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濁世亂局 回到起初
特別
聚會

神是靈—靈中敬拜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
拜祂。」(約四24‧新譯本)真正敬拜神的人，必
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來敬拜。生活中我們倚靠聖
靈，順從聖靈的感動，遵行神的話，多方讚美
神，這才是真實的敬拜。有時我們感到乾涸疲
乏，是因遠離神這活水的泉源，靠自己而不專心
倚靠神。故此我們要連於主，經歷聖靈的充滿，
內心便有平安、喜樂。

信主的人都有聖靈，如何被聖靈充滿？我們要
轉向主、求告主、讚美主，求主除去我們許多的
帕子，例如憂慮、壓力等，使我們得著釋放，在
任何環境都能自由地讚美神、事奉神，活出主的
樣式。此外，聖徒和睦同居，就有聖靈的膏油從
教會的頭(基督)流到身上每一個肢體。當我們同
心合意敬拜主，彼此切實相愛，聖靈就充滿我
們。

今天我們不要活在濁世亂局的潮流裡，要活在
聖靈的水流中，成為在靈中敬拜神的人，讓聖靈
的活水在我們裡面湧流，不但使我們得著滿足，
還能夠供應別人，叫人因我們而信主。

神是光—光中生活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約壹一5)自人
類墮落直到如今，整個世界都在黑暗裡，基督徒
也受到影響。感謝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也
使我們不會黑暗。

我們要來到神面前，受祂光照，三一神的光就
會在我們身上產生果效：使我們認識自己本相，
在主面前仆倒；得著醫治，驅走我們的黑暗，重
組我們的性情；曉得真理，脫離罪惡，得以自
由，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跟從救主，走在平安
的路上。

我們要持續在神的光中生活，靠著光的能力過
光明的生活，不在黑暗裡行走。若偶然被過犯所
勝，要靠賴主的寶血認罪悔改；神是信實的，是
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

聖經提到我們是世上的光，要榮耀父神；我們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
出來；教會是金燈台，反照神的光，照亮這黑暗
的世代。願主恩待我們，叫我們認識神是光，結
出光明的果子，把神彰顯出來。求主把這個光的
實際賜給教會，叫我們每天經歷神就是光。

神是愛――愛中連結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
十三34)主命令我們要彼此相愛，如何做到？我
們不是靠自己去愛，而是回到神那裡，因為愛是
從神來的，祂就是愛。

神的大愛顯於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為我們的
罪作了挽回祭，使我們藉著祂得生。我們實在是
蒙愛的人，但很容易忘記自己是蒙愛的，所以要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我們幾時忘記神的愛，
幾時就要轉向十字架，回想主捨己的大愛。

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實行
之路是放下自己，照著主的吩咐去愛弟兄姊妹。
當我們滿心順服，遵行主的話，主必供應。正如
亞伯拉罕完全順服神的吩咐，獻上自己獨生的愛
子，神就為他有預備，並賜大福給他。

濁世亂局，如何自處？神藉著三堂特會，向教會指明出路：
要回到起初，來到神面前，認識並經歷祂是靈，是光，是愛。

神要賜福給順服的教會，讓我們都信而順服，
彼此切實相愛。我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但願「彼此相愛」成
為我們的標誌。

(特會信息詳細版可於教會網頁「資源庫」中的
「特會信息集」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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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是靈—靈中敬拜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
拜祂。」(約四24‧新譯本)真正敬拜神的人，必
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來敬拜。生活中我們倚靠聖
靈，順從聖靈的感動，遵行神的話，多方讚美
神，這才是真實的敬拜。有時我們感到乾涸疲
乏，是因遠離神這活水的泉源，靠自己而不專心
倚靠神。故此我們要連於主，經歷聖靈的充滿，
內心便有平安、喜樂。

信主的人都有聖靈，如何被聖靈充滿？我們要
轉向主、求告主、讚美主，求主除去我們許多的
帕子，例如憂慮、壓力等，使我們得著釋放，在
任何環境都能自由地讚美神、事奉神，活出主的
樣式。此外，聖徒和睦同居，就有聖靈的膏油從
教會的頭(基督)流到身上每一個肢體。當我們同
心合意敬拜主，彼此切實相愛，聖靈就充滿我
們。

今天我們不要活在濁世亂局的潮流裡，要活在
聖靈的水流中，成為在靈中敬拜神的人，讓聖靈
的活水在我們裡面湧流，不但使我們得著滿足，
還能夠供應別人，叫人因我們而信主。

神是光—光中生活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約壹一5)自人
類墮落直到如今，整個世界都在黑暗裡，基督徒
也受到影響。感謝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也
使我們不會黑暗。

我們要來到神面前，受祂光照，三一神的光就
會在我們身上產生果效：使我們認識自己本相，
在主面前仆倒；得著醫治，驅走我們的黑暗，重
組我們的性情；曉得真理，脫離罪惡，得以自
由，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跟從救主，走在平安
的路上。

我們要持續在神的光中生活，靠著光的能力過
光明的生活，不在黑暗裡行走。若偶然被過犯所
勝，要靠賴主的寶血認罪悔改；神是信實的，是
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

聖經提到我們是世上的光，要榮耀父神；我們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
出來；教會是金燈台，反照神的光，照亮這黑暗
的世代。願主恩待我們，叫我們認識神是光，結
出光明的果子，把神彰顯出來。求主把這個光的
實際賜給教會，叫我們每天經歷神就是光。

神是愛――愛中連結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
十三34)主命令我們要彼此相愛，如何做到？我
們不是靠自己去愛，而是回到神那裡，因為愛是
從神來的，祂就是愛。

神的大愛顯於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為我們的
罪作了挽回祭，使我們藉著祂得生。我們實在是
蒙愛的人，但很容易忘記自己是蒙愛的，所以要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我們幾時忘記神的愛，
幾時就要轉向十字架，回想主捨己的大愛。

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實行
之路是放下自己，照著主的吩咐去愛弟兄姊妹。
當我們滿心順服，遵行主的話，主必供應。正如
亞伯拉罕完全順服神的吩咐，獻上自己獨生的愛
子，神就為他有預備，並賜大福給他。

濁世亂局，如何自處？神藉著三堂特會，向教會指明出路：
要回到起初，來到神面前，認識並經歷祂是靈，是光，是愛。

神要賜福給順服的教會，讓我們都信而順服，
彼此切實相愛。我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但願「彼此相愛」成
為我們的標誌。

(特會信息詳細版可於教會網頁「資源庫」中的
「特會信息集」瀏覽)

活在靈中、光中、愛中

聖靈永遠與我們同在，作我們的保惠

師，實在寶貴！最近受某事困擾，導致

失眠，保惠師賜我話語和詩歌，使我重

拾喜樂平安，能以安睡。願我們都認識

聖靈的寶貴，渴慕被聖靈充滿。

最近公司面對一大難題，苦無良策，我

的心情大受影響，於是求告主，祈求祂

的同在、指引和教導。有一次開會，聖

靈感動我提出一個建議，大家異口同聲

說 ： 「 好 主 意 ！ 為 甚 麼 之 前 想 不 到

呢？」無論遇到甚麼事，都要倚靠聖

靈，祂會凡事指教我們。

有一次福音聚會，聖靈感動我邀請一位

親人。起初我不願意，心想：「他很剛

硬，不會信主。」隨著佈道會越近，聖

靈的催促越強烈，我終於鼓起勇氣邀

請，結果這位親人決志了！故此，我們

不要消滅聖靈的感動。

神的光是生命的光，不但有消毒、殺菌

的功能，並且帶來生命。在創世記一

章，首先要有光，然後有其他的創造。

光使萬物生長，同樣我們屬靈生命的恢

復和成長，也是從光開始，所以我們要

接受神的光照。

我們在黑暗中，往往看不見自己有甚麼

問題。神的光臨到，是要暴露我們真實

的光景，叫我們轉向神，尋求神的醫

治，靠著神結出光明的果子。神的光是

我們的拯救，我們需要神的光。

如何能夠愛弟兄姊妹？不是看自己能否

去愛，也不是看對方是否可愛，而是轉

眼看十字架。主的愛顯於十字架─祂

不是單單說愛我們，而是為我們流血捨

身。願這十架大愛充滿我，使我能夠愛

神愛人。

主賜給我們要彼此相愛的命令，乃是出

於愛，祂要藉此賜福給我們。我們順服

主的命令，必然蒙福。相反，若不照著

主的話去愛弟兄姊妹，就會愛其他東

西，例如愛世界。故此，我們都要遵守

主的命令。

神就是愛，所以我們要彼此相愛。我覺

得自己愛弟兄姊妹不足，感謝神藉著特

會神再次提醒我，要用捨己、毫無保留

的愛去愛弟兄姊妹，這是主賜給我們的

新命令。在末後的日子，願我有足夠的

愛去關心聖徒，彼此相顧。

感謝神向教會說話，光照我們，把我們恢復到正常的光景。以下是部分聖徒的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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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佈道會將至，我們與人談論信仰，或會遇到不少福音問題，能否
一一解答？本書羅列118條有關信仰及人生的問題，例如：我看不見
神，如何能信祂呢？何以證明聖經是神的話？神造人，又讓人犯罪，後
來又拯救部分的人，這豈不是在玩弄人嗎？我沒有犯罪，為何要信耶
穌？信耶穌是精神寄託嗎？何謂人生的真理…幫助慕道朋友及初信者明
白福音，反思信仰及人生，亦為聖徒在傳福音的裝備上提供豐富材料。

本書的特點是言簡意賅，直截了當解答福音問題，以下是內文摘錄： 

信耶穌有飯吃嗎？ 
有人說：「我還是要靠自己的勞力來餬口，所以不需要信耶穌。」

其實，信耶穌所帶給我們的祝福，遠遠超過人所追求屬物質的祝福。
就如祂使信祂的人得著永生，並作他們的救主，天天看顧、保守他
們，牧養他們的一生，帶領他們勝過每一天的困難。聖經說：「耶和
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詩廿三1)有了主耶穌，基督徒或富
或貧，都必滿有心靈的力量、滿足和喜樂，這豈不是你切身的需要嗎？ 

我不能達到作基督徒的要求，所以不想信耶穌。 
許多人都有這樣的誤解，當他們看見信耶穌的人行為變好了，暴躁的變得溫柔了，自私的變得有愛

心了，驕傲的變得謙卑了，就立刻卻步不敢歸向耶穌基督，因擔心自己達不到神的要求。其實，沒有
一個基督徒是靠著自己的力量改變自己、勝過罪惡，他們之所以有如此改變，是因得著救主耶穌的拯
救。故此，沒有人能「作」基督徒，惟有信耶穌才能成為基督徒。基督徒是因著耶穌才得稱為義，也
因靠著耶穌才能行義。正因我們不能達到神的要求，所以要接受耶穌作救主，經歷祂的拯救和隨時的
幫助。 

請簡單告訴我，怎樣才可以得救？ 
得救並不在於你參加了多少次基督徒的聚會，讀過多少遍聖經，聽過多少篇

信息，也不在於你如何努力去過基督徒的生活，或是否生長在基督徒的家
庭中。得救乃在於你誠心悔改，相信耶穌，並開聲禱告，接受祂作你個

人的救主，如經上說：「你若口裡認耶穌為主，心裡信神叫祂從死裡
復活，就必得救。」(羅十9)若你還未清楚自己是否得救，現在就

快快禱告接受主吧！ 

(聖徒可經分區執事室或WhatsApp 91720053訂購書籍)

屬靈書
推介

《118福音疑難問與答》 

神是靈—靈中敬拜

「神是靈，敬拜祂的必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敬
拜祂。」(約四24‧新譯本)真正敬拜神的人，必
須靠著聖靈按著真理來敬拜。生活中我們倚靠聖
靈，順從聖靈的感動，遵行神的話，多方讚美
神，這才是真實的敬拜。有時我們感到乾涸疲
乏，是因遠離神這活水的泉源，靠自己而不專心
倚靠神。故此我們要連於主，經歷聖靈的充滿，
內心便有平安、喜樂。

信主的人都有聖靈，如何被聖靈充滿？我們要
轉向主、求告主、讚美主，求主除去我們許多的
帕子，例如憂慮、壓力等，使我們得著釋放，在
任何環境都能自由地讚美神、事奉神，活出主的
樣式。此外，聖徒和睦同居，就有聖靈的膏油從
教會的頭(基督)流到身上每一個肢體。當我們同
心合意敬拜主，彼此切實相愛，聖靈就充滿我
們。

今天我們不要活在濁世亂局的潮流裡，要活在
聖靈的水流中，成為在靈中敬拜神的人，讓聖靈
的活水在我們裡面湧流，不但使我們得著滿足，
還能夠供應別人，叫人因我們而信主。

神是光—光中生活

「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約壹一5)自人
類墮落直到如今，整個世界都在黑暗裡，基督徒
也受到影響。感謝神就是光，在祂毫無黑暗，也
使我們不會黑暗。

我們要來到神面前，受祂光照，三一神的光就
會在我們身上產生果效：使我們認識自己本相，
在主面前仆倒；得著醫治，驅走我們的黑暗，重
組我們的性情；曉得真理，脫離罪惡，得以自
由，有能力遵行神的旨意；跟從救主，走在平安
的路上。

我們要持續在神的光中生活，靠著光的能力過
光明的生活，不在黑暗裡行走。若偶然被過犯所
勝，要靠賴主的寶血認罪悔改；神是信實的，是
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
義。

聖經提到我們是世上的光，要榮耀父神；我們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
出來；教會是金燈台，反照神的光，照亮這黑暗
的世代。願主恩待我們，叫我們認識神是光，結
出光明的果子，把神彰顯出來。求主把這個光的
實際賜給教會，叫我們每天經歷神就是光。

神是愛――愛中連結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
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
十三34)主命令我們要彼此相愛，如何做到？我
們不是靠自己去愛，而是回到神那裡，因為愛是
從神來的，祂就是愛。

神的大愛顯於差祂獨生子到世間來，為我們的
罪作了挽回祭，使我們藉著祂得生。我們實在是
蒙愛的人，但很容易忘記自己是蒙愛的，所以要
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我們幾時忘記神的愛，
幾時就要轉向十字架，回想主捨己的大愛。

神既是這樣愛我們，我們也當彼此相愛，實行
之路是放下自己，照著主的吩咐去愛弟兄姊妹。
當我們滿心順服，遵行主的話，主必供應。正如
亞伯拉罕完全順服神的吩咐，獻上自己獨生的愛
子，神就為他有預備，並賜大福給他。

濁世亂局，如何自處？神藉著三堂特會，向教會指明出路：
要回到起初，來到神面前，認識並經歷祂是靈，是光，是愛。

神要賜福給順服的教會，讓我們都信而順服，
彼此切實相愛。我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
此就認出我們是主的門徒，但願「彼此相愛」成
為我們的標誌。

(特會信息詳細版可於教會網頁「資源庫」中的
「特會信息集」瀏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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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記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 ( 詩廿三 6)「信的人將有神蹟隨
著他們⋯」 ( 可十六 17) 這次訪問讓
筆者想起這兩節經文。葉弟兄經已回
到美國，求主保守他的健康，能在北
美繼續見證和傳揚主！

與弟兄小組午餐交通（左前一為葉特生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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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何方　主愛同在
楊子強弟兄專訪

「願主的愛與你同在，無論你在何方…」 ( 附本
501 首《主的愛》 ) 楊子強弟兄和妻子郭雅莉姊
妹、兩名子女，一家四口住過不同的地方。環境
不同，相同的是主愛永伴隨。

子強弟兄，你是怎樣信主的？

我和太太都是中學時代，由同學帶來少年聚會
的。沒有甚麼神奇經歷，都是參加聚會以後，自然
而然信主。感謝主，得著弟兄姊妹的服事和一班愛
主的同伴。

你從事甚麼工作？

我的本科是資訊科技，效力不同行業的公司：小
型軟件公司、華資製衣集團、外資快銷企業、內地
體育品牌、台資體育零售、印尼造紙企業，也做過
自由職業者，主要是專業技能培訓與項目管理。

你因工作緣故要到不同地方，一家人怎樣經歷

主？

子強：九七年頭開始常駐內地，在北京六個月、
上海四年、新加坡四年半，○六到二○年在上海。

女兒從三歲起和兒子出生後，一直跟著我們到處
跑，在國際學校上學。除了在北京因時間比較短，
未能找到聚會的地方，其他時間都有參加上海家庭
團契、新加坡教會和上海外國人禮拜堂的聚會，我
們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是在弟兄姊妹中間。

雅莉：弟兄到北京工作，與一般移民心態不同，
這裡是為了生計暫居的地方。離鄉背井到陌生的地
方，一家人都在適應新環境。語言、天氣、食物和
口味、環境衛生都與香港不一樣，家人、朋友、弟
兄姊妹都不在身邊，偶爾也會感到失落；半年的北
京日子，沒有恆常的教會生活。最難忘的是有一對
弟兄姊妹路過探望，肢體的交通分享，像久逢甘
露，歡欣喜樂，不能用言語盡述。

2008年家庭照

2021 年家庭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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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不同地方居住，都會與當地教會有聯繫。

與各地的弟兄姊妹相交，對你的靈命有甚麼影響？

雅莉：在新加坡的時候，是在地方教會聚會，四
年裡和移居當地的香港弟兄姊妹來往比較頻密；主
日聚會後一起聚餐，節日聚首一堂，我們也接待來
旅遊或工作的聖徒。另外，因孩子參加兒童聚會，
所以與兒童服事稍為熟落，感受到他們對孩子的用
心、愛心、熱心，對我後來在上海團契投入兒童服
事，有一定的影響。

弟兄的工作是區域性的，一年有一半時間在外
地出差。我個性本比較依賴，帶著兩個小孩持家，
感覺很大壓力，經常焦慮；埋怨弟兄忙碌，又不懂
得和他溝通，覺得寂寞，愛生悶氣，有時會無緣無
故自憐地偷哭。教會多年的聖經教導就在此時發揮
影響，我恢復了每天早上，第一件事來到主的話前
──「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 ( 雅四 8)，讓
主的話安慰那些寂寞，平復那些焦慮，消除那些怨
氣。這樣，我牢牢地建立了「早早飽得你的慈愛」
( 詩九十 14) 的習慣。

孩子四歲，驗出對多種食物過敏，誘發濕疹，經
常犯哮喘，要大幅度調整他的飲食和生活習慣，心
裡負擔很重。直到一天，主的話臨到我：「耶和華
是我的產業，是我杯中的分；我所得的，你為我持
守。」 ( 詩十六 5) 然後讀完「用繩量給我的地界，
坐落在佳美之處；我的產業實在美好。」 (6 節 ) 莫
名地覺得輕鬆，像千斤重擔脫落。想到主給我們的
都是美好的，心裡流著淚，懷著信心向主感恩，因
祂會負責孩子的一生。這樣，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
安，保守了我的心懷意念 ( 腓四 7)。

子強：○六年回到上海後，太太和小孩參加香港
人的家庭團契，我們也參加了一家外國人禮拜堂的
主日崇拜，也在裡面有服事。身邊的弟兄姊妹來自
不同宗派，有不同文化背景，在主裡的年日長短不
一，聚會的形式和習慣與香港教會不一樣。我們一
直學習保持開放和包容的心態，和主內的弟兄姊妹
交往。如之前所說，我們基本上是生活在弟兄姊妹
中間。

雅莉：正因經歷了神豐富的恩典，再次移居上
海後，我便積極參與上海廣東話團契的服事，與
一班外派到上海不同宗派的弟兄姊妹一同聚會、
團契、研經、辦活動，感受到以弗所書三章 18 節
所說：「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
長闊高深。」其中最可貴的是我參加了 Mom in 
prayers，一組一組的媽媽們，分別時間每週相
聚，用敬拜、認罪、感恩和代求的禱告方式，專一
為家庭孩子守望，學習在神面前做個箴言卅一章的
才德婦人。

對於需要出外公幹的聖徒，你有甚麼話與他們

分享？

我花很多時間出差，在新加坡四年多，週一至五
到處飛。雖然家裡有外傭幫忙，太太還是感到比較
吃力和孤單。我答應太太盡力安排週末在家，而且
是盡量週五晚回家，週一早上才出門，也會空出週
六晚和太太出去吃頓飯，有二人時間。主日全家一
起參加聚會，也安排小孩外出，希望能有一家人在
一起的時間，這是家庭方面。

個人方面，就像主禱文說：「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救我們脫離兇惡。」( 太六 13) 保羅也吩咐提摩太：
「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慾。」 ( 提後二 22) 外面的確
有很多試探，不要以為我們有能力勝過，我們其實
非常軟弱，極容易被試探所勝。我覺得我們應有的
態度，是要盡力逃避試探。

這裡想提醒一下要出差或常駐內地的聖徒 ( 特別
是弟兄 )，內地兩性關係普遍非常開放，對物質看
得很重，婚姻忠誠度相對不高。我曾經見過很多家
庭破碎，有人失去工作事業，兒女受影響，當中不
乏信主的。我們該有屬靈的警覺，感到有試探就要
懂得快快逃避。

現已提早退休的你，怎樣過退休生活？

我和太太在二○年九月從上海搬到中山，因為我
們家裡的長輩在香港，原先是計劃香港、中山兩邊
跑。中山有一批曾經在內地工作、已經退休的弟兄
姊妹，當中有上海團契的聖徒和我們做鄰居，生活
上有照應，也有主內的交通。

個人方面，我喜歡閱讀，儲存了些退休後才有
時間讀的書，現在可以安靜看書了。這段時間正
在了解聖經文本考證 ( te x t u a l  c r i t i c i s m )，這是
考證新約古文本，目的是把最貼近原始的經文找
出來。我也計劃學希臘文，希望能直接讀原文新
約聖經。

2014年與香港
弟兄姊妹合

照

7



一月份開始，教會增加一位長老及十五位執事，我們為此感謝神。正如約翰壹書所說，神的家裡有
小孩子，有青年人，有父老。小孩子是神家的希望，青壯年是神家的承托者，因為他們剛強，神的道
存在心裡，也勝了惡者，父老則是神家的扶持者、代禱者。願神賜福給教會，每一年齡層都健康。

一月份新加的十五位執事，都是青壯或中壯的弟兄，新加的一位長老是中年的弟兄—張濤弟兄。

教會是神的家，亦是神的農場；春耕、夏長、秋收、冬藏是神定規的自然定律，教會也是這樣，一
年一年、一代一代顯出生命的豐富。有勞苦的時候，有收成的時候，當然也有收藏的時候。

去年有兩位長老離任：年屆六十五歲的程蒙恩弟兄，因身體緣故離任；唐桂成弟兄已移居溫哥華，
投入溫哥華教會服事牧養聖徒，所以香港教會的長老職分亦停止。

現時香港教會共有十位長老、六十三位執事、三十四位傳道，懇請各位為他們禱告，也為神家十二
分區的全體聖徒禱告。求神叫我們活出提摩太前書二、三章所講的教會正常光景，有健康正常的弟兄
姊妹、長老、執事，教會就顯出是永活神的家，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見證耶穌基督，顯出大哉敬虔
的奧祕，讓神得榮耀。

報告

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

長老執事傳道名單(2023年1月)
梁啟漢、謝國平、黃鋈賢、陳景聲、鄺勤龍、汪鴻煊、謝民生、陳沃雄、江房新、張濤*

尖沙嘴：郭皓東、麥永昌、葉劍英*、黃兆霖*、李卓賢、馮國輝、李景麟、馬家偉
新蒲崗：吳毅昌、陳乃基、吳聲泉
觀　塘：郭永誠、雷世中、許富泰
將軍澳：郝繼霖、吳國治、陳錦輝、李智倫、許永忠、郭健勇*、馮鈞寧*
銅鑼灣：陳志成、胡德賺、劉載東、黃孜竣、黃培琦*
筲箕灣：蔣一翔、陳炳就、溫華恩*、邱國銘、林思進*
荃　灣：黃志權、王友恩、侯成華、梁忠輝、潘偉雄
葵　涌：曾家俊、黎建雄、吳金滿、黃康*
沙　田：李健深、陳永恆、黎家豪*、王喜銘*、王致霖、羅毓源
粉　嶺：葉瑞麒、陳景榮、羅國樑*、李裕輝*
元　朗：曾振明、何炳權、謝孔銓、鄭文輝、陳肇樂、吳漢業、葉善鈞
屯　門：簡耀強、劉世財、關立冠、嚴志輝*、林華耀*、梁栢文*

黃鋈賢、陳景聲、鄺勤龍、汪鴻煊、謝民生、陳沃雄、江房新、陳乃基、何炳權、王友恩、
劉世財、關立冠、陳隆一、黎建雄、劉載東、黃孜竣、李卓賢、陳炳就、許永忠、張永庭、
李景麟、羅毓源、楊智傑、朱麗英、馬曼娥、唐文欣、曾潔嫦、李芳妮、唐文曦、陳穎姿、
鄧寶怡、馮樂宜、蘇海雯、劉德朗
                                                                                                                          *為新加長執

長老

執事

傳道

離任 長老

程蒙恩(任期至2022年12月底)
唐桂成(任期至2022年10月底)

執事

李廣璋(任期至2022年12月底)

將軍澳區小組擘餅：
    自由點詩，人人讚美，打破框框

教會
動態

下期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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