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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生命

活，這一切都實現了！這個喜樂再也不能被
任何事物奪走了；這個喜樂把從前一切憂

麥啟德傳道

慮、恐懼、不安、失望都完全除去了，他們
心裡真正得到從主而來的平安。

筆者是在復活節時受浸的，因此復活
佳節對我特別有意義。復活節是記念神子耶
穌基督為救贖世人，甘願代替世人的罪，被
釘死在十字架上。然而，耶穌卻勝過死亡，
從死裡復活，使信祂的人有復活的生命！

我們在信主後也許經歷過失望、困
擾、禱告無結果、我們祈求的配偶看不上自
己，等待的愛情毫無結果，申請的工作遲遲
未有消息、疾病的纏繞等；這都是令人灰心
喪氣的事情。然而，當神的時候來到時，祂

門徒曾經看到主耶穌使拉撒路復活（約十一

便把祂認為最好、最適合我們的事情成就在

章）、使拿因城寡婦的獨生子復活（路 7：

我們身上。神是信實的，祂必看顧保守我

11～17）、及使睚魯的女兒復活（路 8：53

們，因此保羅說：「在指望中要喜樂，在患

～55）；這些人復活後，最終也會死。可

難 中 要 忍 耐 ， 禱 告 要 恆 切 」 （ 羅 12 ：

是，主耶穌復活是一個永遠不死的身體、是

12）。

一個屬天的身體。對我們來說，主的復活帶
給我們什麼？
（一）主復活帶來平安與喜樂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
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門都關了。
耶 穌來站 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
安 ！"說 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
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約 20：19
～20）

（二）主復活帶來使命與祝福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父怎樣差遣了我，我也照樣差遣你們」（約
20：21）
主帶給門徒平安不單是要消除他們心
中的恐懼和疑慮，也是帶來使命。他們要被
主差派，成為主復活後的見證人，向人宣講
悔改、信主得永生之道。今天，主同樣地差
派我們，見證祂，並成為別人的祝福。我們

門徒為何會忽然喜樂？因為他們看到

怎樣可以成為別人的祝福？就是在家中，帶

現在的主是不受空間物質限制的肉身，這證

領親人、兒女成為主的門徒；在工作崗位

明耶穌從前所說的都是真的；祂是神差來的

上，見證主的大能，使人悔改、聽信福音、

獨生子，祂要受害、受死、並且第三天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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罪得赦免，這是最大的祝福。耶穌基督來是

靈的能力。使徒從前的理想已釘死於十架之

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我們是奉主的差派，

上。因基督的復活及聖靈的充滿，他們不但

繼續祂在世上的工作。

以自己的口和生活見證這事，他們甚至願意

（三）主復活帶來聖靈的能力

付上自己的生命。

「（耶穌）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
口氣，說："你們受聖靈」（20：22）
主的門徒在祂被兵丁捉拿的時候各自
躲藏，有否認祂的，有些仍是不信祂的。主
死後的一段日子，他們怕被捉拿，只聚在一
處。但是當復活的耶穌向他們顯現後，門徒
竟然一反常態，在耶路撒冷宣告耶穌是救
主，是猶太人的彌亞賽。他們大有膽量，傳

我們軟弱，如何可以傳福音、領人歸
主？但聖靈已經賜給教會，每一個誠心悔
改、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的信徒，已經領受
了聖靈。我們需要親近主、倚靠聖靈的能力
才能作。「萬軍之耶和華說：'不是倚靠勢
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我的靈方能成
事。」（撒迦利亞書 4：6）
真理應用

講耶穌基督的復活，叫人悔改、信耶穌。還

我們記念主的復活是否仍然只停留在兩

有什麼原因可以驅使這些絕望的門徒去為一

千年前的一件歷史事件，還是復活的主已活

個被釘的彌賽亞受苦，甚至付出自己的生命

在我的生命裏，使我們也成為主復活的見證

呢？他們已經看到復活的主，已經看到祂的

人？我們如何成為主復活的見證人？

能力，祂的榮耀。主所說的一切話都是真實

1. 從記念化為行動的見証

的，祂必再來審判世界，並接信徒進到祂的
榮耀裡。

基督的復活是非常重要，然而沒有看見
的人如何相信？神差派了許多的見證人來見

主耶穌曾多次表示祂「得榮耀」以

証基督改變生命的事實，讓人看到這位復活

後，祂將要把聖靈賜給那些信從祂的人。現

的基督所帶來的影響，因此就相信基督真的

在主已經從死裡復活，已經得榮耀，因此主

復活了。初期教會的門徒在極大的危難逼迫

把聖靈賜給被祂差派的門徒。這是應驗了耶

下，連他們的生命也不要，來見證耶穌復活

穌的應許。五旬節那天，聖靈大大地降臨在

的事實。今天記念基督的復活不只是一件歷

每一個信徒身上，有神蹟奇事隨著使徒的宣

史的事件，最重要是祂已活在信祂的人的生

講而發生，並且有很多人悔改信主。這是聖

命裡。祂帶來信主的人一種新的人生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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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一)

我們要成為見証人，讓人看見我們已得到復
活的盼望、和復活的生命。
2. 從絕望看到復活的盼望
罪和死亡常令人感到絕望失意、憂傷難
過；特別當人陷在罪中，不能自拔，承受罪
所帶來的痛苦。面對著自己或親人的死亡的
時候，這兩樣都是人類不能逃避的事實。但

李國基
人子來，是尋找拯救失喪的人。我來
不是召義人，乃是召罪人。
我知道你們的行為，你們也不冷也不
熱。十字架。

耶穌基督已為我們死及復活，祂已勝過了死
亡，我們也不再受死亡的轄制，我們和已信
了主的親人將來也會一同復活。今天，我們
的生活也許會充滿離別的痛苦和憂傷，但基
督已經應許我們一個榮耀永恆的盼望。
3. 從罪的轄制中活出聖潔的生命
在基督復活的大能中，我們今天應該怎

成長中時常接觸到耶穌基督的福音，
但都是在十字架的底部，插在泥土中，在黑
暗裡生活。沒有察覺是活在罪中。雖然也受
良心的指責，但從來沒當作一回事。沒有方
向，沒有目標，也不知為人在世的意義。凡
事只求得過且過，渾渾噩噩，不知進取，只
要不是最差的就好了。得意時輕鬆一下，受
責備時就厚着臉皮地笑笑算了。就是俗語所
說的「軟皮蛇」。

樣為主而活？一個信徒如有不相信身體會復
活的想法，就會像不信神的人，將身體蹧
蹋，過一種糜爛和縱慾濫交的生活。見証主
的復活不單是四處宣講，更是將改變了的新
生命放在別人面前，吸引人看見主復活的大
能。這樣，信主的人便要追求過聖潔的生
活，不作「濫交」這些敗壞的行為，在我們
生命的經歷中不斷認識神。復活盼望是要激
發我們事奉主，若我們經歷了基督復活的大
能，必然將生命獻與主，為主而活，努力多
作主工。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7/25/2010

直至某一天，時候到了。大約兩年
前，有些事情的發生顯得不大暢順，加上與
太太長成背景分別很大，時常有怨言；不致
於惡言相對，但也會說些令對方不好受的
話！雖然是這樣，但也沒有甚麽大不了，只
不過是人生的一種體驗吧；沒有去想為甚麽
那樣，為何不如意的事發生在我身上！但我
想無論多看得開的人，當苦難降臨後，也會
不其然將內心的不安顯露出來，就是沒有平
安，喜樂；只有煩燥憂愁。神的作為何等偉
大，美妙絕侖！願榮耀頌讚歸於祂，直到永
遠！去年十月，從澳洲來探望媽媽病況的牧
師哥哥夫婦，陪了母親一個月，從沒有向我
傳遞福音信息。在離開前的一晚，嫂子給我
十多本中信，叫我有時間看看。一個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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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自己拿着聖經讀，直到如今；在夏天的一
個退修營中决志信主。感謝神的憐憫，關護
保守，這是祂的恩典；像我這樣的人能被祂
招聚回歸，是沒有其他可比的了；能以基督
耶穌為根基，讓我們站立的磐石是最安穩的
了！
認識神是智慧的開端，祂的話語是喜
樂的泉源。自歸信主後，藉着聖經，神的
恩，力加在身上，使我能夠將以前厭惡，不
能忍受的人，物，事，看之為神的恩典，因
為萬事互相効力，使愛神的人都得着益處。
决意更新，但聖靈動工更快，它將我以前覺
得太太的缺點，在短時間內轉為可愛之處；
藉着主所說的話(你若要人怎樣待你，首先
你要怎樣待人)，我們的感情是與日俱增
了。祂所有話語在日常生活，人際關係上也
是充滿喜樂，大有能力的。感謝神讓我明白
每日探究祢話語的重要，將其藏在心中；藉
着聖靈的引導，所賜的力量，使能撲滅在未
整理的地方滋生出來的罪。作了四十九年奴
僕(私慾的奴僕)，藉着基督的恩惠在第五十
年釋放我為主內自由的人，得到禧年的應許
是有福的；但願世人更能更快地得着主的另
一句話(你看見才信，那沒有看見便信的就
更有福了)。
父啊，為着今天那蒙祢接納的事奉良
機，能為祢作見證，我讚美祢；為着祢啓示
的真理，讓我每天能住在祢的殿中，瞻仰祢
的榮美，在祢的殿中求問，隨時得蒙祢的吩
咐，我稱頌祢。主啊，我對祢渴慕的心是何
等熱切地加增，何等渴慕被熾熱，光輝和榮
耀的祢完全充滿，以致除了祢那恩典的光輝
外，再不能容下別的東西。然而為着我的遲
緩，要那麼久才對某些事情有所醒悟，我祈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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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祢的寬恕。求祢將自己那親切和善的形象
賜給我，讓我今天可以討祢喜悅，使我的生
命變得完美，成為周圍的人的真正祝福。所
寫，所求，全賴父旨意成就，奉救主之名
求，啊門！

受浸見證 (二)
梁光勝
我五歲時從香港崇真幼稚園進學，得
到啓蒙老師的引導，認識了救主耶穌基督。
因家中長輩的不同宗教信仰，及後移
民，自組家庭，又因自己對家人的信仰觀念
而產生了不同的意見及問題。另一方面要面
對物質及生活上的需求，以致有一大段日子
對主耶穌基督的信德不夠堅固，像撒在淺土
中的種子一樣，沒有成果。
幸運地，這兩年來，神不斷恩賜我聖
靈，在不斷地禱告及讀聖經的日子中又再尋
找到主的救恩及真理的一面，决心在主基督
面前悔改認罪，求神寬免我們的罪過，從而
將自己全心，全靈，全意地信靠天父，希望
重新做一個新的基督徒。
自從接受了主基督作救主之後，自己
在家庭，在工作，及日常生活也改變了。將
以前的存在怒氣變了祥和，自私心變作了愛
心，不停的想去幫助各弟兄姊妹在一切事務
上的需要，談吐也温和起來，心中充滿了無
形的喜樂，最好的改變，是在這金句中：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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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怕，只要信。我很高興及有勇氣和各弟
兄，姊妹談論主的救恩，真是樂在其中。
所以我很希望加入本會，並可以領
洗，而成為主內的會友及主基督的肢體，從
而踏上神賜給我們是上永生的道路，並向未
認識主的弟兄姊妹宣揚上帝的福音，感謝天
父，望一切榮耀歸於主祢。

我選擇盡我一生來敬拜和順服主因為
我絕不懷疑祂是真的。人們或許不明白神怎
樣作祂的神蹟，或為何你的朋友或家人在疾
病或意外中逝去，但我知道這是神計劃的一
部分。如果你想你是相信和順服神的，但其
他人卻說你沒有基督徒的樣式，這樣你應自
我檢討直至你察覺到那裏出錯。

受浸見證 (三)
黄詠怡
我受浸是要為主作見證和讓人知道我
是跟隨基督的。我十分之感恩，因為主給我
一個這樣美好的家庭。每次我更加親近神和
對聖經有更深認識，撒旦就離我更遠。無論
何時生活上遇上困難，我也能向主禱告。雖
然困難未必能立刻解决，我深知一定會有解
决方法。
另一個原因我要受浸是因為我明白這
是神要求我們這樣做的。受了浸並不保證你
能夠到天國。浸禮只不過象徵你真正相信耶
穌為我們的罪而死。當我想到祂的犧牲，我
們並不值得祂給我們任何東西，然而祂就是
這樣的愛我們。如果你明白和相信基督，你
的選擇應該是毫不猶豫的受浸。撒旦是有說
服力的，但我們有主的幫助來抵抗它的誘
惑。當你相信後，你都存着這個信。你不應
讓你的信心搖動。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7/25/2010

受浸見證 (四)
黄耀信
我要受浸是因為我相信耶穌為我們
死。我要到天堂與主一起在祂的國度中。受
浸表明了我與耶穌一同死，一同復活和背向
罪惡。撒旦會時常試探我們，但耶穌會賜我
力量抵擋試探。神會時常帶領我們走正路，
我們只要相信，祂便會帶領我們。受浸是要
做討神喜悅和神眼中看為好的事。當你相信
耶穌是神的獨生子，被差遣為我們死和赦
罪，你就得到永生。這些都是我要受浸的原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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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見證 (五)
李詠詩
受浸，就是對你信念的一個承諾。我
已準備好把我的生命交託耶穌基督。我相信
耶穌為所有罪人捨命。約翰三章十六節說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我
相信耶穌在十架上死後第三天復活。這就是
福音對我的意義。

一幅美麗的圖畫
莫玉瓊執事
以色列人離開寄居了四百年的埃及為
奴之地，重獲自由，可以建造會幕敬拜神。
我們也像寄居的，借用地方來敬拜，等待了
廿四年，今天終於夢想成真，可以為神建立
會堂，心中興奮莫名。
出埃及記 35 章 4 至 5 節記載 : 摩西對
以色列全會眾說 “耶和華所吩咐的是這樣：
你們中間要拿禮物献給耶和華。凡樂意的，可
以拿耶和華的禮物來。” 神的百姓立即用行動
來回應神的大恩。他們凡心裏受感和甘心樂意
的，都拿耶和華的禮物來 (出 35:21,22,29)。經
文中多次出現“ 甘心樂意 ”，表明是出於一份
喜悅，因為可以為神献上禮物，何等榮幸！各
位弟兄姊妹，新堂址建築工程開始了，我們也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7/25/2010

要回應神的呼籲，甘心樂意向神奉獻。神要求
我們從已擁有的拿出來，作為禮物献上。
經文記述神更賜百姓有智慧，聰明，知
識，能夠作各樣的工來建造會幕。(出 35:31,35)
所以，我們除了奉獻金錢支持外，更可以運用
神賜下的各樣恩賜來作工，齊心協力建堂。
一幅美麗的圖畫出現了。因着神的感
動，百姓都聽神的吩咐，每早晨把甘心獻的禮
物拿來 (出 36:3)，以至作為聖所使用之工所拿
來的，富富有餘 (出 36:5)。到最後，摩西傳命
宣告不必再為聖所拿甚麽禮物來 (出 36:6)，因
為他們所有的材料，夠作一切當作的物，而且
有餘 (出 36:7)。
親愛的弟兄姊妹，你是否聽見主的吩
咐？你是否願意遵從？你是否心中激動？願
聖靈感動我們，叫我們甘心樂意，時刻回應
主，不斷奉獻，以至建堂所需的，能一無缺
欠，並且富富有餘，讓我們奉獻的行動成為一
幅美麗的圖畫，燦爛奪目，榮耀主名。

教會年會回顧
記者大力
二零一零年一月廿三日那天，共有廿
八位會友出席年會。年會的目的是回顧二零
零九年教會的各項事工與前瞻二零一零年的
計劃。麥傳道的開會祈禱與劉燕琳姊妹領唱
詩歌，為年會展開序幕，詩歌「生命之道極
奇」和「教會根基」見證著我們的教會以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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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基督為根基；並祂的話語奇妙地運行在我
們的生命。
麥傳道的證道，與我們分享了腓立比
書 1:1-11 有關腓立比教會的特質。總括有三
個特質：1) 腓立比教會有穩健的架構。 2)
腓立比教會有愛主的婦女。 3) 腓立比教會
有多元性的福音活動。麥傳道鼓勵我們學效
腓立比教會的榜樣。最後，我們唱出詩歌
「一群大能的子民」作為回應。
接下來是各部的堂委分享他們的工作
報告，你可在我們教會的年報參閱詳情。當
中有令人興奮的成績；但亦有未盡善之處，
需找尋方法改善。麥傳道宣佈二零一零年的
主題為「神話語進深，禱告心意更。」他鼓
勵各堂務委員定下可衡量的目標，他更為全
教會今年定下可衡量的三大目標：1) 新信主
人數為十人。 2) 受浸人數為五人。 與 3) 主
日崇拜聚會人數為一百二十人。 我們要同
心合意努力達成這些目標。
年會的壓軸是向會友匯報堂委會一月
份討論事項；由李志文弟兄匯報而李淑儀姊
妹作財務報告。最重要的事是由會友通過
2010 財政預算。由於新堂址改建工程巳展
開並於今年完工，我們經濟上需要很大；我
們亦要檢視教會財政狀況。最後財政預算以
26 票贊成和 0 票反對順利通過。我們合一的
心正顯明我們決心努力前面各項教會事工，
並且完成新堂址改建工作。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7/25/2010

感恩
歐嫦娥
哈利路亞﹗轉瞬又到感恩節時候，回
望過去，好像昨天，眼看著一步一步的帶領
著我們的教會。這個屬靈的家，美好聖殿，
經過兩次聽證會，終於通過。接下來現在開
始，計劃裝修和簽買賣合約，一連串繁複事
項跟著來。感謝神帶領我們的牧師、傳道、
執事和一群精英兄弟姊妹，不辭勞苦獻上時
間、金錢與精神，為屬靈的家作工，求神賜
他們智慧和健康身體，開展前面的工作。我
知道為主作工不是徒然的，願一切榮耀頌讚
歸於父神，阿們﹗

我眾齊聲感謝神
何麗潔
二零零九年快過去了。回首這一年，
國家經濟陷入大衰退，百業不振，失業人數
上升，在這各樣不利的情況下，我們教會不
但收支平穩充足，竟然還可以置業建堂，實
在是神蹟！
父神真愛我們，大大祝福恩待我們，
讓我們可以得償多年心願，將有屬於自己的
會址，實在令人振奮。但願弟兄姊妹同心勇
敢去面對建堂各方面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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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們認定這偉大的工程是「我們與神同
工」的，深信祂必保守帶領，讓我們排除萬
難順利完成建堂事工，榮耀祂的聖名！
早前傳道部為了鼓勵弟兄姊妹，在十
一月感恩節快來臨的期間，向神表示我們感
恩之心，特與婦女團契在十一月七日合辦
「齊來謝主」晚會，大家聚首一堂，暢快去
數算神的恩典。
當晚如常有婦女團契的招牌豐富
「Pot Luck」晚餐，傳道部為應節送上兩隻
火雞與大家一同品嚐，預先慶祝火雞感恩
節。晚飯後，先有婦女團契的例會，跟著就
開始「齊來謝主」。
首先有幾位姊妹﹕黃秋瑜、蔡麗春、
關寶貞與我本人輪流分享感恩見證，暢談神
在我們身上的各樣奇異恩典，大大鼓勵大家
凡事要倚靠神，常存感恩的心。Salina 姊妹
用她一貫溫柔美妙的歌聲唱出「主如明亮晨
星」來讚美神。除了麥傳道聽到如癡如醉
外，我們也被 Salina 的歌聲和歌詞溶化，十
分陶醉！

季刊登在 www.cbcogb.org

同她「數算主恩」的心意去報答神的大愛和
恩惠。
黃秋瑜姊妹更為我們朗誦詩篇一百五
十篇 - 「你們要讚美耶和華」。她用豐富的
感情演繹這篇非常好的詩詞，再一次喚醒我
們要緊記無論處於那一個光景，都要常常讚
美祂。
最後，為了讓弟兄姊妹實踐對神要常
存感恩的心，我和大家玩一個遊戲，把大家
分為四組，每組組員要同心合意在短短十分
鐘，盡快想出今年神賜給教會的各樣恩典。
比賽結果，其中一組數算最多，共十六項。
雖然其中一、兩項實在是有些牽強，但創意
有嘉。在大家笑聲和喝采聲中，獲得最高分
數，成為冠軍組。大家開懷大笑玩了一晚，
感恩之聲充滿整個難忘的晚會。
父神啊！我們用見證分享、詩歌、樂器演
奏、朗誦和遊戲把我們真誠的感謝獻給祢，
相信祢巳悦納了！

我們真有福，可以首次欣賞到
Jennifer 和 Harris 的一家，並 Priscilla 與孩子
們公開表演，齊齊用不同樂器，以歌聲、朗
誦來獻上他們的感恩，我們見到他們兩家人
精彩的處女作，除了讚不絕口，也不禁充滿
羨慕眼光。
跟著有陳依韻姊妹的感恩見證。她選
了「數算主恩」詩歌的歌詞，用朗誦的形式
去帶出她發自內心的感恩之情，深深感動我
們在場的每一位，大家更熱烈拍掌支持與認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7/2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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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消息
教會第一季的活動:
o 1/23/10 –在青年中心舉行會友年會。
o 2/06/10 – 婦女團契在青年中心舉行農
曆新年慶祝晚會。
o 2/27/10 –雅各團契青年中心舉行「火
鍋同樂日」。
o 3/7/10 – 婦女主日崇拜。
o 3/20/10 – 傳道部在青年中心「共創新
心」福音訓練。
敬請留意教會下一季的活動:
o 4/2/10 – 下午七時三十分在青年中心
舉行受苦節崇拜，請各弟兄姊妹齊來
參加，紀念主耶穌基督。
o 4/9/09 至 4/11/09 – 少年退修營，由施
潔玲帶領。
o 6/19/10 – 傳道部在青年中心「大使
命，小角色」福音訓練。
恆切禱告，承担使命:
o 2010 年教會主題是「神話語進深，
禱告心意更」，我們彼此勉勵，一同
長進。
o 2010 年教會全教會讀經運動，目標
是由歷代志下至瑪拉基書讀完舊約聖
經，請堅持每日讀經。
o 2010 年建堂第一期籌款目標是二十
萬元，請弟兄姊妹熱心參與奉獻，建
立神家。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刊於 7/25/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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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請記念建堂事工:
i)
求主預備合適的承建商去完成各
項建築工程。
ii)
求主保守建築工人的安全。
iii)
裝修工程需籌募款項二十萬，求
主激勵弟兄姊妹，甘心 樂 意 奉
獻。
iv)
求主保守弟兄姊妹同心合意，一
起為建堂盡力。
2. 請為在 04/04/10 受浸的林麗儀姊妹禱
告，求主保守信心堅固，在屬命上成
長。
3. 請紀念教會推行的讀經運動，求主幫助
弟兄姊妹堅持每日讀聖經祈禱，與主建
立親密關係。
4. 請為國語事工禱告。求主建立華語的弟
兄姊妹，鼓勵他們恆切參加聚會敬拜
神。
5. 請為教會支持的宣教士張璞弟兄夫婦禱
告。求主保守他們一家四口在成都適應
新環境，供應他們一切所需，為主作美
好的見証。
6. 請為肢體的需要代禱︰
i)
阮黃冠秀姊妹洗腎的過程，求主
保守平安暢順。
ii)
黃周冠寰姊妹的關節痛，求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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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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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
徐桂雲姊妹將在六月份生產嬰
孩，求主保守嬰孩健康及順產。
求主記念失業與待業的弟兄姊
妹，求主供應他們生活上的需用
及賜下合適的工作。

2010 季刊籌委會: 李志文, 李淑儀, 夏焯材, 梁俊康與鄒小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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