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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屆水禮暨轉會禮 特刊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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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 禮 暨 轉 會 禮 程 序 

主席：區靜敏 執事                                  講員：何    除 牧師   

領詩：容寶雲 姊妹                                       主禮：何    除 牧師  

司琴：陳倩婷 姊妹                                        襄禮：李繼光  執事 

∞∞∞∞∞∞∞∞∞∞∞∞∞∞∞∞∞∞∞∞∞∞∞∞∞∞∞∞∞ 

【請將手提電話及傳呼機關閉，以便專心敬拜 】 

歡    迎 ---------------------------------------區靜敏 執事 

主禮人、襄禮、詩班、水禮者及轉會者進場------------眾    立 

《 唱哈利路亞 》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Sing Hallelujah，Sing Hallelujah， 

Sing Hallelujah to the Lord， 

唱哈利路亞讚美主，唱哈利路亞讚美主， 

唱哈利路亞，唱哈利路亞， 

唱哈利路亞讚美主。  

祈    禱 -------------------------------------- 區靜敏 執事 

 

詩歌讚美 -------------------------------------- 詩班 / 會眾 

《 向至高者讚美 》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頌讚主聖潔、誠實、無偽、正直。 

同心，皆向至高者讚美，頌讚主聖潔、誠實、無偽、正直。 

耶穌是生命道路，最美善又完全，作世上磐石。 

耶穌是生命道路，最美善又完全，主恩光照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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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妙的救主 》 

1.基督完成，贖罪大功，何等奇妙的救主！ 

我罪清償，祂恩無窮；何等奇妙的救主！ 

2.我讚美祂，洗罪寶血，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與神，和好心悅；何等奇妙的救主！ 

3.我心罪愆，祂全洗淨，何等奇妙的救主！ 

今在我心，祂掌權柄；何等奇妙的救主！ 

4.祂賜力量，使我强堅，何等奇妙的救主！ 

使我克服困難、試煉；何等奇妙的救主！ 

副歌：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耶穌！ 

何等奇妙的救主，是耶穌我主！ 

《 一生倚靠祢 》 

完美主，是祢得勝主，心響應，一生信靠。 

純潔主，頌讚不止息，心感應，一生敬拜。 

同讚美，來頌讚在全地，同來獻上，全是心中感恩。 

願在每天可找到，主賜下能力，神祢恩典不變改。 

同讚美，來頌讚在全地，同來獻上，全是心中感恩。 

就在每天緊握主，得盼望能力，神祢賜應許不變改， 

神我要一生倚靠祢。  

讀   經 -- 羅馬書 6:3~4, 使徒行傳 2:38, 2:41~42 — 區靜敏 執事 
羅 6: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羅 6:4  

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    

 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 
徒 2:38  

彼得說：｢你們各人要悔改，奉耶穌基督的名受洗，叫你們的

 罪得赦，就必領受所賜的聖靈； 
徒 2:41 

於是，領受他話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門徒約添了三千人， 
徒 2:42 

都恆心遵守使徒的教訓，彼此交接，擘餅，祈禱。 



 

 

證    道 ---——------「洗禮真意」--------——- 何  除牧師  

新會友介紹---------- 水禮者及轉會者 ----------- 陳麗嫻姑娘 

轉會禮及水禮 -------- 《快樂日》 -------------- 何  除牧師 

快樂日，快樂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見證分享 -------------------------------- 新葡: 賴奇雲姊妹 

       新葡: 鍾偉玲姊妹 

 

獻  唱 --------《 我已找到快樂的途徑  》------- 詩班及新葡  

1.人類每天切心尋求，日光下的新事， 

  但我已尋到生命路，正確愉快完美。 

2.我已找到無價真珠，永遠長存美好； 

  藉著救主偉大犧牲，我得著這珍寶。 

       副歌：我已找到快樂的途徑，我已找到歡欣之路， 

      我已找到如何除憂傷，這是完美純真的喜樂。 

    我已找到賜福的泉源，我已找到生命之道； 

當我找到耶穌為我救主，這是我一生至寶。 

 

致送證書及禮物 ------- 給新會友 ------- 何除牧師/區靜敏執事  

讚 美 詩 ------------ 《三 一 頌》 ------------ 眾      立 

讚美聖父愛世慈仁，讚美聖子代贖洪恩，  

讚美聖靈開我茅塞，讚美三位合一真神。阿們！ 

祝    福 -------------------------------------- 何  除牧師 

  ∞∞∞∞∞∞∞∞∞∞∞∞ 禮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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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成後拍照留念》 

請教會弟兄姊妹按主席指示安排預備拍照，除鮮花外， 

請觀禮親友待大會拍照程序後才致送禮物。 

【 2013 年第十六屆水禮暨轉會禮名單  】 

水禮者：李  發弟兄 (灑水禮)、賴奇雲姊妹、鍾偉玲姊妹  
轉會者：駱維坤姊妹、關秀梅姊妹、覃帶旺姊妹、呂千代姊妹 
 

★★★★★★★★★★★★★★★★★★★★★★★★★★★★★ 

攝影程序: ① 主禮、教牧同工及執事與新會友合照 

 ② 天恩全家福 

 ③ 長青團契與新會友合照 

 ④ 蒙恩家庭團契與新會友合照 

 ⑤ 婦女團契與新會友合照 

 ⑥ 男士小組與新會友合照 

 ⑦ 職青團契與新會友合照 

 ○8  Teens Voice 青少年團契與新會友合照  

 ○９  其他親友、其他肢體、 

    弟兄姊妹與新會友合照（自選位置）  

備    註：請各位來賓留意，為確保程序能順暢進行，除鮮花外， 

 請觀禮親友待大會拍照程序後才致送禮物。 

★★★★★★★★★★★★★★★★★★★★★★★★★★★★★ 

鳴謝：所有工作人員   

統籌召集人：梁志華傳道、簡翠卿執事     

  總務統籌：江偉林執事   音控及攝影：江偉林執事  

  兒童事工：雷唐寶珍師母           接待統籌  ：林仰俐姊妹                    

  証書設計：馮志明弟兄              邀請咭設計：鍾淑真姊妹  

  詩    班：天恩堂詩班              水禮見證集：資訊組 

由於事奉人員眾多及篇幅所限未能盡錄， 

在此謹代表教會多謝各位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 

你們的勞苦主必紀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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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人生】        吳美鳳姑娘 

 

有人說：「生命不在乎長短，乃在乎人生活著有沒有意義。」因

此，人若知道意義，活出意義，這已是不枉此生了。 

不知道您對自己的人生是否滿意呢？您找到了真正的意義嗎？在

我們社會裡，有人找著愛情、學位、金錢、財富、地位、權力、夢

想…作為人生唯一的意義，當然這些對我們來說都是重要的，但這並

非尋找真正意義、方向的根源，乃是要從創造我們的上帝裡尋求，並

在祂的話語裡尋找。  

16 十一個門徒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  

17 他們見了耶穌就拜他，然而還有人疑惑。  

18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19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  

20 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馬太福音 28 章 16~20 節 

對基督徒來說：活出有意義、方向的人生，就是從認識主耶穌開

始，而這段經文更記下耶穌復活後四十天，在升天前約定的山上所頒

下的吩咐。這稱為「大使命」，也是主耶穌快要升天離別之時所講出

重大的說話，所以這並不是單對當時的人說，也對今天的基督徒說。 

當時門徒看見復活的主耶穌就敬拜祂，但奇怪的是仍然有人懷

疑、半信半疑，所以有釋經學者表示在山上除了有十一位門徒，還有

其他的信徒、旁觀者，甚至可能如哥林多前書 15 章 6 節所說「後來一

時顯給五百多弟兄看」，無論究竟山上有多少人都好，對一些人而

7 



 

 

言， 「主耶穌復活了！」實在是一件不可思議的事，是很難通過理

性來相信的；但是今天我們就有 7 位願意相信接受永生上帝的弟兄

姊妹，要在上帝、眾人的見證下接受水禮及轉會禮來宣認主耶穌就

是他們的神。可知，我們這群基督徒，不單已蒙基督拯救，更要在

祂永恆的國裡領受祂所賜的使命。 

「使命」是甚麼意思呢？就是應負的責任，就如大使所領受的

任務，代表國家元首及政府向駐在國表達意見或達成協議，他們的

身份既尊貴且是最高的外交代表。或許您和我未必能成為國家大

使，但是既然主是天上人間的大君王，並擁有永恆且不會衰敗的權

能，現今基督─大君王要差遣我們、祂的兒女、百姓進入現今的世

代，成為天國的大使。 

當領受這重大的使命、任務時，大家是否像我一樣又驚又喜

呢！這使命就是將人帶到主耶穌前，使他們成為主的門徒，奉三一

真神給他們施洗加入基督名下，又要將聖經的真理教導他們遵守。

原來最妙之處就是，在實踐大使命的過程中，主耶穌的同在就是使

命的來源、愛的來源、能力的來源……直到世界的末了。 

最後，盼望天恩堂的弟兄姊妹在未來的 10~11 月裡不但能尋找

到一個有意義的人生，並且領受使命，活出「使命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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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發 弟兄 

我曾經歷戰爭及做礦工的痛苦，對人生的死亡

已沒有多大感覺和恐懼。個人沒有甚麽信仰，

只有家傳下來要拜祖先而已。 

2011 年底之前，有基督徒向我傳福音，因我當

時仍有工作，所以未想花時間談信仰。到了 2011 年 11 月，我身患

小腸氣病之故，無奈接受退休的安排，為要準備做手術。當時我在

醫院心裏十分驚慌，雷牧師 (已認識 4-5 年)來探病安慰我，他囑咐

我：「要信耶穌才得真平安、要真心交託、多祈禱、出院後要返教

會聚會。」我就答應他！ 

手術後出院，經醫生檢查，狀況良好，可免覆診，當時我都有祈

禱，又記得答應過返教會。雖然身體仍有些疾病，尤其腸胃不適，

心中仍有事情煩惱，但學習祈禱，內心經歷平靜、心境變得開朗，

原來聽道以後, 將事情交托給主耶穌, 可減少煩惱和病的痛楚，信心

也漸漸增加。 

現在我參與長青團契，與其他團友交往，心情覺得輕鬆。當有朋友

約會我時，要重視主耶穌的約會是要優先，其他朋友的約會可另外

安排日期. 我也曾邀請一些老朋友返教會，希望將這福音介紹給他們, 

他們都推卻要工作未能答應。我有時也會邀請些老街坊去飲茶，告

訴他們自己信耶穌的經過, 希望他們也能得著這份福氣。 

我現在要申請水禮，與主同死同復活，心裏快樂得平安，十分值

得，既然信了耶穌就好應該洗禮，做人要有進步及要在眾人面前作

這美好的見證！ 

水禮新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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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奇雲  姊妹 
未信主之前，我是一個很容易動氣和苦惱的人，

尤其是當看到一些反感的事情在自己身邊發生

時，就會立時感到很不開心和動氣。 

有次外出工作乘坐鐵路時，我站在門邊，一位看

樣子已經很年長的老伯伯這時候上來，我環顧四

周，發覺沒有人主動想讓座給老伯，附近有一位

中學生模樣的年輕人坐在那裡，於是我便走到他身旁，請求他讓座予

老人家，誰知那年輕人竟不屑地看了老人一眼，然後把臉轉向別處不

出聲了，他這種不正確的態度令我立時覺得很生氣、也很無奈。 

在我兒子讀中學時，我曾隨他一起返過教會，後來兒子離港升讀大學

和自己工作的關係就停止了。我當時沒有想過要去認真地認識主耶穌

基督。到了 2012 年４月裏的一天，神安排兒子回港向我傳福音，我

發現這幾年間：我雖然沒有理會神的看顧和大愛，原來神一直都沒有

離棄我，在聖靈的感動下，我決志要真心相信神，倚靠衪，真心認罪

悔改! 因為我發覺在表面上，我認為世界正缺乏公平及公義，而自己

就是正義和公平的人。其實，我是一個十分自我的人！到５月的時

候，神很奇妙的帶我來到天恩堂聚會。 
林後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天恩家的弟兄姊妹們都充滿愛心，令我感受溫暖和鼓舞!我的生命也

有了盼望，勇氣和信心，更不再覺得孤單無助。因我知道有神與我同

在，深深感受到神賜予的平安和喜樂。 

信主之後，每當遇到難題時，我都會向神禱告，開始閱讀聖經，從神

那裏得着安慰、鼓勵和獲取智慧的話語。有一次、我去到一名學生家

中授課，見到他們兩母子都很不開心的樣子，一問之下，才知道學生

在游泳比賽拿不到獎牌，他還滿不在乎的頂撞母親，我當時沒有馬上

批評他，卻先安慰了他的母親，又耐心地教導學生，使他明白自己不

當的態度，事情就順利的處理好了，我以前自我為是的衝動沒有了，

生命竟然改變了。所以，我在未來的日子裡，我會更加努力學習用耐

性和愛心對人和對事，體諒和關心別人，不再輕易動氣和自尋煩惱。

我要用口讚美神，以信心倚靠神，做一個榮神益人的基督徒。願主幫

助！ 

水禮新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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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偉玲 姊妹  

我是偉玲，在天恩堂也有四年多了，在我未信主前，

是個多愁善感的人，一件小的事情，會想很多負面的

事，如發生怎樣好！很多事情沒信心表達，會錯過很

多機會表達所需。未完成的事，會想都是沒有好結果

的，或怪責自己沒有用。每逢新年又會跟家人拜偶

像，他們每次都會說，你的運程很差呀！要燒甚麼甚

麼才轉運，心想真是有事發生時，可以燒一堆廢紙就可以轉運嗎？經多次以

後，懷疑這是可信嗎？在我心中很多疑惑！ 

結婚後和丈夫相處得很開心，擁有一個幸福小家庭，跟着兒子星宇出世

了！在星宇三個月大時，在健康院定期檢查，醫生說要到醫院作詳細檢查，後

發現原來有遺傳病，是我遺傳給他的，這時真是晴天霹靂，我很傷心的怪責自

己在懷孕時沒有好好的做身體檢查，發生了這些事，真對不起星宇和丈夫，每

想起星宇如有事發生，怎樣辦？很多負面的想法又再繞著我，直到一次同事邀

請我和星宇到嶺南大學聽小麥子佈道會，當時陳敏儀小姐說他兒子患癌病的見

證，我聽了後心裡很感動，這時天父在我面前出現，我心想我願意將一切交給

天父，萬事都交托給祂為我作主，即時心裏感到很平安！就在這時我決志信

主，而當時星宇雖然在另一小組，但他也決志信主，真的很感恩！ 

腓立比書: 4:7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第二天星期日，我跟同事文卿，返了播道會天恩堂參加聚會崇拜，直到現

在。信主這幾年，我感受到神在我心裡！經歷祂奇妙的作為，很多的見證都在

發生，真的很感恩！我的信心也大大增加了！負面的想法也減少了，都是神賜

給我的！如一年前，我身體出現腫瘤，需要入院做手術，在做手術時心裡依然

感到平安！但是隔離床的太太都是做同一樣的手術，她心裡很不安，血壓也偏

高很擔心！她問我何以這樣平靜，我說主耶穌和我一起甚麼也不擔心，『我的

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後書：

12:9 爸爸媽媽在這年也相繼信了主耶穌，爸爸得知患重病時！我祈禱爸爸能

和我一起信靠主耶穌，天父真的感動了爸爸，爸爸在家人見證下，在病床上接

受灑水禮，爸爸很平安的返了天家！媽媽雖然很傷心，在神的保守下，也很平

靜，真的很感恩，神真的給我很多很多！ 

提摩太後書: 1:7  

『因為神賜給我們，不是膽怯的心，乃是剛強、仁愛、謹守的心。』 

水禮新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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駱維坤 姊妹  

我夫家姓秦，我本名叫駱維坤，今年已 96 歲

高齡，但非常感恩我身體很健康很少病痛。 

回想 60 多年前，婚後便和夫家父母一起同

住，相夫教子，事奉翁姑，並沒有在外工作，

平凡人一名。夫家是拜偶像的，為了迎合長

輩，我只有跟隨，但我內心是非常不平安，每

次拜祭過後，剩下一大堆食物、衣紙和祭品，

使我十分厭煩。這做成我不喜愛說話，不想和別人交談，只想靜靜

的過生活。直至我翁姑過世後，經我丈夫的好友(馮生)介紹下，一

同到靈糧堂認識耶穌基督，才使我和丈夫的生命得到改變。在牧者

教導下，在兩年內我倆一起受浸加入教會。從此，使我學會關心別

人，不數算別人的惡，一心在教會事奉，當義工及學習服侍人。 

時光飛逝，在我 60 歲那年，在加拿大居住的兒子，傳來噩耗，他的

太太病重，需要我到那邊幫手帶小孩，我便孤身上路，到了加拿大

兒子那邊居住，不多時，兒媳便離世了，我便一住就 20年了。 

在這段時間，我沒有離開神，雖然我兒子是未信耶穌的，但在我要

求下，他也帶我到卡加利的南播堂做崇拜，在趙世光牧師教導下，

使我更感受到神與我同在，我並不孤獨。 

2006 年在我兒子的安排下，回到香港，那時已年邁 88 歲了。回港

後，女兒幫我申請長者公屋居住，地點有屯門及天水圍可選擇，但

在我過去的記憶中，屯門是舊區及很多人，而天水圍是個新區，但

不知老人設施是否足夠，在朋友口中了解下，便鼓起勇氣，在禱告

中獨自乘搭巴士到天水圍一遊，在途中，在好奇心推動下，向坐在

旁邊的乘客詢問一些有關天水圍環境及有否教會或老人中心等，但

身邊乘客只說不清楚。這時雷師母主動問我是否找教會？便寫下地

址及電話給我，介紹我回天恩堂，從搬入天水圍後一直返天恩堂，

不覺也有 7 年多。這件事使我知道耶穌常與我同在，祂沒有離開

我，無論我到那裏，面對種種的未知，我都不怕，因祂與我同在。 

『我的心哪，你要仍歸安樂，因為耶和華用厚恩待你。』 
詩篇 116： 7 

轉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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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秀梅 姊妹  

我是一個愚蠢的人，心中有嫉妒，卻沒有平

安，因家中子女多，經濟壓力重，我心裏有很

多憂慮，甚至想過不想繼續活下去，由於不懂

得教養五個子女，有一次兒子被人打後，回來

告知我，那時我教他，要大力打「返」人。 

後來，家中兒子先信主，他帶我返教會，有一次聚會，牧師講

到有關天堂和地獄的事情，那時我很害怕落地獄，牧師說耶穌為我

釘十字架為我的罪受苦，擔當我一切的罪惡，我很感動願意相信，

而在另一次福音聚會中，看到有關主耶穌為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

主耶穌所受的苦，令我感動得流下淚來，我才真正信了耶穌，並在

1976 年受浸加入教會，信主後，滿心有從神而來的平安，並經歷到

神聽禱告，讓我曉得怎樣教養子女，後來我又帶領子女一起返教

會，現在全家都已歸信主耶穌基督，此後我願意一生跟隨主，渴望

與主相交，很渴望更認識神的話，因此，我今年決定加入天恩堂成

為會友，渴望得到弟兄姊妹的支持和幫助下，靈命能更成長。 

轉會會友 

 

 

 

覃帶旺 姊妹 

願主耶穌繼續保守覃帶旺姊妹身心靈健壯。 

轉會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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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千代 姊妹  

  信主前，自小跟媽媽哥哥到教會上主日學，與

教會朋友玩得很開心，看到耶穌的圖畫覺得祂很慈

祥，直至到中學進入反叛期沒有再返教會了，又會

說粗言穢語。小學成績不好，曾被老師體罰，很容

易感到老師偏心，又會嫉妒同學，我會參加很多活

動，但又會半途而廢，恐懼，退縮，沒有自信心，

很介意別人怎樣看我。經同學邀請去佈道會，當講員呼召時，在同學推動

下上前決志，當時未真正明白決志的意義，但也開始再返教會，後因我犯

錯，我清楚承認自己是無力軟弱的罪人，耶穌願意捨身為我的罪釘死在十

字架上，為我付上贖罪的代價，為我死，死後而且復活了，所以我願意讓

主耶穌掌管我的生命，成為我的救主，在一九九二年受浸歸信基督。 

信主後，再沒有說粗言穢語，但仍然決乏信心，沒有太大喜樂，種種

不安恐懼和退縮令我的成長過程一直停滯不前，問題不斷纏擾，一位屬靈

姊妹很關心我，我決定接受坊間輔導，情緒才有改善，我在電視節目中看

了一位姊妹的分享，很想好像她那樣得到釋放，開始專注神的幫助，相信

只有上帝能完全的治療，心靈上漸漸得到從上帝而來的平安，安慰和教

導。記得一次去參加祈禱會，當時是新年，已參加一段時期的姊妹都有禮

物，我第一次去所以沒有禮物，本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我就流淚對上帝

說，祢都是偏心的，不過天父透過講道信息，說到我們如果感到別人偏

心，在約翰福音十章告訴我們，耶穌是好牧人，我們都是祂的羊，祂認識

我們每一位, 祂並且為羊捨命, 我很感動。 

感謝神漸漸改變我的負面思想，因祂無條件的愛和幫助，我學習接納自己

和寬恕別人。感謝主，一直沒有離棄我，並帶領我經歷一切，更讓我在天

恩堂學習事奉，透過牧者的幫助，弟兄姊妹的包容和團契生活，讓我的生

命漸漸成長。 

盼望未來日子，我可以更親近主，有多一點的勇氣投入教會的生活，願主

大大的幫助。 阿們。 

『他被掛在木頭上親身擔當了我們的罪，使我們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

義上活。因他受的鞭傷，你們便得了醫治。』 彼得前書  2:24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 5:17 

願將一切榮耀歸給神。 

轉會會友 



 

 15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申請教會水禮守則 

 

1. 已有重生確據。 

2. 申請水禮者必須全年參與教會主日崇拜出席率達 80%。 

3. 申請水禮者必須要完成本堂主日學的三個課程包括： 

 「福音性查經、價值觀重整、新生命與新生活。」 

4. 申請水禮者需清楚水禮之意義，願意藉著水禮表明本人與主同

 死、同埋葬、同復活，離棄偶像與罪惡，過聖潔得勝生活的決

 心。 

5. 申請水禮者需明白作為會友之責任，又願意盡力在靈修、讀經，

禱告、敬拜、團契或小組、事奉、傳福音及十一奉獻上積極參與。 

6. 未滿十八歲之申請者需取得父母或監護人同意及簽名。 

7. 如有其他疑問，可隨時與本堂牧者或敬拜部聯絡， 

 教會電話： 2617 3401。 

 備註：(如有特殊情況，由本堂牧者及執事會議決。) 

 

2012 年更新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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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電話 : 

教牧同工 : 

幹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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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恩網站 : 

 (852) 2617 34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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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申請轉會禮守則 

1. 已有重生確據。 

2. 轉會者必須全年參與教會主日崇拜出席率達 80%。 

3. 轉會者必須已完成福音性查經、價值觀重整、新生命與新生

活、或同等之課程。 

4. 申請轉會者需明白作為會友之責任，又願意盡力在靈修、讀

經，禱告、敬拜、團契或小組、事奉、傳福音及十一奉獻上積

極參與。 

5. 申請轉會者請原屬教會之牧者寫一封有關申請人之水禮證明給

本堂參考與備案之用。 

6. 如有其他疑問，可隨時與本堂牧者或敬拜部聯絡， 

 教會電話： 2617 3401。 

 備註：(如有特殊情況，由本堂牧者及執事會議決。) 

 

2012 年更新版(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