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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麒一會

群體復興由合一開始

謝駿麒宣教師

近來有機會看了一齣美劇「指定幸存者」，講一個國家總統會選出兩個指定
幸存者，當總統和副總統遇上意外身亡，指定幸存者就要承繼總統的位置。一個
沒有任何政治能力和從政的人卻被選中了，在做總統一百日裏面，他要讓兩黨和
國民用投票行動作對他當總統的信任一票。在這一百日裏，這位總統有一個目標，
讓兩黨和國會的成員，打破黨派的限制，建立一個以國家的未來為前題，一起合
作創出一條新美國路。重點是總統能站立得住和被承認，不是他的政治觸角或是
手段有多強，而是他對人看重的本質，令到跟從他的人配服他的態度，以人為本
的治國成為他走總統的路，不是高談闊論政治理念，開空頭支票，而是真性情地
體會、聆聽和回應每一個問題的需要，讓國民深心感受到這個總統為國民服務。
美國總統林肯有句話：A house divided against itself cannot stand，
即是「一個分裂的家是沒有立足之地的。」，這句話在聖經也有出現，馬可福音
三 25 節「若一家自相紛爭，那家就站立不住。」另外，馬太和路加也有記載。可
三 25 是回應法利賽人在可三 22 節對耶穌趕鬼能力作出批評，23 節耶穌回應撒
但趕撒但有什麼可能。接著 24-25 節用一國和一家指出自相紛爭又如何站立得
住，而回應祂靠不是鬼王的能力，而是從神而來的權柄。
「紛爭」原文：分開的意思。因一家自己紛爭，如：不合一，不團結，又如
何站立得住，最後分開的結局。所以耶穌重點一國一家，不能以紛爭為基礎去建
立和站立得住。而相反一個家要站立得住，不紛爭就是第一步。從上文耶穌趕鬼
的行動，超越了不紛爭的第一步，是使人得醫治外，從屬靈角度更帶領人與神和
好，同時與人和好的建立。而行動展示耶穌來的作為，就是要讓人與神結鏈，讓
人有權柄將人與神和好的信息分享，信的人同心合意的行出屬天父的行動。所以
耶穌學習合一是一個行動，不是頭腦上的知識，或只是圍爐取暖，信仰合一是一
個行動，去到對當下有需要的人身邊，讓人得到真正的幫助，同時帶人去到和神
面前有和好的機會。
在這個紛爭時刻，我們如何看當下分裂的社會，又如何看我們有屬神權柄的
信仰？在我們高談闊論當下事件時，有否看見社會的現況，聆聽到缺乏的人需要，
一同行耶穌的教導，在分裂的社會中，合一地散播愛的種子，讓人結鏈起來，看
見一個屬靈家是一個合一的家。教會群體的復興，不只單單走到社會需要的人當
中，還有不同的配合，如：祈禱大軍，學習聖經真理，對屬靈辦別，實踐真理。
在耶穌行動讓人看見是可以跟隨，各位人按著信心和能力，按恩賜同心在社會中
建立屬神的家，讓行動改變這分裂的社會，讓人看見信仰不一樣，復興由我們開
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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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請關掉隨身響鬧裝置，如手提電話，傳呼機等，讓我們專心敬拜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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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31:1–11 / 路 10:25-37
蒙召的工人群體 / 你去照樣行吧！
工人的禱告 / 動力信望愛
王桂芳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佘健誠牧師

家事分享
1. 歡迎第一次參加我們崇拜的朋友，祝願你能在我們當中投入參與，蒙上帝的呼
召與我們一同追尋真理，活出信仰生活。
2. 承蒙世界福音動員會藝術宣教總監吳乙言傳道蒞臨本堂(週六午堂)證道，不勝
感激，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3. 承蒙前線差會副總幹事黃昊哲牧師蒞臨本堂(週日早堂及午堂)證道，不勝感激，
謹此致謝，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4. 24/11（下主日）下午 2:00 於幼稚園親子室舉行堂委會，請各位同工、執事及
堂委準時出席，共商聖工。
5. 本堂盧雅麗宣教師於 21/9/2019（六）向教會遞交請辭信，經執事會及堂委會了
解及接納後，盧宣教師正式離任日期：30/12/2019（一），謹代表教會多謝盧
宣教師多年在本堂服侍，願主繼續祝福她未來的事奉。
6. 2020 年度堂委選舉的選票已於早前派發及寄出，請各會友經禱告後選出合適
的堂委，並於 17/11 (今主日)12:45pm 前投入崇拜內特定之選票箱。(早堂崇拜
於 10:45am 截票，午堂崇拜於 12:45pm 截票。)
7. 30/11(六)晚上 8:00 於博康幼稚園禮堂舉行教會領袖大會，誠邀各位領袖出席。
內容包括介紹沙田堂牧養、教導、宣教三大支柱的方向和策略，也介紹教會小
組未來的架構方向，並作出交流和討論，建議同工、執事、堂委、區長、區代
表、組長和組代表盡量抽時間出席。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安靜
曲、詞：Reuben Morgan 中文譯：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敬拜所有

1.藏我在 翅膀蔭下 遮蓋我 在祢大能手中
2.我靈安息 在基督裡 祢大能 使我安然信靠
副歌：當大海翻騰 波濤洶湧 我與祢展翅暴風上空
父祢仍做王在洪水中 我要安靜知祢是神
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曲：吳華樂、詞：吳華樂、溫仁和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1.我以禱告來到祢跟前 我要尋求祢
我要站在破口之中 在那裡我尋求祢
2.主我是軟弱及無助 祢卻是我的力量
以祢親切的手引導我 那就是我的得勝
副歌：每一次我禱告 我搖動祢的手 禱告做的事 我的手不能做
每一次我禱告 大山被挪移 道路被鋪平 使列國歸向祢
我相信
曲：曾祥怡 游智婷 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相信天父創造世界 我相信耶穌死裡復活
我相信聖靈住在我心 賜給我寶貴極大能力
副歌：I believe 我相信耶穌是真神 永遠得勝君王
我敬拜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死亡的毒鈎 你在哪裡 墳墓不能勝過復活的能力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萬膝要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基督 世界的主*
工人的禱告
詞、曲：林婉容 版權屬小羊敬拜音樂事工所有

獻上一生為祢而活 我在此請差遣我 雖是軟弱 瞎眼 貧窮 祢的恩典夠我用
懇求聖靈光照引領 賜下天上能力 用神蹟奇事隨著我們 證實所傳的道
副歌：離了祢 我們不能做什麼 祢是葡萄樹 我們是枝子
使我們常在祢裡面 讓活水湧流
使我們在祢的裡面合一 如同祢與父原為一
在這地同心合意 奉主名興旺福音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耶和華我的神
曲、詞： 馮鑑邦 版權屬薪火敬拜使團有限公司所有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 也要稱頌祂聖名
耶和華我的神聖潔榮耀 凡在我裡面的 定要高舉祂聖名
天離地何等的高 祂的大愛何等浩瀚 東與西隔多遠 祂叫過犯離我也有多遠
祂醫治祢疾病 赦免祢的罪尤 憐憫大愛為祢冠冕
一切歌頌讚美
曲：Niko Njotorahardjo 中文譯：蔣忠牧師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一切歌頌讚美都歸我主我的神 祢是配得歌頌與讚美
我們高聲呼喊 高舉耶穌之名 哈利路亞
副歌：讚美主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讚美主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我相信
曲：曾祥怡 游智婷 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相信天父創造世界 我相信耶穌死裡復活 我相信聖靈住在我心 賜給我寶貴極大能力
副歌：I believe 我相信耶穌是真神 永遠得勝君王
我敬拜 高舉耶穌基督的名 超乎萬名之上的名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死亡的毒鈎 你在哪裡 墳墓不能勝過復活的能力
耶穌是主 耶穌是主 萬膝要跪拜 萬口承認 耶穌基督 世界的主*
堅守作精兵
曲、詞：黑叔叔

版權屬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所有

深不可猜透 痛都只好承受 想掩蓋著我心房 你是你的身影
聽此刻傾聽 看光境多奇妙 心走過落魄蹉跎 眼淚擦乾飄渺
*來吧 放下重擔 解開枷鎖出黑暗 每步每步邁開踏破
憑藉赦罪救贖 全然付出 不會怯懦 帶著使命勇氣奔跑不竭*
副歌 1.常緊緊依靠主 在我心中永恒不改變 傳揚祢浩恩 翻過千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 祢駕著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副歌 2.齊堅守作精兵 立志去爭戰並已誇勝 無牆教會中 宣告祢名
尋覓到底得拯救 全因為祢 我今得釋放
來穿起著軍裝 為祢一生獻呈不枉過 權能讚頌歌聲歸給祢
期待那天 祢駕著雲彩冠冕 我一生的主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求主充滿我心 榮光普照全地**
動力信望愛
曲、詞：翁慧韻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 我站在街中聽鬧市聲音 我望見艱辛癲沛眾生 我立志服務這大片人群 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 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2. 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 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 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 要突破孤單 要踏碎傷心 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副歌：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祢與我同往 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卑 效法基督 一生辛勤 獻信望愛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讓我親近祢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渴望能遇見祢 渴望能親近祢 寧靜裡我心渴求能遇見主
放下疑慮並重擔 放下纏累的思緒 求能在這刻清心仰望祢
今天心中渴望聽到祢呼喚我 微小的聲音引導著前路
今天心中渴望感到祢圍著我 在祢愛內被懷抱
副歌：讓我親近祢 讓我親近祢 讓身心的每一處都呼叫主
讓我親近祢 讓我親近祢 期望滿足心裡的渴望 恩主親近我
榮耀大君王
曲：周巽倩、詞：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祢的光照亮在我們身上 讓我們在祢面前毫無隱藏
打開我們的心 我要看見 祢的國度就在這裡彰顯
在祢光中我得見光 在祢裡面有豐盛盼望榮耀 榮耀 榮耀 榮耀 聖潔大君王
副歌：榮耀耶穌 耶穌 耶穌 主耶穌 歡迎祢在我們中間
榮耀耶穌 耶穌 耶穌 主耶穌 祢是配得榮耀 大君王
十字架上
曲、詞：趙治德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高高立起的十字架 父將我罪掛上
從此以後只需仰望 罪就得著釋放 I am clean I am clean
祢是我靈魂的救恩 從今直到永遠 拒絕惡者控告謊言 宣告我今公義
我相信 我相信 I am clean
副歌：我不會忘 十字架上 祢永恆的愛 天天帶領我 脫離羞恥與綑綁
我不會忘 祢無條件的愛 使我充滿盼望 憐憫降下 恩典湧流在全地上
*耶穌 感謝祢 耶穌 感謝祢 耶穌 感謝祢 賜我新的生命
耶穌 感謝祢 耶穌 感謝祢 耶穌 感謝祢 賜我新的生命*
誰主明天
曲：吉中嗚、詞：鄭楚萍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 動盪變遷 世事難料 徬徨裡失去目標 生老病危 苦罪是迷 人生消失似煙
2. 禍患困擾 天災難料 誰定向為我指示 唯獨救主 可指引方向 陪伴我尋覓那新一天
副歌：明天告別時 幻變世界會終結 唯獨祢永活永生永不改變
耶穌祢是盼望 是祢主宰今天 明日掌管於祢手裡
動力信望愛
曲、詞：翁慧韻 版權屬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所有

1.我站在街中聽鬧市聲音 我望見艱辛癲沛眾生
我立志服務這大片人群 要讓這動力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軟弱與灰心 要用我雙手鼓舞信心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2.我願帶歡欣遍鬧市穿梭 我願見光采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那懼怕疲勞 鍛鍊我耐力承受壓逼
要越過唏噓要突破孤單 要踏碎傷心抵抗困逼
我願以毅力化做我能源 晝夜去傳送信望愛
副：光陰匆匆多少機會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不再退避
只要祢與我同往 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卑 效法基督 一生辛勤 獻信望愛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
講員：吳乙言傳道
講題：蒙召的工人群體
經文：出埃及記 31:1-11

1 耶和華曉諭摩西說：2「看哪！猶大支派中戶珥的孫子、烏利
的兒子比撒列，我已經提他的名召他。3 我也以我的靈充滿了
他，使他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能做各樣的工，4 能想出
巧工，用金、銀、銅製造各物，5 又能刻寶石，可以鑲嵌，能
雕刻木頭，能做各樣的工。6 我分派但支派中亞希撒抹的兒子
亞何利亞伯與他同工。凡心裏有智慧的，我更使他們有智慧，
能做我一切所吩咐的，7 就是會幕和法櫃，並其上的施恩座，
與會幕中一切的器具；8 桌子和桌子的器具，精金的燈台和燈
台的一切器具並香壇；9 燔祭壇和壇的一切器具，並洗濯盆與
盆座；10 精工做的禮服，和祭司亞倫並他兒子用以供祭司職分
的聖衣；11 膏油和為聖所用馨香的香料。他們都要照我一切所
吩咐的去做。」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六日(週六午堂)
蒙召的工人群體
講員：

吳乙言傳道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講員：黃昊哲牧師
講題：你去照樣行吧！
經文：路加福音 10:25-37

25 有一個律法師起來試探耶穌，說：「夫子，我該做甚麼才可
以承受永生？」26 耶穌對他說：「律法上寫的是甚麼？你念的
是怎樣呢？」27 他回答說：「你要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
主你的神；又要愛鄰舍如同自己。」28 耶穌說：「你回答的是。
你這樣行，就必得永生。」29 那人要顯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
說：「誰是我的鄰舍呢？」30 耶穌回答說：「有一個人從耶路
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裳，把他打
個半死，就丟下他走了。31 偶然有一個祭司從這條路下來，看
見他就從那邊過去了。32 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這地方，看見
他，也照樣從那邊過去了。33 惟有一個撒馬利亞人行路來到那
裏，看見他就動了慈心，34 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傷處，包裹
好了，扶他騎上自己的牲口，帶到店裏去照應他。35 第二天拿
出二錢銀子來，交給店主，說：『你且照應他，此外所費用的，
我回來必還你。』36「你想，這三個人哪一個是落在強盜手中
的鄰舍呢？」37 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說：「你去照樣
行吧。」

---------------我的回應----------------日期：
講題：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你去照樣行吧！

講員：

黃昊哲牧師

我對講壇信息的回應：

我對於崇拜中其他程序的回應：
如需要講員或教會負責同工直接回覆，請填下以下聯絡資料：
姓名：
聯絡電話：
電郵：
謝謝您的回應！您的回應將由評道小組跟進，請將回應表放入崇拜招待處的講道回應箱中，願主賜福予您！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2020 年度堂委候選人簡介
2020 年度堂委選舉的候選人包括：方淑妝、李偉禾，選票已經發出，請各
會友禱告後選出合適的堂委，並於 17/11(今主日) 12:45pm 前投入各堂崇
拜內特定之選票箱 (早堂崇拜於 10:45am 截票，午堂崇拜於 12:45pm 截
票。)
選舉注意事項：
1) 以上候選人名單經堂委會通過，再經候選人同意而作出。
2) 2020 年度堂務委員會，有 3 個空缺，現有 2 名候選人。
3) 請先禱告，求神給你智慧，選出合適人選，最多選 2 人。
候選人最低之入選比率： 0-50 張選票--30%，51-100 張選票--25%，
101-150 張選票--20%，151 張選票或以上--15%
若候選人所得之選票低於所規定的代表比率，則由堂委會另覓人選加以委任。
選舉是會友的權利和責任，表示你對教會的關心，所以不要放棄這個參與教
會事務的機會。
候選人名單(排名依英文姓氏首字母) :
～～～～～～～～～～～～～～～～～～～～～～～～～～～～～～～～～～～～～～～～～～～～～

候選人編號：
姓名：
牧區：
加入教會日期：
家庭狀況：
曾事奉崗位：
事奉期望：

1
方淑妝
沙旺區
2016 年
已婚
短暫小組組長
身為沙田堂一份子，希望能盡一點力服侍教
會，透過堂委的工作，更能了解教會的運作，
與沙田堂一起成長。

～～～～～～～～～～～～～～～～～～～～～～～～～～～～～～～～～～～～～～～～～～～～～

候選人編號：
姓名：
牧區：
加入教會日期：
家庭狀況：
曾事奉崗位：
事奉期望：

2
李偉禾
沙龍區
1997 年
已婚
敬拜隊，堂委會司庫
繼續於堂委財務服侍，服侍教會，發揮經驗及
恩賜，並與年青人同行。

～～～～～～～～～～～～～～～～～～～～～～～～～～～～～～～～～～～～～～～～～～～～～

恆切禱告 儆醒感恩
你求告我，我就應允你，並將你所不知道、又大又難的事指示你。(耶33：3)
我要做一件新事，就是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賽43：19)
教會：
1.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
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代下 7:14 求主幫助教會活出主的
子民的生命，經歷主所應許的！
2.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曲悖
謬的世代做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
明出來，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腓 2:14-16 求主幫
助教會在這動盪的世代中，活出生命的見證！
3. 求聖靈充滿我們，更多警醒禱告守望，建立禱告祭壇及禱告網絡，在職場/學校與
基督徒祈禱，在住處與基督徒禱告，在家中與家人祈禱，在教會…甚至在社區，
隨走隨禱，求主的心意顯明，帶領我們執起上帝給我們的屬靈權柄，為這世代，
為香港禱告，求主掌權，主的光明除去一切黑暗，建立上帝美善的國度！
4. 求主的愛充滿教會，弟兄姊妹彼此相愛，互相激勵，同行守望，並且能關心鄰舍
和親友，在動盪不安的時刻中，被主的道所堅立，彼此安慰和扶助，共渡時艱，
滿有盼望，邁向光明！
堂委：
1. 請為黎碧筠姊妹代禱，求主賜她智慧消化今天的香港，亂世裡不失盼望，求上帝
的公義臨在人間，被擄的得釋放，失明的得看見，受壓迫的得自由。
2. 請為尹鳳蓮姊妹在前線工作的丈夫珏明禱告，求主保守他的身心靈，亦給鳳蓮有
智慧去做好支持和照顧丈夫的崗位！
肢體：
1. 請為沙勉區徐金勤姊妹（吳偉基、偉業的媽媽）代禱，她因心跳高及不穩定，手
術不能做，求主預備合適的日期換膝蓋的手術。願主保守勤姐的心，能平靜安穩，
心跳穩定，一切交託主！求主醫治她的膝蓋，減輕痛楚，經歷主的大能和恩典！
2. 請為王佩蓮 Kelly 姊妹(王煒東弟兄的太太)代禱，她最近因仍有咳嗽，要加藥，求
主保守醫治她，藥到咳除，減少藥的副作用，身心靈健壯，經歷主大能的醫治，
每日與主同在，恩典滿滿！
3. 請為沙勉區陳淑英姊妹代禱，她現在沙田醫院療養，求主醫治保護她，她將於
22/12 做微創割除肝臟的腫瘤，求主賜醫生有智慧和精準地做手術，一切順暢和
成功，主修復和提升她的身體機能，使她的傷口痊癒，有好的康復！現在家人要
聘請印傭，求主預備合適的家傭照顧淑英。
香港：
1. 求主憐憫和饒恕香港人的罪，一切驕傲、紛爭、仇恨和謊言，要脫離人的心，破
除撒但一切的計謀，主的道和主的愛臨在。求主賜人智慧分辨真偽，持守真理，
尊重不同意見，彼此接納和包容！求主止息一切暴力和破壞的行為，不再滋長，
並賜下和平，求主保護各人的生命免受傷害，幫助港人脫離目前暴亂紛爭恐懼的
困境，天父要掌管香港，行使公義和平！
2. 求主為香港尋出路，政府、議員和市民一起愛護香港，建設美好的家園！

上週崇拜出席人數
9/11
10/11
合計

午堂成人：
晚堂成人：
早堂成人：
午堂成人：
成
人：

73人
29人
93人
81人
276人

兒童： 2人
兒童： 2人
兒童： 2人
兒童： 5人
兒童： 11人

聖餐： 46人 沙苗區： 小天地：
聖餐： 24人
幼班：
聖餐： 80人
中班：
聖餐： 78人
高班：
聖餐： 228人
沙苗區：

10人
15人
22人
22人
69人

泰南辦學購地異象分享會
日期：11 月 17 日(日)
時間：下午 2 時
地點：沙田博康邨博文樓地下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博康幼稚園)

誠邀弟兄姊妹參加，網上報名 https://bit.ly/32puNKS

「泰南辦學購地專款」籌款情況報告
截至 31/10/2019，
「泰南辦學購地專款」需$1,200 萬，沙田堂目標支持$120 萬，
堂會奉獻$20 萬，現已認獻 $904,478，還需$95,522，若然以 6,000 元為一個單
位，還需 16 個單位就達標了。請弟兄姊妹祈禱後填回應卡及奉獻，填妥後投入回
應箱。
若然你也同感這是神的旨意，必然成就，我們便努力參與，見證神的工作。

下週崇拜事奉人員
敬拜/主席

23/11
午堂

陳上言

鄭嘉慧

陳小敏/
譚兆恒

陳小敏/譚兆恒小組
陳小敏/
譚兆恒小組 陳嘉允 張天恩

晚堂

曾榮燊

張大華

朱銘珊

朱銘珊小組

24/11
早堂

陳文豪

午堂

司徒麗燕

講員

佘健誠
牧師

講題

當值

日期

傳承
(提後 2:1-2)

同工

呂彩嫺

總務長

呂愛

音響/總務

黎燕妮

招待/司事

朱銘珊小組
許家軒 潘健嘉
張敏儀 劉詠儀
劉詠思 梁秀英
梁宛芬 劉詠思

盧雅麗

司事長：何錦培

司事：梁嘉慧

梁嘉欣

總務長及招待小組：林穎芝小組/陳務耘小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