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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主 日 
            週 六 崇 拜 程 序      081219 

 

主席：梁慧思姊妹 

 

 

敬    拜──────────────────────敬拜隊 

「向至高者讚美」 

「憐憫」 

「願祢國度降臨」 

 

讀  經────主題：聆聽主道‧更新盼望────張耀宏弟兄 

    

舊  約：以賽亞書   11：1-10   (舊約 1013 頁） 

福  音：馬太福音    3：1-12   (新約 5 頁） 

書  信：羅馬書     15：4-13   (新約 244 頁）    

    

講  道──────講題：一視同仁的福音─────杜頤弟兄 

 

奉  獻─────────「憐憫」──────────眾坐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教牧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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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 主 日 
  主 日 崇 拜 程 序 

  
 

主席：葉灼玲姊妹               司琴：鄧少琴信姊妹 
 
 
始禮頌─────────────────────────眾坐 

 
以 馬 內 利 

 
以馬內利，以馬內利，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神同在，在我裏面， 
祂名稱為以馬內利。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主席    
 

大山小山都要因公義使百姓得享平安。     (詩篇 72：3） 

 
唱  詩──────「久望耶穌歌」(普頌 87 首)──────起立同唱 
 
啟應禱文─────────────────主席讀啟，會眾讀應 

 

啟：主耶和華啊，你是我所盼望的；自我年幼，你是我所倚靠的。 
應：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他而來。 

啟：願賜盼望的上帝，因你們的信把各樣的喜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
使你們藉着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應：我們是靠着聖靈，憑着信心，等候所盼望的義。 

啟：聖經都是為教導我們寫的，要使我們藉着忍耐和因聖經所生的安
慰，得着盼望。 

應：願賜忍耐和安慰的上帝使我們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穌。 

啟：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
是有益的。 

應：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啟：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 
應：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裏，免得我得罪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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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  禱────────────────────────主席 
 
主 禱 文───────────────────默禱後細聲同唱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 

願父的國降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 

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 

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惡； 
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唱    詩─────「聖言常存歌」(普頌 234 首)─────起立同唱 
 

讀  經─────主題：聆聽主道‧更新盼望────曾淑雯姊妹 

 

舊  約：以賽亞書   11：1-10   (舊約 1013 頁） 

福  音：馬太福音    3：1-12   (新約 5 頁） 

書  信：羅馬書     15：4-13   (新約 244 頁）    
 

獻  詩─────────在那刻 (頁4)───────本堂詩班 

 

講  道──────講題：一視同仁的福音──────杜頤弟兄 

 
唱  詩─────「成聖工夫歌」(普頌 617 首)─────起立同唱 
 
奉  獻────────────────────────眾坐 

 
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牧禱及家事─────────────────────教牧同工 
 
祝福差遣───────────阿們頌───────祝福後同唱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阿  們。 

 
〈〈〈〈先先先先    讓讓讓讓    主主主主    禮禮禮禮    及及及及    詩詩詩詩    班班班班    退退退退    席席席席    ，，，，    會會會會    眾眾眾眾    默默默默    禱禱禱禱    後後後後    散散散散    會會會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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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班獻詩                          在那刻 
 

在那刻晚星閃，上帝國度漸近；但世間似是，仍未知曉。 

上帝愛子耶穌，臨罪世拯救罪人。原來自那一刻，全世上人同得主拯救望盼！ 
 

在那刻於東方，明亮星星將導引；上帝差博士，涉水攀山； 

為要找救主耶穌，奉上寶貴禮物。來尋覓世間真光，全世上人同得新方向導引！ 
 

基督耶穌謙卑降臨，流寶血為世人！救贖恩典完美無價！得恩典愛眷、永生的冀盼！ 
 

在這刻盼歌聲，像那天軍之頌唱；上帝的恩典，臨到世人！ 

望世間再得神恩，讓我禱告聖靈；唯求自這一刻，全世上人同得主恩惠大愛！ 

    

《《《《    家家家家    事事事事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    

《《《《    代代代代    禱禱禱禱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    

    

1. 歡迎首次蒞臨本堂聚會的朋友，敬請留下芳名，以便聯絡。 

2. 承蒙杜頤弟兄在週六及主日崇拜證道，本堂謹表歡迎並致謝忱。 

3. 本會印製的 2020 年月曆可以向領導團登記，以家庭為單位領取。 

1. 堂區議會聯席會議於 8/12(今主日)，2pm 在欣圍樓大禮堂舉行，敬請新舊
成員預留時間出席。 

2. 上週三(4/12)量血壓早餐會出席人數78人，下次為18/12，敬希垂注。 

3. 本堂在12月21日下午舉行佈佳音，在附近社區頌唱聖誕詩歌及派發聖誕禮
物，現招募詩班員，練習時間是14/12(六)及15/12(日)之崇拜後，請向領
導團報名。 

4. 請各團契團長、小組組長於31/12/2019前提交未申領款項之單據，並於明
年8/1/2020提交2019年度結餘帳目及2020年度預算申請款項。 

5. 本堂足球隊於12月8日下午八時參加福音足球聯賽與九龍城浸信會對賽，
地點為馬鞍山遊樂場，歡迎弟兄姊妹前來觀賽打氣。 

1. 今主日是基督將臨期第二主日，願主賜弟兄姊妹預備迎接基督再度降臨世
界的心。 

2. 為聖誕報佳音禱告，願主感動弟兄姊妹成為詩班員及禮物大使祝福社區，
將主的愛在聖誕期間與其他人分享。 

3. 為將在聖誕主日接受洗禮、轉會禮及兒童洗禮的弟兄姊妹/家⻑禱告，願主

讓他們在信仰中成⻑，⾒證基督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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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崇拜崇拜崇拜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事奉人員》》》》    
    

    7/12 7/12 7/12 7/12     8/128/128/128/12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李晴峯弟兄 曾頌為弟兄 
何文諾弟兄 余穎彤姊妹 

鄺月梅姊妹 曾兆基弟兄 鄧家強弟兄
曾靜文姊妹 李艷芬姊妹 謝曉盈姊妹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劉永楓弟兄 盧棠棣姊妹 沈立平弟兄 陳藹婷姊妹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陳重安弟兄 何文誦弟兄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林禮濤弟兄 葉俊傑弟兄/楊紹昌弟兄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梁家欣姊妹 

 
下
週

 14141414/12 /12 /12 /12     15151515/12/12/12/12    

主席主席主席主席    韋鍵鏘弟兄 周冠宗弟兄 
講員講員講員講員    曾兆基義務教士 曾兆基義務教士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敬拜隊 B 鄧美信姊妹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梁悅明姊妹 葉俊傑弟兄 
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投影片製作 麥浩邦弟兄 曾兆基義務教士 
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音響控制    宋振洲弟兄 郭瑞文弟兄 / 鄧家強弟兄 

節期節期節期節期     將臨期第三主日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    以賽亞書 35:1-10,馬太福音 11:2-11 雅各書 5:7-10 

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兒主導師    黃嘉恩姊妹 梁家欣姊妹 曾健恆弟兄 黃麗莉姊妹 

插花插花插花插花    李艷芬姊妹 
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領導員    周龍輝弟兄 陳俊達弟兄 

鄭雅盈姊妹 
陳福林弟兄 譚玉嬋姊妹 
謝再生弟兄 馮錦芳姊妹 伍愛玲姊妹

     30/1130/1130/1130/11    1/121/121/121/12    

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主日獻金    

堂費堂費堂費堂費    

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獻獻獻獻花花花花、、、、刊刊刊刊    

慈惠慈惠慈惠慈惠    

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宣教差傳    

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堂所發展    

兒主兒主兒主兒主    

午膳聯誼午膳聯誼午膳聯誼午膳聯誼    

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收割節    

聖餐慈善聖餐慈善聖餐慈善聖餐慈善    

434.00434.00434.00434.00    

18,340.0018,340.0018,340.0018,340.00    

100.00100.00100.00100.00    

    

    

    

    

    

    

    

212.00212.00212.00212.00    

1,417.501,417.501,417.501,417.50    

62,920.0062,920.0062,920.0062,920.00    

12,200.0012,200.0012,200.0012,200.00    

3,000.003,000.003,000.003,000.00    

1,620.001,620.001,620.001,620.00    

1,100.001,100.001,100.001,100.00    

    

250.00250.00250.00250.00    

1,150.001,150.001,150.001,150.00    

50.0050.0050.0050.00    

1425.001425.001425.001425.00    

總總總總                數數數數    19,086.0019,086.0019,086.0019,086.00    85,132.85,132.85,132.85,132.50505050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69696969 人人人人    129129129129 人人人人    

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聖餐人數數數數    42424242 人人人人    成人成人成人成人 113113113113 人人人人////    兒童兒童兒童兒童 10101010 人人人人    

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兒主人數    ////    17171717 人人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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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             十一月份財務報表   
 

支出項目

支出項目支出項目

支出項目 

  

 

全年預算

全年預算全年預算

全年預算 

  

 

 

  

 11

1111

11 月份

月份月份

月份 

  

  

  

 1

11

1-

--

-11

1111

11 月份

月份月份

月份 

  

 

2019

20192019

2019 預算

預算預算

預算%

%%

% 

  

 

收入項目

收入項目收入項目

收入項目 

  

 全年預算

全年預算全年預算

全年預算 

  

  

  

 11

1111

11 月份

月份月份

月份 

  

  

  

 1

11

1-

--

-11

1111

11 月份

月份月份

月份 

  

 

2019

20192019

2019 預算

預算預算

預算%

%%

% 

  

 

  

(a)

(a)(a)

(a) 

  

  

  

  

  

 (b)

(b)(b)

(b) 

  

 (b)/(a)

(b)/(a)(b)/(a)

(b)/(a) 

  

  

  

  

  

 (a)

(a)(a)

(a) 

  

  

  

  

  

 (b)

(b)(b)

(b) 

  

 (b)/(a)

(b)/(a)(b)/(a)

(b)/(a) 

  

 

同工薪津 1,498,000 101,110 1,162,033 77.6% 經常奉獻 3,574,000   211,857 2,731,695 76.4% 

行政 74,000    920 49,573 67.0% 節期奉獻 22,000    16,712 18,034 82.0% 

聖禮 26,500    3,024 21,958 82.9% 其他收入 16,000 
 

  

 9,217 57.6% 

節期 3,500 
 

  

 776 22.2%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68,602 110.6% 

事工 205,700  22,352 119,648 58.2% MIC 100,000 
 

  

 15,200 15.2% 

其他支出 147,300  28,996 102,841 69.8%   

 

 

  

  

  

 

 

總議會(欣)租金 62,000 
 

  

 68,602 110.6%  

 

 

  

  

  

 

 

MIC 100,000 
 

  

 15,200 15.2%  

 

 

  

  

  

 

 

總議會例捐 1,657,000 138,083 1,518,911 91.7%  

 

 

  

  

  

 

 

共支

共支共支

共支 

  

 3,774,000     294,485 3,059,540 81.1% 共收

共收共收

共收 

  

 3,774,000   228,569 2,842,749 75.3% 

經常費盈

經常費盈經常費盈

經常費盈(

((

(虧

虧虧

虧)

))

) 

  

 

 

  

 (65,916.49) (216,791)  

 

 

  

  

  

 

 

        228,569 2,842,749  

 

   228,569 2,842,749  

 

＊基 督 將 臨 節＊  
 
基督將臨節主日的禮拜和默想中心 

思想是注重悔改和儆醒，等候主的再臨，在主即將和隨 

時降臨的今日，應當趁早及時脫去暗昧的行為；故此， 

邀請弟兄姊妹現今就開始省察自己的生活，並以等候的 

心迎接將臨的基督。 

              ※將 臨 圈 ※ 

聖壇上放置將臨圈的習慣從德國開始，常用青樹技編織而成，象徵上

主永恆不變及新生命。圈中放置四或五枝蠟燭，象徵基督之光來到世

界，將黑暗驅走。紫色有期待、渴望及救贖之意；粉紅色代表喜樂，

於將臨期第三主日燃點，代表上主已臨近；中央白色代表耶穌基督真

光，於平安夜燭光崇拜中點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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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2019/202019/202019/202019/20 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聖誕及新年活動一覽】】】】    
    

    

註註註註：：：：22221111/12(/12(/12(/12(周六周六周六周六))))當天沒有周六崇拜當天沒有周六崇拜當天沒有周六崇拜當天沒有周六崇拜，，，，敬請留意敬請留意敬請留意敬請留意。。。。    

 

MEM 循道衞理佈道團循道衞理佈道團循道衞理佈道團循道衞理佈道團 x Watoto 兒童合唱團兒童合唱團兒童合唱團兒童合唱團 x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將軍澳堂  

合辦合辦合辦合辦                「We Will Go」音樂佈道會 

日期：2019 年 12 月 28 日（禮拜六） 

時間：午場 - 下午 1:30－3:00      晚場 - 晚上 6:00－7:30 

地點：將軍澳循道衞理小學 

地址：新界將軍澳唐俊街 15 號 

同日下午同日下午同日下午同日下午 3:003:003:003:00----4:304:304:304:30 設有不同攤位設有不同攤位設有不同攤位設有不同攤位    

（（（（照相館照相館照相館照相館、、、、遊戲區遊戲區遊戲區遊戲區、、、、精品區精品區精品區精品區、、、、福音區福音區福音區福音區、、、、祈禱區等祈禱區等祈禱區等祈禱區等）。）。）。）。 

Watoto 兒童合唱團的孩子由烏干達遠道而來，為數以百萬計的非洲孤兒

和寡婦發聲。他們有不同的故事，都是被遺棄、生命脆弱的一群，他們為

全世界到訪演出的城市，帶來希望的訊息。音樂會製作充滿澎湃活力，演

繹現代非洲音樂和舞蹈，孩子們會分享他們如何從黑暗的人生，走進充滿

意義的生命，基督救恩所帶來的奇蹟和歡樂。 

講員：李炳光牧師（MEM 團長） 

免費入場，門票先到先得，歡迎各屆人士及邀請未信主親友出席。 

索取門票：請聯絡 MEM 同工：3725 4566 或 電郵：admin@mem.hk 

內內內內        容容容容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聖誕主日崇拜聖誕主日崇拜聖誕主日崇拜聖誕主日崇拜    

暨暨暨暨    聖洗禮聖洗禮聖洗禮聖洗禮    

22/22/22/22/12/2019(12/2019(12/2019(12/2019(日日日日) ) ) ) 

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聖誕佈佳音聖誕佈佳音聖誕佈佳音聖誕佈佳音    21/12/2019 (21/12/2019 (21/12/2019 (21/12/2019 (六六六六) ) ) ) 

3:00p.m.3:00p.m.3:00p.m.3:00p.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平安夜燭光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24/12/2019 (24/12/2019 (24/12/2019 (24/12/2019 (二二二二) ) ) ) 

8:00p.m.8:00p.m.8:00p.m.8:00p.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年更感恩分享會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31/12/2019 (二二二二) ) ) ) 

7777::::33330p.m.0p.m.0p.m.0p.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立約立約立約立約////受託受託受託受託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4444----5/01/20205/01/20205/01/20205/01/2020    

    5:30p.m.5:30p.m.5:30p.m.5:30p.m.／／／／11:00a.m.11:00a.m.11:00a.m.11:00a.m.    

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中學大禮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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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 

晨曦祈禱會 
晨曦祈禱會在二０一三年七月北角衞理堂重建計劃籌劃 

之初期開始、逢禮拜四早上七時舉行，至今已舉行 335 次， 

深信眾弟兄姊妹獻呈之恆常及信心之禱告，必蒙上帝之悅納。 

承蒙十位教牧同工由本年九月起至明年六月（每月第一個禮拜四）參與晨曦祈

禱會，並分享信息及為本計劃獻上禱告及祝福，參與之堂會宣教同工及出席人

數臚列如下——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堂會堂會堂會堂會    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堂主任    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出席人數    

九月五日 將軍澳堂 余勝意牧師 42 人（包括 9 位將軍澳堂之弟兄姊妹） 

十月三日 救主堂 謝志宏牧師 28 人 

十一月七日 北角堂 陳德昌牧師 28 人（包括黃德馨牧師及 2 位姊妹） 

十二月五日 筲箕灣堂 梁慈光牧師  

二二二二００００二二二二００００年晨曦祈禱會資料年晨曦祈禱會資料年晨曦祈禱會資料年晨曦祈禱會資料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堂會堂會堂會堂會    宣教同宣教同宣教同宣教同工工工工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堂會堂會堂會堂會    宣教同工宣教同工宣教同工宣教同工    

一月二日 愛華村堂 何慧儀牧師 四月二日 鴨脷洲堂 卓廸舜會吏 

二月六日 觀塘堂 林  津牧師 五月七日 香港堂 劉家輝宣教師 

三月五日 禧恩堂 趙秀娟會吏 六月四日 馬鞍山堂 陳建基牧師 

晨曦祈禱會於北衞 Teen 地（北角英皇道 250 號北角城中心 18 樓 1810 室）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齊來參加，一同為重建計劃獻上禱告。 
 

「西北的呼喚 心靈的觸動」 

洪水橋宣教遠象祈禱會(六) 

「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馬太
福音 7:7）感謝天父在洪水橋宣教事工上一直引領和開路。往後每季的祈禱
會，我們都會在洪水橋一所由基督徒開辦的「晶晶中英文幼稚園」舉行，同時
探索未來一、兩年在區內的宣教工作，並積極呼籲弟兄妹回應在區内開設佈道
所的異象。 

我們很需要你一起來禱告和參與教會在新界西北洪水橋的宣教工作。現將
第六次祈禱會之詳情臚列如下—— 

日期：2019 年 12 月 8 日（主日） 

時間：下午 3:00-5:30 
地點：晶晶中英文幼稚園 

（元朗洪水橋丹桂村路 1 號麗虹花園 4-5＆
10-12 號地下樓） 

內容：敬拜（九龍堂），聖誕信息（卓迪舜會吏），為「晶晶中英文幼稚園」、
未來一、兩年的宣教工作和在區內開設佈道所的跟進事宜祈禱，在洪水
橋社區派發聖誕禮物包及介紹本會區內之工作，聖誕聯歡茶聚。 

交通：建議乘搭西鐵至天水圍站：轉乘 3 號月台去友愛 751 輕鐵，至洪水橋站
下車  

* 2:15 至 3:15 有天水圍堂弟兄姊妹在洪水橋輕鐵站指引與會者步行
約五分鐘至聚會點 * 

歡迎即場報名 

積極支持積極支持積極支持積極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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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００００二二二二００００年教會月曆年教會月曆年教會月曆年教會月曆    
本會每年印製教會月曆送贈會友，二０二０年之主題為「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以介紹本會之循道衞理佈道團及「信仰分享」運動為內容。

月曆並附印本會所有單位之通訊資料，敬希會友向所屬堂會領用；有意

額外購買送贈親友者請致電 2528 0186 / 3725 4527 與本會出版編輯徐

瑞華姊妹聯絡，謝謝！ 

 

本會海外宣教委員會主辦 

認識宣教從挑戰視野開始認識宣教從挑戰視野開始認識宣教從挑戰視野開始認識宣教從挑戰視野開始    
普世宣教展望課程 

 

從聖經基礎、宣教歷史、跨越文化、生命策略等 

四個不同主題，探討普世宣教之展望和實踐 

並認識本會海外宣教之歷史及現況 

 

講  員：獲得香港差傳事工聯會檢定教師資格之本會同工及信

徒 

課  程：共有四堂—— 

日期：2020 年 1 月 7 及 14 日；2 月 4 及 18 日（禮拜二） 

地點：本會香港堂（香港灣仔軒尼詩道 36 號） 

時間：7:30-9:30pm 

對  象：１．本會宣教學習團參加者； 

     ２．各堂宣差組成員；及 

     ３．有志認識及支持海外宣教之信徒 

費  用：每位$100（包括教材）   

名  額：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報  名：請於本會網頁 www.methodist.org.hk「近期活動」下

載報名表，於十二月三十日前連同報名費（支票抬頭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交回總議會辦事處（香港灣仔

皇后大道東 271 號衞斯理大樓十四樓） 

備  註：完成四課後，有機會被推薦參加香港差傳事工聯會之

教學指引班，成為本課程之檢定教師 

查  詢: 請致電 2528 0186/3725 4529 與 

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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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服侍本地印尼傭工事工 

需要大家的代禱、支持、指導、參與及關愛 

興趣班/特別活動 

本事工於愛秩序灣開展至今，轉瞬五載，每主日除早上十時半至中午十

二時舉行崇拜外，下午亦舉辦戶外活動或不同之興趣班。二０一九年十

二月上旬至二０二０年一月初在筲箕灣區之活動安排如下—— 

Date 14:00-15:15 15:45-17:00 

Dec 8, 15, 29 Cantonese 廣東話班 Guitar 結他班（Part 2） 

Dec 22 12:00-15:00 
Christmas Service and Celebration 聖誕崇拜及聯歡 

Jan 1 
14:00-17:00 

6th Anniversary Indonesia Ministry Celebration 六週年慶
祝活動 

Jan 5 13:30-17:30 
Wise Managing Income – ENRICH 明智理財 

報名費用： Biaya pendaftaran  $10  $10  $10  $10  /pertemuan.（報名費每堂 $10  $10  $10  $10  ） 

請弟兄姊妹積極推介及代禱，如認識印尼傭工者，請鼓勵彼等參加，亦

請考慮擔任義工及奉獻支持本事工關懷及探訪工作之開支。如有查詢或

報 名 請 致 電 （untuk pendaftaran atau informasi lebih lanjut silahkan 

hubungi staff kami）與負責同工黃益虹牧師（Asih Susilowati）（電話：

95335791）或展愛蓓女士（April Ginting）（電話：90305956）聯絡。 

 

講 道 筆 記                                講員：杜頤弟兄 

講題： 一視同仁的福音 

經文： 羅馬書 15：4-1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