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芳心細語         靈的突破─歸心祈禱        王桂芳牧師 

  「你們親近上帝，上帝就必親近你們。」雅 4:8 

  「你最近靈修如何呀？」「有什麼領受？主有什麼說話同
你講呀？」這都是在以前青年團契時，導師會向我們講的話。

曾幾何時，這些提問，現在已少了，甚至引以為尷尬，覺得不
好意思問對方！然而我們知道靈修是十分重要的，正如初信成
長八課的第二課是講靈修，若初信者未有靈修，栽培員就不會

繼續下一課，可見靈修對屬靈生命成長是多麼的重要！正如雅
各提醒我們，當我們親近神時，神就必親近我們，這是雙向性，
相互的關係。 

  今日我們會十分關注肉身的健康，然而卻容易忽略靈命的
健康，求主幫助我們，脫離「忙、茫、亡」，每日有時間去親
近神，那怕是短短的時間，總要騰出時間來靈修！求主幫助我

們從「零的突破」轉變成為「靈的突破」。近年我用過一本靈
修祈禱書：「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 40 天」1，十
分好，現簡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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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這是「既知性又靈性、既談論也實際操練禱告」的書。
歸心祈禱（centering prayer）作為默觀祈禱的一種，讓信徒在
節奏快速的生活當中，仍能返回內心正視自己，並與主有親密
的契合。歸心祈禱以靈閱（lectio divina）為基礎，透過聖經的
話語來聆聽上帝；並且配合簡短的禱語，幫助我們鎮靜心神、
放下雜念，單單專注於上帝的臨在。強調的是靜默——在靜默
之中聆聽上帝言說，享受上帝的同在，並將身心交况給祂，同
時也是我們表達愛慕上帝的其中一種方式。 

  本書結合了作者個人靈修經驗的心得，歷代默觀傳統表表
者的著作精華，並且每章都以聖經教導介紹了歸心祈禱的基
礎。作者一邊以循序漸進的方式讓讀者明白歸心祈禱的運作、
理論基礎和先賢的寶貴經驗，一邊帶領讀者每天進行歸心祈禱
和靈閱的操練，本書是四十次歸心祈禱的練習，適合個人或小
組、靈修營會或平日作為靈修禱告的輔助讀物。 

  「本書作者提醒我們：把你的焦點重新轉回，降服在你之
內的基督。這一股向心力，會延展成向外的動力，使你有能力
施愛予人，關懷蒼生，維護公義與和平。來學習這門操練吧！
你將會有意想不到的體悟。」譚沛泉（基督教靜觀靈修學會會
長）』 

  我自己經歷了這四十日與上帝親密之旅，確實讓我在繁忙
的事奉生活中，特別現在經歷著繁雜和急速轉變的外在環境和
信息中，可以安靜於主裡，並藉著主的話省察心思，建立堅實
和健壯的內在生命，來面對此時此刻的世事和末世時刻！推薦
大家一起來到主面前，分別時間出來，被主的愛和話語所滋潤，
經歷不一樣的生命！ 
________________ 
1大衛．邁思勤 (J. David Muyskens)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 40 天》，（基道書樓 2010）。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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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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崇拜事奉人員 
 

日期 敬拜/主席 講員 講題 

11/7 
午堂 

陳上言 
佘健誠 

牧師 

基督徒終極盼望 

（彼前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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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  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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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彼前 1:3-12 

宣  道                        基督徒終極盼望 

回  應                            因著信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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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竹居台聯合差傳崇拜謹訂於 9/8（日）上午 10:30

假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 6 樓舉行；講員：李偉良（石仔）

宣教士；講題：興起新一代的宣教，請弟兄姐妹預留時間

參加。 

3. 竹居台聯合差傳崇拜招募青年詩班，獻唱歌目：堅守作精

兵（小黑作詞曲），練歌日期：18/7（六）下午 6:30-7:30

及 1/8（六）下午 6:30-7:30；地點：幼稚園，如有意報名

參加，請聯絡張大華牧師或鄭詠怡宣教師；截止報名日期：

12/7（日）。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擁戴祂為王 
版權屬以琳書房所有 

擁戴祂為王 擁戴祂為主 奇妙神 安慰師 全能真神 
以馬內利 神與我們同在 祂要掌權到永遠 祂要掌權到永遠 

 
神羔羊配得 

曲、詞：Darlene Zschech  中譯詞：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感謝祢的十字架 感謝祢付上代價 擔當我罪和羞愧 使我完全 賜下奇妙恩典 
感謝祢無比大愛 感謝祢釘痕雙手 寶血洗淨我污穢 

使我瞭解 祢完全包容赦免 
副歌：神羔羊配得 坐在寶座上 頭戴著尊貴冠冕 祢作王到永遠 

來尊崇讚美 耶穌神兒子 從天降下被釘十架 神羔羊配得 神羔羊配得 
 

良人的專愛 
曲、詞：清泉  版權屬清泉所有 

從最遠的高山而來 從未配擁有的厚愛 凝望與傾聽 仍未懂反應 
祢已奉獻對我的愛情 唯有祢的恩典停留 如亮眼璀璨的星宿 

如微風拂煦 如雨點清脆 永遠是我 被愛的證據 
*我一生的盼望與詩歌 是找到祢愛為我掌舵 
放開一切軟弱與枷鎖 祢今粉碎我全部隔阻* 

副歌：羊羔的婚宴就在我眼前 竟可配得尊貴 能與祢相見 
如鴿子的雙眼 剖開了每寸思緒 浸沉在愛海 無止境的唱 
新的歌韻替代了眼淚 將我放於心瓣 如印記不褪 
如烈火的專愛 眾水都不可反對 直到把我佔據 

**這是我的確據 決要快跑跟去 一生專注地等候嫁娶 
這是祢的約據 仇敵不可撕碎 作我敬拜的詩句** 

 
這是天父世界 

區美賢修普天頌讚  編：余遠淳  版權屬新心音樂事工所有 

這是天父世界 叫我不可遺忘 黑暗勢力 雖然猖狂 天父卻仍作王 
這是天父世界 我心不必憂傷 天父是王 宇宙同唱 祂治萬國萬方 

 
因著信 

曲、詞：盧永亨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1.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2.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副歌：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裡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3.憑信 他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 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一、十二日 
講員：佘健誠牧師 
講題：基督徒終極盼望 
經文：彼得前書 1:3-12（新漢語譯本） 
 

3 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應當稱頌的！他照着自己的大憐憫，藉着
耶穌基督從死人中復活，重生了我們，好讓我們得着活的盼望，4 得
着那不能朽壞、不能玷污、不能衰殘，為你們保存在天上的基業。5 你
們就是藉着信心而蒙神能力保守的人，可以得着那預備在末世顯現的
救恩。6 為此，你們大大歡喜——儘管如今你們在各樣試煉中必須暫
時憂愁，7 好讓你們的信心經過試驗，就能比那被火試驗仍能毀壞的
金子更為寶貴，可以在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得着稱讚、榮耀、尊貴。
8 你們雖然沒有見過他，卻愛他；如今雖然看不見他，卻相信他而有
說不出來的、滿有榮耀的、大大的喜樂，9 得到信心的成果，就是靈
魂的得救。10 論到這救恩，那些預言你們要得恩典的眾先知，已經尋
求查考過，11 就是查考在他們裏面的基督的靈預先見證基督受苦，後
來得榮耀，所指的是誰，是在甚麼時候。12 他們得了啟示，知道他們
在這些事上服侍，不是為了自己，而是為了你們；這些事，現在藉着
那些靠着從天上差遣來的聖靈把福音傳給你們的人，向你們宣告了—
—這些事連天使也渴望察看。 
 
大綱： 
1. 天上的基業（彼前 1:3-6a，10-12） 
2. 地上的試煉（彼前 1:6-9） 
3. 總結 
 
反思問題： 
1. 你人生最大的盼望是甚麼？為何？ 
2. 基督徒終極盼望如何影響他今世的生活？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七月十一、十二日 
講題： 基督徒終極盼望 講員： 佘健誠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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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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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聖靈充滿教會，更多明白祂的心意，有屬靈的智慧和眼光去看萬

事，常在主裡有充足信心，盼望和愛心，隨著聖靈的指引和帶領，
經歷主大能和奇妙的作為！ 

2. 請為弟兄姊妹於這兩週在網上崇拜代禱，求主激勵我們能專心，一
起敬拜主，藉著主的話來堅固我們的生命！ 

3. 求主幫助我們作為基督徒明白終極盼望影響著今世的生活，求主帶
領我們前行，活出主的使命！ 

4. 請為弟兄姊妹對屬靈生命的成長和對上帝的渴慕代禱，求聖靈光照
我們，切實地用各樣的方法常常親近神，經歷主的同在！ 

5. 請為教會建立祈禱網代禱，求主激勵弟兄姊妹於個人禱告，與家人
和弟兄姊妹更多能彼此代禱守望，並激勵他們參加教會網上祈禱
會，一起同心合意地禱告！ 

6. 感恩！沙勉區於 15/4 開始於組長組試辦，於五月底於整個沙勉區
推動每日靈修行動，透過傳達短訊：靈修分享的文章和錄音、短片
解經和舉行 zoom 視頻分享會等，讓弟兄姊妹透過不同的方式來親
近主，更深明白主的道，求主賜恩加力予他們，活出生命的見證！ 

執事： 
請為羅偉真執事、司徒麗燕執事、王保強執事、林德瑩執事、莫苑萍執
事和林偉漢執事禱告，求主賜他們健康的身體，並與主有親密的關係，
在工作或退休生活、事奉及家庭生活能夠平衡，作息合宜，有屬靈的恩
賜和智慧來事奉。每天經歷主的同行和帶領，更深體驗主的心意，活出
主賜他們的召命。 
肢體： 
請為要常加班的弟兄姊妹代禱，求主賜他們充足的精神、智慧和能力去
工作，能快快完成，可以下班回家，有好的休息和享家庭樂！ 
香港： 
1. 請為香港面對疫情的新一波的防疫和抗疫代禱，求主賜智慧和能力

予政府作出果斷的決定及有效的措施，及早找出隱性病人，阻截多
區爆發群組。求主賜市民齊心合作，做足防疫和抗疫的行動，減少
社交接觸。禱告記念各行業應對的措施！ 

2. 請為醫護和救護員代禱，求主保護他們，有十足的平安，他們在照
顧病人時能有充足的防護裝備作保護，經歷主的恩典。 

3. 請為確診在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代禱，求主醫治他們的身心靈，能
健壯，得到合適的治療，早日康復出院！ 

世界： 
1. 請為現仍不斷有確診人數上升的國家代禱，求主幫助和賜智慧予政

府和市民一起合作，齊心防疫和抗疫，減低確診人數，穩定疫情！ 
2. 求主幫助科研家能早日研發合適的疫苗能治癒病人，生命得以保

存！  



 

中信泰南宣教士 李偉良、韓昱家庭 2020年 7月分享信 

天國系列四：COVID下的國度擴展 
 

人也不要說：「看啊，在這裡！」或「在那裏」，因為，上帝的國就在你們中

間。     路 17:21 

 

COVID 下的網上聚會，得著網上的人。 

上帝的國若在我們中間， 

COVID 阻隔不了教會，因為 

我們在網上相聚，就在網上成教會。        

 

https://youtu.be/tG4KDNKFVQM 
 

十年在華文福音小組留下胎記，或烙過戳印的，足有五十人。過去要關心

這些已回國或繼續飄徙的弟兄姊妹，總是有心無力。COVID 無遠弗屆，促使

小組於四月四日舉辦了十年來第一次的「全球」疫情網上禱告會，參加代表有

來自國內、泰國、台灣、香港、美國、澳洲、亞聯酋與韓國，蔚為奇觀。 

自此之後，我們的網上聚會就沒有

停止過，有幾位素常沒有教會生活的，

也因此重新與我們連成教會，每周聚

會。Yeah! 

實際上中學與大學生的聚會，我

們也改為網上，發覺實體與網上聚會

其實吸引兩群不同的人。最近泰國疫

情趨緩，我們就合成為實體網上聚會。 

 

COVID 底下，其實最好就是發展小組，主流教會卻仍只著力在崇拜直播

上，似乎還比不上病毒的變異能力。但我們想變異，也變不出什麼奇異品種，

因為 COVID 的空氣底下，懶慵的病毒逼人而來，關聲關屏，或乾脆失蹤，竟

成了「新常態」。😊 
 

詩歌：我們在哪裡，那裡就是教會。 



 

COVID 下的驚喜洗禮，得著滯留的人 

華人小組組長的父母來訪，由短期照顧

初生孫兒，變為長期滯留泰國。初來時我

把握機會跟其父母傳道，回應是「聽不明

白」；我投降後昱接力，飯後常去家訪，加

上女兒不懈與父母讀經禱告，父親開始回

應，但母親躑躅不前；想不到日子有功，

最近他倆終於喜孜孜地接受洗禮。COVID

之際中國老師跑光，想不到神有美好旨意，反讓滯留的父輩得嚐救恩。 

 

COVID 下的深度學習，得著帶領的人 

路遙知馬力，COVID 見人心。一眾泰國同工見學生處於屬靈隔離狀態，

都心急如找疫苗；我卻少懷安慰，因同工感同穌受──耶穌的穌。 

COVID 底下，我參加了建道的網上課程。讀完院長的「保羅的事奉秘訣」，

因利成便，打算稍加修改，就可教導泰國同工，好讓他們在蟄伏之際，裝備自

己，迎接疫後的福音擴展。 

誰知同工提議研讀的，竟然是錯綜複雜的列王歷史，真的是懶惰的計畫趕

不上變化啊！最後我們擬定把舊約中的歷史書、先知書、智慧文學與背景知識

揉合成一個深度研讀計畫。這無疑是 COVID 底下一項出人意外的大工程，還

好懶惰即聰明的我，找到一位宣教士與一位泰國牧師一起任教，減輕了教擔。 

看著這十二個屬靈領袖孜孜不倦，愉快學習，我知道疫情過後，泰國必有健

康的未來。 

 



 

COVID 下的基礎建設，得著未來的人 

經濟低迷時，最適宜投資基礎建設，以備將來的

大發展。對，神的時間永遠合時，去年年尾毅然辭

工，全時間投入建設學校，為要得著未來的人。旋

即 COVID 攻陷地球，人心惶恐之際，我不用天天

在 20 多人封閉的工廠辦公室內上班，未來學校的

臨時辦公室就是我家，故此連口罩也不用戴。 

當然，神的時間在我看來有時也很慢，現在還陷於等候土地廳批准買地的

階段，寸步蟻行，猶如等候 COVID 過去，前景迷糊。按買賣土地合約，7 月

25 日就需完成交易，今 7 月 9 日，程序連一半也走不到。而這才是整個辦校

計畫的第一關。 

張開雙手，指間盡是空隙，就明白到，手是能力，空隙是無能為力；遂雙

手承接的，都是從上而來的神蹟。我回望半生，也盡都是神蹟。故此環境如何

陰暗，也盡多只能是指間的空隙。天國如芥子種，如發酵的麵團，只要心存希

望，懷抱火種，沒環境可以阻擋天國的擴展，因為張開雙手，天國就在我們中

間。 

感恩和代禱 

1. 求主看顧買地審批的過程，能奇蹟地在 7 月 25 日前完成。 

2. 感謝主已感動眾多弟兄姊妹同心奉獻買地的資金，現只欠 10%；下

一步更大的需要是籌資建校與運作，求主引薦基督徒投資者。 

3. 感謝神賜下建築專家給我們提供寶貴意見，求主賜我們智慧綜合各方

意見，因應實際情況加以取捨，帶領我們組建可靠的建築監察團隊。 

4. 新學年開始，求主帶領我們繼續在校園裡有智慧地傳福音，建立門

徒，拓展神國。 

5. 感謝主帶領女兒進入理想的大學，求主引領她赴英求學的腳步，預備

教會幫助她靈命成長。求主帶領兒子最後一年的中學生活，在學業、

品格、靈命方面都有所突破。 

6. 感謝主保守家人平安，求主憐憫，帶領尚未信主的家人歸主，已信的

在真道上成長穩固。 



 

  



 

2020年第三季裝備中心課程 

黑暗中的盼望：以賽亞書選讀（一） 
六十六章的以賽亞書，曾叫你卻步嗎？＜以賽亞書＞描述彌賽亞的預言比其他舊

約書卷篇幅更多，故被稱為「第五卷福音書」，而先知以賽亞名字的意思是「上主

拯救」。現以選讀形式，選出當中四章，邀請你一起來品讀這卷審視人間幽暗、宣

講上主拯救的福音書。 

導師：路得姑娘 

日期：2-23/8（星期日，共四堂）                 網上報名： 

時間：下午 2:30-4:00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或收睇錄影 

要求：課前閱讀相關經文一次 

收費：$100（在職） 

$50（非在職及學生） 

截止日期：26/7（日） 

備註：可選擇實體上課或收睇錄影。         https://bit.ly/3g6Xmnt 

 

 

 

 

 

                                                 

  

堂數 日期 課堂內容 

1 2/8 第六章：黑暗再黑暗，上主的呼召！ 

2 9/8 第一章：虛偽的敬虔，上主的管教！ 

3 16/8 第五章：群體的欺凌，上主的修剪！ 

4 23/8 第七章：眼見的幫助？一直的同在！ 

啟導同行 

內容：透過一對一的見面，幫助學員找出人生使命，透過與他/她傾談兩個重點 

2F（focus）所關注：生命和事奉，並幫助他/她探索三方面的範圍 

3R：1. Reflection 反思；2. Refocus對焦；3. Resources資源提供， 

藉此向著目標實踐主所給的使命。 

導師：王桂芳牧師                                   網上報名： 

日期：8-9月內有 6次的約見 

時間：每次約 1小時 30分，與學員決定 

地點：石門辦公室/與學員決定/視像 

要求：渴慕成長，好想實踐主的使命 

人數：4人（若報名超出這人數，須經甄選） 

收費：$20 

截止日期：26/7（日）                            https://bit.ly/3g5E6H6 
 

 



 

   

ST202 基礎輔導 
本課程將透過小組討論，角色扮演及個案研習的訓練方式，讓參加者掌握助人者

的基本態度，及基本技巧，使之能運用於日常的助人歷程中。 

導師：呂彩嫺宣教師    

日期：22/8-26/9（星期六，共六堂）    

時間：早上 10:00-12:00 

地點：幼稚園親子室   要求：1、凡有心者；2、第一課至第四課務必出席 

人數：14人   費用：$20   截止日期：16/8（日） 

 

               網上報名： 

 

 

 

 

           

         https://bit.ly/2YHArth 
 

日期 課堂內容 

22/8 助人先自助 

29/8 學習聆聽技巧 

5/9 學習反映內容及感受 

12/9 學習提問與澄清 

19/9 實習 

26/9 實習 

 
 
 
 

 

「恐懼陰霾下的抉擇」講座 

借鑑中國教會五十年代不同領袖在政權壓力下的抉擇，思考

有關的挑戰和回應。 

講員：陳智衡博士（建道神學院神學研究部助理教授 / 中國文化研

究系主任 / 基督教與中國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日期：25/7（六）、2/8（日）（兩次內容相同） 

時間：下午 2:00-4:00 

地點：博康幼稚園禮堂 

報名：https://forms.gle/y2vUb6cLGUffSDoK9 

 

 



 

 
教會網上祈禱會（Zoom) 

日期：7 月 17日(週五） 

時間：晚上 9:00-10:15 

內容：為教會、疫情和香港等祈禱 

*參加者請聯絡王桂芳牧師* 

 

泰南宣教士網上祈禱會（Zoom) 

日期：7 月 19日（週日）  

時間：下午 5:00-6:00 

內容：與宣教士一起祈禱  

*參加者請聯絡王桂芳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防疫措施 

📍（緊急通告）📍 

（2020年 7月 9日更新） 

 

主內的弟兄姊妹： 

 

近日香港新型肺炎疫情開始在社區爆發，受感染和確診人數增多，而

且有多宗個案在沙田區發生，令許多人感到不安，香港特區政府也開

始加強防疫措施及指引。 

 

今日傍晚時收到博康幼稚園黃校長的 whatsapp 訊息，得知博康幼稚園

有一半學生因疫情緣故而請假，幼稚園員工和家長也擔心疫情會影響

學生順利完成這個學期，因此，黃校長向教會建議這兩個星期暫停實

體崇拜。 

 

後來，經同工們商討和執事們贊同，最後我們決定這兩個星期（11-

19/7/2020）暫停實體崇拜，改為網上崇拜，計劃於 25/7/2020（六）

開始恢復週六午堂，週日早堂和週日午堂崇拜。 

 

在這兩星期內，幼稚園地方不會外借小組使用，請大家留意和記念，

其安排如下： 

 

⏰播放時間： 

週六下午四時三十分 

週日早上十一時正 

*除以上兩個時間外，直播錄影將接續放至翌日(週一)早上 10：00 後

刪除 * 

 

🔵播放方式： 

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facebook 專頁內播放 

https://www.facebook.com/cccstc.official/ 

（鼓勵弟兄姊妹，讚好沙田堂 Facebook 網頁） 

 



 

💒崇拜安排： 

 

日期：11-12/7/2020（六，日） 

敬拜：陳上言弟兄 

講道：佘健誠牧師 

講題：基督徒終極盼望 

經文：彼前 1:3-12 

 

日期：18-19/7/2020（六，日） 

敬拜：張大華牧師 

講道：宋軍博士 

講題：這事乃出於神 

經文：代下 10:1-19 

 

⭐博康幼稚園和沙田培英中學所有地方不外借使用。 

 

在這段期間，教會必定會密切留意並評估疫情的發展，如有任何變更，

會盡快通知弟兄姊妹。 

 

故邀請弟兄姊妹們積極參與每週的網上崇拜，小組也可以實體或視像

形式舉行小組聚會（若以實體舉行小組聚會，請注意衛生和做足防疫

措施）繼續與弟兄姊妹相交、分享和學習，更希望弟兄姊妹以私禱中

記念教會和弟兄姊妹的需要，彼此代禱和守望。 

 

若弟兄姊妹有任何需要教會的關心和幫助，請聯絡本堂任何一位傳道

同工，我們必定給予合宜的關心和幫助，願上主與你們同在，也願大

家在這疫情中更依賴上主，祂是我們隨時的幫助。 

 

沙田堂代堂主任： 

佘健誠牧師 

9/7/20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