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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                                       張大華牧師 

  2020 年是一個值得紀念的一年，因為在沙田堂這個家事奉

25 年了，也是我與太太王牧師事奉 30 年，神也在這幾年提醒

我進入祂的季節，作人生下半場的事奉。 

  當沙田堂 2010 年進入樽頸的時候，看似人數增長，但是弟

兄姊妹在工作上卻是在捱打的狀況，祗能進入教會竭一竭，受

到安慰。原來神期望我們可以賦權他們，由耶穌得到生命的更

新，更要在聖靈裡得著能力，經歷什麼叫做「現在活著的不再

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的生命」，正如彼得在五旬節時，

被聖靈充滿，勇敢宣講天國的道，帶來福音的大爆炸，經歷聖

靈的充滿是滿心喜樂。若然要由一個憑己力去事奉的彼得，需

要轉變成為倚靠聖靈充滿的彼得，帶來神賜的勇氣。 

  到來沙田堂做小組教會是一個使命，神透過耶利米書 33 章

3 節，這是一個又大又難的使命，今年細讀小組運動評估的書

（<身在何處？：評小組運動及模式>），才知道小組最能承載

轉化世界的功能，而大使命就是叫我們要去，使萬民(列國)成

為主門徒，不單是向個人傳福音，而是目標是列國，從我們所

處身的工作單位，以致行業，城市，將天國的文化透過我們去

影響世界，這是神在這三四十年內向不同的教會領袖釋放的信

息。 

（下頁續） 



 

（接續上頁封面文章） 

  教會是神的家，一個孕育場，由初信到成長，經歷人生成

長事，開心的小組生活，令人難以忘懷的營會，進入戀愛與婚

姻，生兒育女，這是地方教會的使命。而神也會向神家裡的人

呼召，進入社會或宣教城市，為主贏得靈魂。就如有家人蒙召

做消防員，需要訓練作救火救人的工作，有人蒙召做教師、工

程師、會計師等，但是我們都不是單單做一份工作，而是帶著

天國的使命，將天國的文化帶入，改變魔鬼扭曲的地上文化，

將天國建造在地上，正如區會的信仰網要就是將基督的國普建

於世為目的。 

  今日神呼召我祗是由屬靈孕育地，轉變為職場的屬靈師

傅，由地方教會體制的角色轉變為國度教會的牧師，有許多不

是沙田堂的弟兄姊妹，也包括馬來西亞、印尼、印度、中亞、

美國等。教弟兄姊妹如何向神求，得著屬靈權柄，也學習屬靈

的宣教策略，在工作上為主作戰，神所要求的精兵，就是不將

世務纏身，敢死的心，用生命的道表明神的救恩，得著城市。

簡單來說，就是進入屬靈軍校，教導屬靈軍隊，為神贏得城市。 

  之前想將沙田堂變成一艘航空母艦，不過它的設計原來是

一艘遊輪，期望旅遊過後，沙田堂的人可以向神求加入末後的

戰場，為主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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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值同工 

24/10 
午堂 

高輝文 
陳上言 

劉世增 

牧師 

基督徒的召命 

(賽 61:1-4) 

詹志誠 
謝駿麒 

晚堂 黎雪釵 
呂彩嫺 

鄭詠怡 

25/10 
早堂 

趙振江 
呂彩嫺 
謝駿麒 

午堂 鄭詠怡 
鄭嘉慧 

詹志誠 
 

崇 拜 禮 儀 
宣  召 

敬  拜 
讀  經                      賽 61:1-4 

宣  道                     基督徒的召命 

奉  獻                      主賜我異象 
家事分享及祝福   佘健誠牧師 / 佘健誠牧師 / 張大華牧師 / 佘健誠牧師 
 

 

 

 

 

 

 

 

 

 

 

 

 

 

 

 

 

 
 

一同執拾 / 彼此問安 

家事分享 

1. 承蒙以利亞使團總幹事劉世增牧師蒞臨講道，不勝感激，謹此致謝，
主內勞苦，願主親自報答。 

2. 今星期六（24/10）陳智衡牧師由義務宣教師成為本堂牧師（非受薪），
並於今星期日（25/10）週日午堂內進行差遣禮，請弟兄姊妹記念。 

3. 張大華牧師於 2021 年 1月 1 日正式退休，在此代表教會再次多謝張
牧師過去 25 年來在沙田堂的忠心服侍。張牧師多次分享他退休後的
生活和服侍方向，會繼續關心海外宣教和參與職場轉化的工作，同時，
執事們也關心張牧師退休後在本堂的服侍和連繫，經過彼此多次洽商
後，於 202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在執事會商討後，執事會議決
通過正式邀請張牧師於退休後擔任本堂的「職場事工顧問」
（marketplace ministry advisor）（非受薪），日後張牧師繼續與教會
弟兄姊妹們在職場上互相支持禱告，這亦是張牧師一直投入的服侍方
向。故此，張牧師即時答應這個的邀請，請各位弟兄姊妹在私禱中記
念張牧師退休後的生活和服侍，願主繼續祝福張牧師。 



 

週六午堂敬拜詩歌 
 

主祢本為大 

詩集：傳耶穌 2，21 

主祢本為大 當受極大讚美 在我們神至聖城中 願全地都喜樂 

主在祢裏面我們已有權柄 能戰勝黑暗眾仇敵 今向祢來敬拜 

副歌：主我們高舉祢至聖尊名 主我們何等感謝 因祢為我成就大事 

主我們信靠祢無比大愛 主惟有祢是永遠上帝 祢聖名在天地之上 

 

何等榮美的名 

曲：Ben Fielding & Brooke Ligertwood  中文譯：約書亞樂團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1. 祢就是太初神的道 至高主與神同在 在造物中隱藏祢榮耀 今顯明在基督裡 

副歌 1：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榮美的名 耶穌的聖名 

2. 為了與我們同享天堂 祢帶著天國降臨 我罪雖重 但祢愛更深 我們永遠不分離 

副歌 2：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耶穌的聖名 

這是何等奇妙的名 耶穌的聖名  

*死困不住祢 幔子已挪去 罪和陰間屈服於祢 

與天堂歡慶 祢榮耀顯明 死裡復活祢得勝利 

祢無所匹敵 祢無人相比 耶穌掌權直到永遠 

國度屬於祢 榮耀屬於祢 超乎一切我主聖名 

副歌 3：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我王耶穌基督聖名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無一事物相比 這是何等大能的名 耶穌的聖名 

 

我深渴望 

曲：Yordan Kurniawan  中文譯：高安妮、周巽光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天父 我呼求祢來恢復我們的心 讓為父的心意轉向他們所愛的兒女 

吸引這個世代感受祢的同在 來醫治恢復我們 

開啟祢的兒女經歷祢的大愛 祢的愛 

*我的心何等渴望 祢恢復這屬於祢的世代 

願祢國度完全彰顯 在這地就如同在天上* 

 

甦醒教會 

曲、詞：清泉  版權屬清泉所有 

看萬國萬民正走向祢 再度親近 兒女離開惡行 悔改禱告 轉向父神 

聽祢的吩咐 常於心裡 教導遵行 重建祢的教會 拆毀故舊 被祢更新 

副歌：願我緊握天國的鑰匙 帶領我謙卑奉獻 天上釋放與捆綁 地上高舉手爭戰 

教會今天可再讓祢喜悅 靈魂甦醒 洗擦這眼眸 遍野的莊稼熟透 

呼召差遣不中止 直到成全祢旨意 歷世代相信祢 萬國度正回轉歸祢 

*看見異象 聽見異夢 年老或幼 同心栽種 用我性命為祢歡呼收割 

世世代代 按祢受造 求告着祢 齊聲宣告 被擄被囚的今可得釋放* 

 

主賜我異象 

版權屬高接觸有限公司所有 

主賜我異象來委身香港 主叫我看見靈風在吹 

主叫我聽見人心的呼喚 憑信望愛 復興要降到這地 

副歌：我願眾膝歸降 齊來敬拜主 我願眾口讚祂為生命主 

以禱告打開天庫 讓聖靈膏抹到 叫主美好旨意成就在這地 



 

週六晚堂敬拜詩歌 
 

將天敞開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同在降下來 

將天敞開 祢的榮耀降下來 萬國讚嘆祢 祢是榮耀君王 

副歌：天上地下合一敬拜 歡呼耶穌基督 聖潔羔羊 榮耀歸於祢 

天上地下 在永恆裡敬拜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讓一切焦點轉向祢 

神就在這裡 我們歡迎祢 寶座前敬拜不停息** 

 

我安然居住 

曲：鄭孆薇  詞：鄭孆薇、楊麗珊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我來到祢寶座 獻上我的禱告 在這寧靜時刻 我聽見祢的聲音 

因為祢的愛 已經找到了我 使我配得走進 祢的同在裡 

*在這安靜時刻 祢聆聽我呼求 享受在祢的榮耀聖潔中* 

副歌:求祢仰起臉來光照我的心 祢使我心充滿了快樂 

主啊 祢是我全然信靠 耶和華使我安然居住 

 

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愛 

曲：Park Hee Jeong  中文譯：張漢業  版權屬 CCMSKY所有 

1.我要歌唱天父奇妙的愛 我要歌唱天父無限恩惠 

祂的愛永不會改變 永不會虛偽 永遠信實的慈愛 

2.壓傷的蘆葦祂不會折斷 將殘的燈火祂也不吹滅 

祂的愛永不會改變 永不會虛偽 永遠信實的慈愛 慈愛 

副歌：祂的愛為我罪釘十架 為我從死裡復活 耶穌基督 為我再來的君王 

我深信 無論是生是死 天使或空中掌權者 都不能使我與基督的慈愛隔絕 

 

成為祝福 

曲、詞：羅嘉雁  版權屬約書亞樂團所有 

祢呼召我離開本地 我舒適的地方 心中會軟弱 雙腳會顫抖 但祢賜我力量 

我的生命獻上在這祭壇上 預備自己被祢擴張 

祢的帶領總是超乎我想像 我願順服 我願降服於祢 

*成為祝福 我願意獻上我生命 願祢滿足 我願意跟隨祢腳步 

成為祝福 我要一生頌讚祢名 

我願獻上所有 毫無保留 讓那地因我順服而得福* 

 

主賜我異象 

版權屬高接觸有限公司所有 

主賜我異象來委身香港 主叫我看見靈風在吹 

主叫我聽見人心的呼喚 憑信望愛 復興要降到這地 

副歌：我願眾膝歸降 齊來敬拜主 我願眾口讚祂為生命主 

以禱告打開天庫 讓聖靈膏抹到 叫主美好旨意成就在這地  



 

週日早堂敬拜詩歌 
 

一首讚美的詩歌 

曲、詞：朱浩權 版權屬沙田浸信會所有 

願那讚美的聲音在這空間響遍 願那敬拜的心聲永不休止 

願我心中所有意念 此刻都交主的手裏 心中只想獻奉我深心敬拜 

副歌：人活著原是要歌頌讚揚 創造我的主 祢是配得榮耀 

人活著原是要將榮耀歸祢 一首讚美的詩歌 願帶我到寶座前敬拜 

 

凡有耳可聽 

曲、詞：黑叔叔 

晨曦 那道榮光 讓我內心得溫暖 

照亮體溫 叫我堅允 是祢的香氣 令我不至缺少 

縱使生命江河中 浪會高風急勁 曾經他憑著信 能夠海中走過 

**燃點起熱熾的心 如今去為祢爭戰 

全心仰望祢 全屬祢 投靠祢得勝 

神已經掌管萬有一切 來充滿著我燃亮我 讓我唱頌讚美 

全心的實踐使命 尋找那落泊失喪 神必引導我 提示我 凡有耳可聽 

如鴿子降下住在我心裏 來充滿著我燃亮我 直到地極見證** 

 

來合一啦 

詩集：來合一啦！，1  版權屬 Touch Music 所有 

頌樂妙曲響遍遍 信眾無分尊卑他我 靈裡眾心譜和諧 同歡唱主愛歌 

願我教會心串串 情誼合一肝膽相照 互勉愛心志昂揚 同高舉主耶穌 

來合一啦 活出真愛與捨己 來作工啦 贏得香港這片地 

團結發揮真的愛 煥發信心創未來 願見香港歸我主 

來合一啦 同舟甘苦也與共 來作工啦 未得之處得恩寵 

盡獻丹心跨千里 務要蒼生得真理 同讚基督王之王 

 

主賜我異象 

版權屬高接觸有限公司所有 

主賜我異象來委身香港 主叫我看見靈風在吹 

主叫我聽見人心的呼喚 憑信望愛 復興要降到這地 

副歌：我願眾膝歸降 齊來敬拜主 我願眾口讚祂為生命主 

以禱告打開天庫 讓聖靈膏抹到 叫主美好旨意成就在這地  



 

週日午堂敬拜詩歌 
 

從早晨到夜晚 

曲：游智婷  詞：鄭懋柔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1. 早晨我睜開眼睛 渴望聆聽祢聲音 

心中思想祢的好 更多與祢來親近 

2. 夜晚我仍要歌唱 向祢闡明我心意 

敬拜化成一首歌 單單要唱給祢聽 

副歌：從早晨到夜晚 從曠野到高山 親愛主 我要稱頌祢美名 

從早晨到夜晚 祢愛永不止息 親愛主 一生緊緊跟隨祢 

**我的主 我愛祢 我要誇祢的愛無止盡 

我的主 我愛祢 我要誇祢的愛無止盡** 

 

君王就在這裡 

曲、詞：曾祥怡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聖潔耶穌 祢寶座在這裡 哈利路亞 祢榮耀在這裡(x2) 

副歌：君王就在這裡 我們歡然獻祭 擁戴祢為王 榮耀都歸於祢 

君王就在這裡 大能彰顯這地 和散那歸於至高神主耶穌 

**更多更多來高舉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呼喊祢的名 

更多更多來承認祢是主 直到那日 我再見祢的面** 

 

我的救贖者活著 

曲：游智婷 詞：萬美蘭、游智婷 版權屬讚美之泉所有 

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深谷迷失時 祂領我走正義路 

我知道 我的救贖者活著 祂是永活的主 

當我在曠野孤獨時 祂伴我作我的燈 

副歌：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心不再憂慮 

我要在每一個日夜中 領受祂的豐盛之愛 

我知道我的救贖者永遠活著 我靈不再沉睡 

當號角響起的那一天 我將見祂榮光之面 

 

主賜我異象 

版權屬高接觸有限公司所有 

主賜我異象來委身香港 主叫我看見靈風在吹 

主叫我聽見人心的呼喚 憑信望愛 復興要降到這地 

副歌：我願眾膝歸降 齊來敬拜主 我願眾口讚祂為生命主 

以禱告打開天庫 讓聖靈膏抹到 叫主美好旨意成就在這地 



 

講壇信息 
 
日期：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講員：劉世增牧師 
講題：基督徒的召命 
經文：以賽亞書 61:1-4 

1 主耶和華的靈在我身上，因為耶和華用膏膏我，

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的人，差遣我醫好傷心的人，

報告被擄的得釋放，被囚的出監牢；2 報告耶和華

的恩年，和我們神報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3 賜華冠與錫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塵；喜樂油代替

悲哀，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使他們稱為公義樹，

是耶和華所栽的，叫他得榮耀。4 他們必修造已久

的荒場，建立先前淒涼之處，重修歷代荒涼之城。 
 
 

 

 

 

 

 
 

---------------我的回應----------------- 
日期： 二零二零年十月二十四、二十五日 
講題： 基督徒的召命 講員： 劉世增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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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傳道書 3:1,11。求聖靈充滿教會明白上帝在這時代的心意，讓弟兄
姊妹實踐主的召命，除了要發揮所長為主用（作事 doing），建立神
的國度，更需要追求靈命品格的成熟（為人 being），並與主更親近
的關係。他們彼此相愛，彼此守望代禱，一起學習和實踐主的道，
建立行道的群體，在家庭、在校園，在職場，在社區中見證神。 

2. 求聖靈幫助弟兄姊妹有主耶穌憐憫的心腸，並有聖靈的能力去實踐
和服侍萬民的宣教使命，並在本地服侍貧窮人，讓他們經歷主的愛，
得聞褔音信靠主！求主引領，並能賜恩加力予他們！ 

3. 求聖靈充滿和激勵弟兄姊妹能夠隨時多方禱告祈求，為個人生命，
為教會，為香港復興，為主的國度臨在禱告，經歷主的大能和奇妙
作為！ 

4. 請為同工會制定教會未來的事工方向和計劃禱告，求主賜智慧和帶
領，按著主的旨意而行，進到主的命定！ 

宣教伙伴同工： 
請為柯柏文大黃鋒代禱，他們近來比較忙於線上唱歌，連結不同的城市
的人一起代禱，看到天父感動不同的人成為禱告大軍，很感恩。另外，
有很多傳言冬天會再封城，這次可能封三個月，他們都要儲定糧食作準
備。 
肢體： 
1. 請為沈嘉麗姊妹代禱，求主安慰她的心，她的媽媽蔡慧雯姊妹的出

殯禮定於 30/10(五)早上 10 時 30 分在威爾斯醫院舉行，靈柩隨即
前往富山火葬埸火葬，求主帶領和安慰，賜平安和盼望。 

2. 請為沙勉區葉許佩紅姊妹的丈夫葉銘才先生代禱，感恩！他的上週
做的通波仔手術，十分順暢，求主幫助他經歷主的信實和恩典後，
主除去他心中的障礙，更早認定主耶穌是他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得
享主的福樂！ 

香港： 
1. 在疫情下，經濟下滑，政府公佈最新的整體失業率為 6.1%，市民失

業是重要的問題，求主幫助，讓政府及有心人仕能制定合宜的政策，
能幫助失業大軍面對經濟和生活的壓力！ 

2. 未來兩三年，香港面對大規模移民潮，據推測，會有 75-100 萬人移
民，主要是中產和高學歷的人士，這將帶來不同界別和層面的變動
和衝擊，求主幫助港人無論去或留都有著生命的動力、好的適應力
和應變能力，健康的身心靈。 
請為香港的眾教會代禱，求主賜智慧給牧者和領袖能適切地牧養會
移民或留港或未決定去留的弟兄姊妹，幫助他們無論在何處都能活
出主的召命，見證榮耀主。   



 

 
 
 

 



 

2020年第四季裝備中心課程 
 

SL118  裏外的醫治：情緒與話語  更新截止日期 
主    辦：中華基督教會沙田堂           協  辦：以利亞使團 

日  期：6/11-18/12（逢週五）            

時  間：7:45pm-9:45pm 

地  點：幼稚園禮堂或視像上課（視乎疫情而定，屆時通知參加者） 

導  師：劉世增牧師和以利亞使團的同工 

課程目的：  1. 從心靈醫治的角度，認識情緒受傷得醫治的途徑； 

2. 靠著聖靈的能力，學習捍衛自己的情緒，脫離壓抑與捆綁； 

3. 幫助信徒認識負面說話對自己的影響，棄絕謊話與內在誓言。 

課程特色： 1. 聖經教導 -   整合聖經中有關情緒與話語的真理，使人得著醫治

和釋放。 

2. 集體服侍 -   按當日主題，藉禱告和聖靈能力醫治釋放學員們的

傷痛。 

課程大綱： 

日期 主題 內容 

6/11 心靈醫治及記憶醫治 
1. 認識何謂心靈醫治 

2. 了解記憶醫治的原理 

13/11 防衞機制與情緒系統的醫治 

1. 處理及接納情緒，交出情緒主權給神  

2. 認識過度運用防衞機制如何傷害情緒 

系統並為此認罪。  

20/11 困擾情緒的醫治 
1. 從心靈醫治角度處理困擾情緒 

2. 如何處理抑鬱和憤怒情緒 

27/11 靈界動力與情緒醫治 

1. 認識情緒和靈界/聖靈的關係  

2. 學習捍衛自己的情緒健康， 

抵擋靈界入侵，讓聖靈醫治情緒 

4/12 負面說話與心思的醫治 
1. 負面說話從負面心思開始  

2. 棄絕負面的說話 

11/12 謊話與內在誓言的醫治 
1. 從聖經中認識話語的威力  

2. 意識及棄絕謊話、內在誓言及其影響 

18/12 裏外更新：分享‧祈禱 

對  象：渴慕生命成長和更新的弟兄姊妹                網上報名： 

費  用：$350 

參考書籍（請自行購買）： 

1.《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劉世增著  

2.《點舌成金》，喬依絲．邁爾 (Joyce Meyer)著 

截止日期：28/10（三） 

報名：網上/實體崇拜後報名，  查詢：王桂芳牧師      https://bit.ly/343RPK7 
  



 

 
TH101洗禮班【組員五星級】 

導師：佘健誠牧師、鄭詠怡宣教師、謝駿麒宣教師    更新上課及截止日期  
日期：18/11/2020 至 20/1/2021 (逢週三晚)  
時間/地點：Zoom網上教學 晚上 8:30-10:15  
或博康幼稚園 (實體教學)晚上 8:00-9:45 (視乎疫情)      
對象：凡擬申請成人洗禮、堅信禮、轉會禮者               
費用：免費           截止日期：15/11(日) 

堂數 日期 負責同工 主題內容 備註 

1 18/11 佘健誠 認識教會（中華基督教會）  

2 25/11 佘健誠 認識聖禮  

3 2/12 鄭詠怡 認識天父  

4 9/12 鄭詠怡 認識耶穌 交得救見證 

5 16/12 謝駿麒 認識聖靈  

6 23/12 謝駿麒 認識聖經  

7 30/12 鄭詠怡 認識救恩  

8 6/1 鄭詠怡 成聖之路  

9 13/1 謝駿麒 事奉與奉獻  

10 20/1 謝駿麒 佈道與宣教 約見同工 

 待定   約見執事 

 待定  洗禮綵排  

  2021年 5月 23日 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  

報讀要求： 
1. 信主一年或以上 
2. 返沙田堂小組及崇拜一年或以上（以報名當日起計算） 
3. 申請洗禮者必須已經接受初信栽培                          網上報名： 
4. 必須經組長確認資格及推薦，若沒有小組者， 

亦需得牧者確認資格及推薦。 
課程目標： 
1. 認識基督教的基本信仰（主要以＜使徒信經＞內容為藍本） 
2. 認識信徒的本份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堂授課時間：1小時 45分鐘） 
2. 出席率不得少於 80%(可於下期洗禮班補課）       https://bit.ly/33YkiAU 
3. 於第四堂交個人得救見證；背誦＜使徒信經＞（課程完結前） 
4. 轉會者必須參加認識教會和認識聖禮這兩堂，其餘可自由參加。 

 

嬰孩洗禮 

若有肢體想在聖靈降臨節洗禮聯合崇拜中，                 網上報名： 
讓自己的兒女接受嬰孩洗禮，請從速報名嬰孩洗禮班。 
導師：佘健誠牧師 
日期：2020年 12月 6日(日) 
時間：下午 2時-3時 
地點：Zoom網上教學     截止日期：29/11(日) 
資格：其兒童的父母必須是已受洗的信徒， 
並一起出席嬰孩洗禮班和該日的洗禮聚會。          https://bit.ly/362AAvq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