其職，弟兄姊妹很清楚有不同需要
時要找哪位協助，而配搭們也很清楚大家的恩賜，懂
得如何機動地彼此配搭『補位』，這種配搭真的很美
麗。並且大家都知道大專四年對人的一生具有決定性
的影響力，所以配搭們都帶著很重的負擔服事。在主
的祝福下，一批批被服事的弟兄姊妹也成長起來。」

美麗的配搭

大專聚會由一九九七年開始，由幾位在教會中多有
服事的弟兄們，帶著大約30位大專弟兄姊妹一同追求
認識主。那時的大專生活主要由兩部分構成：每個週
五晚的大專聚會，以講道、專題和分組為主；並平日
在大專院校內的團體晨更。據當日服事的弟兄們憶
述，那時大專聚會雖然不及現在這樣的規模，但來聚
會的弟兄姊妹大體上都是很渴慕主的。有時候雖然受
人數所限，晨更不過「小貓三四隻」，但卻總看見弟
兄姊妹在其中有深刻領受，生命漸漸有所成長。

生命的傳承—大專聚會

現任大專服事合照

2000年大專東龍島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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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目於主話

到了二○一二年，可以說是大專聚會的另一個分水
嶺 。 那 一 年 暑 期 ， 是 香 港 最 後 一 屆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A-Level)和第一屆香港中學文憑試(DSE)的考生，同
一年升讀大專。由於教育改制而同時出現兩屆中學畢
業生的特殊情況，令當時聚會人數曾經最高達到200
人。同一時期，大專服事也開始加入更年青的配搭，
而原本的配搭則漸漸離開大專聚會，進到其他崗位繼
續服事主，這便出現「第三代」的大專服事了。

 
在這種轉變中，最明顯的不同首先是參與聚會的弟

兄姊妹。以往升上大專的弟兄姊妹都經過兩次公開考
試的「洗禮」，主藉這些些環境陶造他們，在屬靈經
歷、自身認識、性格韌性等方面，都有一定的基礎。
但新學制的弟兄姊妹，只有六年的中學課程，比以往
早一年進入大專，再加上少了一次公開考試的經歷，
客觀上是不及舊學制的弟兄姊妹成熟。這並不是新一
代弟兄姊妹的問題，而是跟整個時代和教育制度的改
變有關。而且有一件事並沒有因制度改變而出現變
化，那就是大專弟兄姊妹多年來都有的特點：受教、
單純、有柔軟的心。雖然有時候因性格軟弱，容易倒
下；但普遍弟兄姊妹都有一顆願意的心，願意領受及
跟隨帶領。

 
基於大環境的改變，第三代大專服事的方向也開始

有所調整，學習更多在關顧牧養上花工夫，盼望藉貼
身的牧養幫助弟兄姊妹解決一些攔阻他們生命成長的
問題，盼望他們在四年的大專裡慢慢被建立起來。然
而，這同時是他們遇上的一大難處，10位的大專服事
聖徒(7位全職事奉，3位帶職事奉)，牧養照顧超過
100位的大專肢體，在時間和心力上實在不足夠：

 

新挑戰　新突破

來到這兩年，大專聚會在社會動盪和疫情中，也迎
來新挑戰—如何在不能聚集的情形下繼續進行大專
聚會和各項追求？感謝神常帶領服事的弟兄姊妹，使
他們有智慧，很快便開始利用Facebook Live的形式
進行聚會直播。這一年下來，觀看大專聚會Face-
book Live的人數頗為穩定，並在六月恢復實體聚會
和追求時，出席人數立刻就達到120多人，可見弟兄
姊妹在網上聚會期間都沒有因而流失，也是主的恩
典。

除此以外，神還在疫情底下，為大專聚會帶來了兩
大突破！第一是網上傳福音小組，近年的大專福音遇
上了樽頸位，在傳福音的事上越來越艱難，大專佈道
會得救的人數也不多，弟兄姊妹常為此禱告…疫情

「正因如此，近年我們在主面前領受一個負擔：
『回到聖經』。這並不是說以往大專聚會不講聖經，
事實上，追求真理一直是大專聚會的重點。但這負擔
重在與弟兄姊妹一同讀經、學習研讀聖經。為此，成
全訓練少了專題，多了經卷的研讀和討論，也不斷鼓
勵大家平日多讀經、背經。這個在主面前所尋得方
向，正是因我們的服事力量不足，所以將力量集中於
將人引到主面前，讓弟兄姊妹從主的話得到供應及幫
助。到了今年，弟兄姊妹分享的見證中，也慢慢見到
這方面的改變，很多分享不再純粹是從周圍的人、
事、物得到關心或幫助，而是在病痛中、艱難中，主
的話如何安慰，如何帶領他們走出困境。這實在是主
的話大有能力，是主的恩典。」

學青特會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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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主的腳蹤

後，主藉著啟發(Alpha)福音小組，激動弟兄姊妹一
同起來開組，在這個暑假期間，竟然可以達到四、五
十個新朋友，在網上一同參與福音小組。另一突破是
海外升學的聖徒現在也能參與香港的大專聚會了！以
往在海外的聖徒都不可能參與大專聚會及成全訓練，
甚至有時連暑期培訓也未必能參加，但現在因所有聚
會都在網上進行，都能以直播方式與海外聖徒連結在
一起。感謝主，實在是神將外在惡劣的環境轉危為
機，讓大專聚會做到了以往做不到的事情！

後記

筆者也曾經參與大專聚會，是蒙造就的小子之一。
四至五年大專生活，以整個人生來說，實在很短，但
卻成為不少人一生的轉捩點。雖然從九七年至今，服
事已有三代，聚會的弟兄姊妹更是一屆來到又一屆離
去。但惟有一件事總不改變，就是主賜給大專服事的
核心負擔，一直在此成全器皿，為神家預備更多建造
材料，讓每位弟兄姊妹將來都更能為主所用！求主繼
續賜福，成全此心！

代禱

請為大專聚會多多禱告，求主一直興起教會的下
一代，不斷陶造出敬虔的器皿，一同愛慕祂、事奉
祂！也記念大專服事的勞苦，求主賜下夠用的恩典
、智慧並啟示，讓他們有足夠力量供應大專聖徒，
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主日
信息

今年主帶領教會查讀彼得前書，主題是「恩典旅程　先苦後榮」，正切合現今
的情況。我們信主後，並非從此一帆風順，而是必須經過苦難，這是全備救恩的
一部分，正如基督是先受苦難，後來得榮耀(彼前一11)。我們是神的兒女，與基
督同作後嗣，如果我們和祂一同受苦，也必和祂一同得榮耀(羅八17)。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為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榜樣，叫你們跟
隨祂的腳蹤行。」(彼前二21)主給我們留下榜樣，是叫我們跟隨祂的腳蹤行。主
說：「學生不能高過先生，僕人不能高過主人。」(太十24)主走過的道路，我們
也要跟著走。

主的腳蹤是受苦的腳蹤，祂像羊羔被牽到宰殺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無
聲；即使受到不公平對待，被罵卻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
按公義審判人的神，成就神救贖的計劃。當我們在苦難中，也要像主一樣，不犯
罪，不報復，交託神，彰顯主的性情，完成神在我們身上的託付。

    (主日信息詳細版可於教會網頁「資源庫」中的「主日信息集」瀏覽)

Alpha福音小組

3



今年初中成長之旅的預備可謂一波三折，好不容易
等到一起見面討論的機會，當聚會形式、時間表和內
容即將落實，第二波疫情席捲而來，在限聚令下很多
安排不得不重新考慮。在多次預備禱告中，深刻的是
服事者不單向主盡訴憂慮，為少年人奮力代求，更校
正了目光、更新了信心—環境無可依恃，但堅信聖
靈的工作無可限量，神的話能穿透時空，直達人心。

在神賜與的信心下，成長之旅首次在網上掀開序
幕。今年的主題是「Choice X」，意謂每個少年人
都要作出選擇：是與世俗同流合污，還是成為神榮耀
稱職的祭司？特會以以利二子為鑑，讓少年人細思同
樣面對信二代、被同化、自我中心的危機；以撒母耳
為中心人物，讓少年人認識他們同樣蒙神所召，若分
別為聖、以神的話為宗為糧，也能像撒母耳一樣發揮
影響力，把人引到神面前。

今年委實面對很多挑戰，不僅服事團隊在籌備中費
煞思量，少年人的專注力也飽受磨練。但感恩從第一
天起少年人便積極查經，在信息間勤抄筆記；活動雖
無法親身參與，還是非常投入；在分組中也敞開分
享，認真反省，主動立志。有少年人上午因網絡問題
無法參與聚會，立刻動身趕到服事聖徒家中參與下午
的聚會。又有少年人被主感動不可沉迷電玩，便互相
勉勵立時一起刪除手提電話中的電玩程式。

特會的最後一天，有弟兄分享這次的成長之旅恍若
一顆洋蔥，主一層層的把我們所倚靠的、以為最吸引
人心的元素剝掉—剝掉了宿營的興奮，剝掉了同吃
同玩的時間，剝掉了精彩絕倫的戶外遊戲…只留下了
核心：神的話和聖靈的工作。而在這看似乾旱無水的
網上特會中，我們仍見證神的恩典源源不絕。「他們
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福蓋
滿了全谷。」(詩八十四6)

今年的暑期特會讓青少年人經歷到，神國的事工是
超越空間的，是在信心裡成就的，也是要服事者用心
和用力去預備的。禱告不能少、服事配搭不能少，參
與特會的少年人的願意投入也不能少，才能與神同
工，讓所有服事和參與者都經歷到神所賜超越空間的
恩典。

超越空間的暑期特會

在疫情的影響下，過往四日三夜的小五六福音營今
年首次以網上形式進行，改為兩天下午的小五六福音
週末。今年的主題是「被選上的」 (The Chosen 
One)。雖然在預備上有不少的限制和困難，但神的
大能並沒有任何限制，93位出席的少年人中有84位
在聚會中決志得救。

被選上的服事
服事團隊由三月開始籌備，以網上形式為籌備方

向。但因過往從未試過，並且沒有相關經驗，所以一
開始的時候都無從入手。特別是在籌備活動當中，只
是思想如何把遊戲元素帶進聚會中便是一個大難題。
有一次討論後，有服事者笑說我們真是「被時代選上
的服事」。雖然這工作是史無前例，又可能會更複雜
和費神，但他接著說福音是神的大能，有信心神必定
帶領整個服事，要救一切相信的，不單是每個參與的
少年人，更是每一位服事者。

感謝神讓我們有拍攝的意念，給我們合用的劇本，
又為我們預備合適拍攝的時間，加上一群能彼此配搭
的聖徒。祂讓我們在疫情稍微緩和、限制較少的時侯

這 次 的 特 會 以 網 上 形 式
進行，對服事者和少年人都
是新的嘗試。因此，在預備
過程中，服事者決定每週
都相約時間一同禱告，要
憑信將特會交在主手中。
在三日的特會中，少年人和服    
事者不但在每次聚會前禱告，晚上亦有額外的禱告時
段，為自己能得著主向神祈求。感謝主，祂確實聽我
們的禱告，在特會中向少年人説話。

另外，負責話語的弟兄姊妹們也感受到主的帶領，
在四堂信息中，大家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信」：我們
不單以信入門，在走這條屬天道路時，更是「因信蒙
神能力保守」的人(彼前一5)。神的大能勝過我們一
切的軟弱和環境，憑信我們能一直成長、往前，直到
路終。求主堅固高班少年人的信心，在生活中轉向
主，過揀選神的生活。    

   

今年高中特會的主題是 「 A Chosen Race」, 出自
彼前二章9節：「惟有你們是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
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度，是屬神的子民，要叫你們
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意思是
少 年 人 是 被 神 揀 選 的 ， 而 「 R a c e 」 亦 有 賽 跑 的 意
思，盼望少年人能對神的揀選有回應，揀選跑這條天
路。感謝主，雖然受疫情的影響，我們不能在營會中
有實體的聚會，但主仍然透過網絡上的聚會向少年人
説話！

感謝主，在四堂的信息中，少年人都碰見主，有豐
富的得著。第一堂的題目是「神的揀選」，提到神給
與我們全新的身分：「…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國
度…」(彼前二9)我們要活出與身分相配的生活。少年
人被神愛的揀選摸著，亦反思自己是否有活出這個新
身分的實際。第二堂是「人的揀選」，弟兄提到這是
一個蒙福的揀選(瑪三9-10)，也以摩西和彼得憑信揀
選主作例子，鼓勵少年人以信和愛回應神。感謝神，
少年人大多願意奉獻給主。

第三堂談到揀選神後的生活：「嘗嘗主恩」，在生
活中，雖然我們會遇到不同的苦難，但我們的信心經
過試驗，會比那能壞的金子更顯寶貴，並且能經歷靈
魂的救恩。在這一切環境中，我們能認識主是美善的
那位(the Lord is good)。少年人都被神是美善而感
動，要學會凡事感恩，在試煉中要轉向主，而非埋
怨。最後一堂談到「殷勤」，呼籲少年人每日過揀選
神的生活，殷勤地不斷加上神的性情，在生活中見證
主。不少少年人立志要在家中和學校作好見證，在言
語上謹慎，向同學傳福音，並且在娛樂上有節制。

少年
系列

有如洋蔥的成長之旅

被神揀選的少年人

無限的福音週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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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早放暑假之前，我嘗試問老師能否在班上宣傳
佈道會。最後我能在停課的前一天在班上宣傳佈道
會，並且在停課後，老師願意用學校的WhatsApp群
組分享福音晚會連結。其實當中我也感到非常膽怯和
迷失，因為很多事情是從未接觸過的。但感謝神讓我
有很多弟兄姊妹和我一同禱告，挪開了我的軟弱，又
看見神在疫情中所作更奇妙的工作，我只能謙卑並把
榮耀歸給神。(洋)

我發現和弟兄姊妹輪流開口禱告時，禱告得更有把
握更有力。藉著禱告，讓我經歷了這句話：「大山
哪，你算甚麼呢？在所羅巴伯面前，你必成為平地。
他必搬出一塊石頭，安在殿頂上。人且大聲歡呼說：
願恩惠恩惠歸與這殿！」(亞四7)爲著福音晚會切切
地禱告，越禱告越有信心。雖然鏡頭前是不熟悉的弟
兄姊妹，一起禱告的時候神將我們的心聚在一起，一
同為福音獻上信心的禱告。再者，對福音一向熱心卻
總是不敢行動的我，在參加了福音先鋒後有了決心要
行動。在前幾次的佈道會中，我只是草草的在社交媒
體上放上了海報並加以鼓勵，而這次我受了弟兄姊妹
見證的激勵，決心要發出實際的邀請。(竹)

「迷」之少年音樂晚會
感謝神興起了弟兄姊妹同心禱告、廣發邀請，不單

佈道會當晚，陸陸續續有人收看錄影，網上點擊率更
是過千！當晚的佈道會有少年人的分享，又有影片、
詩歌和短講，不少新朋友回應感到十分有共鳴，能觸
動他們的心，甚至有感動到流淚的，可見福音本是神
的大能，聖靈的工作不受時間、空間限制，榮耀讚美
歸給神！

這一次我有很大負擔去傳福音給身邊朋友，看到朋
友的家庭有困難，有的患了情緒病，她們都在迷失當
中，讓我感覺這福音不得不去傳，惟有福音能幫助她

解「迷」小組
福音的工作不止於佈道會，我們還要繼續有所求，

有所要，向主大大張口。當晚的佈道會後，有不少新
朋友表示願意繼續認識主，而各合區少年聚會(合點)
也陸陸續續開始了不同的福音小組，求主祝福並
使用，一直吸引中學生到祂跟前來。

們。直到直播完結，突然一位朋友立即主動跟我說她
看完了，更說她現在立即去填回應表，真的讓我很感
動和開心，後來也有幾位朋友回覆了我，甚至有兩位
朋友參加了福音小組，真的十分感謝神！這福音真的
從我傳開去，讓身邊朋友都認識神，甚至一起去參加
聚會。我仍然會去傳福音，因為我不想成為攔阻福音
的人。(萁)

今次我總共邀請了八位同學和朋友參與晚會，雖然
最後只有五位出席，但其實已經是十分好的結果，因
為如果是以往的佈道會，基本上答應出席的人數是
一、兩個而已。相反，今次只是傳送了一個訊息和一
條連結，再稍微介紹一下活動的內容，大家就好像毫
不猶豫地答應了，所以真的令我十分驚訝和感恩。

這次意想不到的經歷，令我明白福音真的是神的大
能。原本我沒有信心，以為自己會邀請不到朋友，但
主教導我要將目光轉向神—這位充滿大能、掌管萬
有的主，而非軟弱無能的自己。我們要做的就是做好
自己的本分—將耶穌基督介紹給身邊的朋友，其他
的交給主就可以了。(延)

在這間學校的三年裡，認識了三、四個很要好的朋
友，主很清楚地告訴我，她們就是祂在我中學生涯裡
所託付給我的使命—要帶領她們信主。在這次晚會
前，主給我一個感覺，這次祂會大大動工，因此我特
別有負擔，亦竭力地邀請朋友，努力去配合主的工
作。

 

最後，雖然她們四個都因為不同的事情拒絕了參
加，令我倍感失望，也對主有些不解。但是，我確信
主仍是信實的，日後祂也必定會讓我的同學信主，因
為福音乃是神的大能。凡事都有祂的美意，凡事都有
祂的定時。(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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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迷」之少年時代
在這學年，香港的中學生面對著無數的衝擊，先有

上半年的反修例運動，再有幾波的疫情，停課幾個
月，不少中學生都處於一種迷失、空洞的狀態，不知
人生意義爲何，甚至對前景失去方向和盼望…

「迷」之福音工作！？
原定在暑假舉行的中學生福音營也因著疫情關係，

一再由兩天的中學生福音日，最後改爲網上直播的音
樂晚會。雖然外面環境上似乎受到攔阻，然而，神的
道卻不被捆綁，福音仍舊傳開。服事的聖徒也深感無
法靠著經驗，只倚靠聖靈，憑著信心，走一條從前未
走過的道路…

先是七月份的福音預工活動，因突然停課而取消，
但少年人仍然積極邀請同學參與網上的少年聚會，甚
至有福音朋友願意決志信主！同時，主也先興起了一
班有心志的少年福音先鋒，願意花時間一同禱告，勇
敢傳揚福音。

把所有片段都拍攝完畢，讓我們經歷到祂夠用的恩典。
雖然過程中，我們的信心也曾經動搖，但我們一直經歷
神親自的堅固，亦經歷「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
納，乃是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林後八
12)主叫我們在預備、拍攝、剪接並聚會中，都可以完
滿地完成。當我們把五餅二魚交出來給主，祂便會祝福
並叫許多人得益處。

神的工作無限制
詩歌、話劇和信息都被拍成影片，希望可以透過不同

互動，讓少年人更投入聚會，聚會後有分組讓大家分享
和陪談。不過，最難預計的是少年人的狀態和反應，少
年人是否可以連續兩小時坐在電腦前聚會？少年人會否
在電腦前決志相信主？還有很多很多可以想像的疑問。

感謝神！少年人的反應比想像中更投入和認真，他們
認真對待「罪」的問題，願意在神面前認罪悔改，不想
成為毒蛇的種類，要作被揀選的族類。而且他們願意回
應揀選神，決志相信祂並跟從祂。有少年人分享聚會中
經歷到神的真實和預備，家長們亦分享少年人有深刻信
主的經歷和信主後有改變。

雖然今年形式有所改變，我們看似遇到很多限制，但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神的大能和工作並沒有任何限制，
祂揀選這時代的少年人並叫他們得救。求主保守他們有
一顆單純愛慕主的心，繼續吸引他們參加少年聚會，一
直留在耶和華的殿中，一生跟從主。

「迷」一般的福音音樂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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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趟驚險的生產旅程

下期預告 :

是神的恩典，帶我經過重重障礙，順利誕下第二胎。

先前因為怕催淚彈和疫情，所以除了做產前檢查外，我堅持每
天留在家中，並早晚在家裡來回踱步半小時，也不吃太多，因為
怕胎兒太大難生產。我禱告神希望今次以自然分娩生產，會康
復得快些，可以盡忠照顧神所賜的兩個孩子。

七月十八日懷著緊張的心情入醫院。因為驗到有B型鏈球
菌，一入院就要立刻打抗生素。直到黃昏仍未穿羊水，醫
生決定用人手穿羊水，陣痛終於來到，用各種方法止痛，
嬰兒在晚上出世了，滿心歡喜完成了生產。

不過接下來的卻是更大的考驗，原來要完成生產程
序，整個胎盤都要出來，但是我的胎盤出了一半竟然
黏著子宮，於是立刻要做手術，進行半身麻醉。幸好
子宮的餘下部分出來了，正常不會再流血，然而我的
血還是止不住，結果要搶救六小時。

入手術室時我大量出血約一公升，我大叫「痛、
痛、痛…」後已經暈倒。後來醫生告訴我，在我暈倒
後，仍然大量出血。輸了十包血液和四包血小板後，
再做全身麻醉急救。當日其實血庫因疫情而緊張，要
限制每間醫院用量，感謝主，醫院沒有其他大量出血
個案，主實在有預備，及後在深切治療部再輸了三包
血及四包血小板。

再醒來已在深切治療部，喉嚨插著喉，不能說話，
手被綁起不能動。當時喉嚨很乾很辛苦，要抽痰，護
士真的很有愛心地幫助我，主也親自安慰我。

五日後轉去產後護理病房，我估計今次驚險旅程已
過，然而我開始了馬拉松式發燒退燒和發冷發熱。因
為疫情關係而我持續發燒，所以要被送到隔離病房。
原來這是神的憐憫，雖然被隔離做深喉測試等結果，
但隔離病房沒有其他人攪擾，能讓我安心復原。

嬰兒起名叫「曉樂」，本是大女兒改的，意思是
「曉得神是人一生的喜樂」，但經過今次經歷，更重
要是「知足常樂」：知曉神是心中的一切才會真正時
常感到滿足快樂。

我深信是神聽了教會深夜為我迫切的禱告。在這個
經歷中，神的恩手一路拖著我，給我應時的供給與話
語，用神蹟奇事伴隨著我。祂不但拯救了我的身體，
也喚醒我的靈魂。我真的經歷每天早上自己能從牀上
起來，能順暢地呼吸，都是神的恩典。我重整了讀經
生活，也喜歡了寫見證，因為每一個字都見證神的大
愛。

人的生命真的很脆弱，沒有人會知道將會發生甚麼
事，願我們還未接受主耶穌的親友快聽福音，接受這
位又真又活的神作一生的主。

「我們有這寶貝放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
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我們四面受敵，卻不被困
住；心裡作難，卻不至失望；遭逼迫，卻不被丟棄；
打倒了，卻不至死亡。」(林後四7-9) (瑩)

場務佈置—
高高興興搬搬抬抬服事神

見證
分享

       聖徒如有見證分享，歡迎投稿至家訊組。
電郵：news@churchinhk.org.hk
WhatsApp：64373972
投稿注意事項請參閱：
www.churchinhk.org/歡迎投稿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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