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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使命教會使命教會使命教會使命：：：：    
是高舉基督是高舉基督是高舉基督是高舉基督，，，，    
有聖靈能力有聖靈能力有聖靈能力有聖靈能力，，，，    
屬上帝的家屬上帝的家屬上帝的家屬上帝的家。。。。    
 

Mission Statement: 

To   be   a    Spirit -             

empowered  family  

of  God  that exalts 

Christ     

 

 

 

Worship Service at 
1031 Monroe Ave. NE  
Renton,  WA 98056 
Office: 1042 Lynnwood Ave. NE 
            Renton,  WA 98056 

Tel No:   425-CAN-LOVE   
              (425-226-5683)  
 

Website: https://eccskc.org 

E-Mail :eccskc@hotmail.com  

Mailing Address: 

     P. O. Box  59686 
     Renton, WA 98058 

 

 每週每週每週每週靈靈靈靈糧糧糧糧  
 

人難免都會想起往日的好時光人難免都會想起往日的好時光人難免都會想起往日的好時光人難免都會想起往日的好時光，，，，渴望渴望渴望渴望「「「「想當年想當年想當年想當年」」」」的那種感覺的那種感覺的那種感覺的那種感覺。。。。    

    

但對某些人來但對某些人來但對某些人來但對某些人來說說說說，，，，往日的時光裡卻只有痛苦的回憶往日的時光裡卻只有痛苦的回憶往日的時光裡卻只有痛苦的回憶往日的時光裡卻只有痛苦的回憶。。。。每當午夜夢醒時分每當午夜夢醒時分每當午夜夢醒時分每當午夜夢醒時分，，，，

那些失敗那些失敗那些失敗那些失敗、、、、沮喪沮喪沮喪沮喪、、、、夢想破滅的感受夢想破滅的感受夢想破滅的感受夢想破滅的感受，，，，還有命運的殘酷還有命運的殘酷還有命運的殘酷還有命運的殘酷，，，，又再一次浮上心又再一次浮上心又再一次浮上心又再一次浮上心

頭頭頭頭。。。。    

    

在追憶過去的在追憶過去的在追憶過去的在追憶過去的歲月歲月歲月歲月時時時時，，，，我們最好學習大衛那樣我們最好學習大衛那樣我們最好學習大衛那樣我們最好學習大衛那樣。。。。他透過默想上帝所成就的他透過默想上帝所成就的他透過默想上帝所成就的他透過默想上帝所成就的

一切美善一切美善一切美善一切美善，，，，去去去去「「「「追想古時之日追想古時之日追想古時之日追想古時之日，，，，思想思想思想思想祢祢祢祢的一切作為的一切作為的一切作為的一切作為，，，，默念默念默念默念祢祢祢祢手的工作手的工作手的工作手的工作」」」」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143143143143 篇篇篇篇 5555 節節節節）。）。）。）。當你開始數算上主慈愛的時候當你開始數算上主慈愛的時候當你開始數算上主慈愛的時候當你開始數算上主慈愛的時候，，，，就可以看見就可以看見就可以看見就可以看見祂過去祂過去祂過去祂過去

這些年來的賜福這些年來的賜福這些年來的賜福這些年來的賜福。。。。只有這些記憶只有這些記憶只有這些記憶只有這些記憶，，，，才能帶給我們最大的益處才能帶給我們最大的益處才能帶給我們最大的益處才能帶給我們最大的益處，，，，才能讓我們才能讓我們才能讓我們才能讓我們

發自內心地嚮往上帝的同在發自內心地嚮往上帝的同在發自內心地嚮往上帝的同在發自內心地嚮往上帝的同在，，，，渴慕祂的眷顧渴慕祂的眷顧渴慕祂的眷顧渴慕祂的眷顧。。。。只有這些記憶只有這些記憶只有這些記憶只有這些記憶，，，，才能把過去才能把過去才能把過去才能把過去

的歲月轉化成與主親密團契的時光的歲月轉化成與主親密團契的時光的歲月轉化成與主親密團契的時光的歲月轉化成與主親密團契的時光。。。。    

    

我曾聽我曾聽我曾聽我曾聽說一位老說一位老說一位老說一位老姊妹姊妹姊妹姊妹，，，，她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她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她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她會花上好幾個小時，，，，安安靜靜地坐著搖椅安安靜靜地坐著搖椅安安靜靜地坐著搖椅安安靜靜地坐著搖椅，，，，雙手雙手雙手雙手

交握擱在腿上交握擱在腿上交握擱在腿上交握擱在腿上，，，，就這樣凝視遠方就這樣凝視遠方就這樣凝視遠方就這樣凝視遠方。。。。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有一天，，，，她女兒問她她女兒問她她女兒問她她女兒問她：「：「：「：「媽媽媽媽，，，，您坐在那您坐在那您坐在那您坐在那

兒不講話兒不講話兒不講話兒不講話，，，，心裡在想什麼心裡在想什麼心裡在想什麼心裡在想什麼？」？」？」？」這位老姊妹眼睛一亮這位老姊妹眼睛一亮這位老姊妹眼睛一亮這位老姊妹眼睛一亮，，，，輕輕地回答輕輕地回答輕輕地回答輕輕地回答說說說說：「：「：「：「我我我我

在跟耶在跟耶在跟耶在跟耶穌講悄悄話呢穌講悄悄話呢穌講悄悄話呢穌講悄悄話呢！！！！」」」」    

    

甚願你我的往日時光與默想甚願你我的往日時光與默想甚願你我的往日時光與默想甚願你我的往日時光與默想，，，，都能把我們帶進都能把我們帶進都能把我們帶進都能把我們帶進祂的同在之中祂的同在之中祂的同在之中祂的同在之中。。。。    

    

耶穌應許永同在耶穌應許永同在耶穌應許永同在耶穌應許永同在，，，，    

任憑山高路險隘任憑山高路險隘任憑山高路險隘任憑山高路險隘；；；；    

不離不棄不孤單不離不棄不孤單不離不棄不孤單不離不棄不孤單，，，，    

基督是我永遮蓋基督是我永遮蓋基督是我永遮蓋基督是我永遮蓋。。。。    

 

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代禱事項     

    
1. 請為下列事項代禱請為下列事項代禱請為下列事項代禱請為下列事項代禱：：：：    

 請為請為請為請為敎敎敎敎會今年主題會今年主題會今年主題會今年主題「「「「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祈禱祈禱祈禱祈禱，，，，    願神建立南區證道堂願神建立南區證道堂願神建立南區證道堂願神建立南區證道堂

弟兄妹姊們弟兄妹姊們弟兄妹姊們弟兄妹姊們，，，，認定上帝是我們的認定上帝是我們的認定上帝是我們的認定上帝是我們的领领领领導導導導，，，，是我們的盼望是我們的盼望是我們的盼望是我們的盼望，，，，    信靠跟隨賜恩惠信靠跟隨賜恩惠信靠跟隨賜恩惠信靠跟隨賜恩惠

慈愛的天父慈愛的天父慈愛的天父慈愛的天父    。。。。    

 楊宗正牧師本年休醫療年假楊宗正牧師本年休醫療年假楊宗正牧師本年休醫療年假楊宗正牧師本年休醫療年假，，，，    長老團將每三個月長老團將每三個月長老團將每三個月長老團將每三個月，，，，查詢牧師健康情查詢牧師健康情查詢牧師健康情查詢牧師健康情

況況況況，，，，    請為楊牧師身體代禱請為楊牧師身體代禱請為楊牧師身體代禱請為楊牧師身體代禱，，，，求主力上加力求主力上加力求主力上加力求主力上加力，，，，平安康復平安康復平安康復平安康復。。。。    

 請為小請為小請為小請為小组组组组長長長長带带带带領牧養領牧養領牧養領牧養组组组组員及慕道朋友禱告員及慕道朋友禱告員及慕道朋友禱告員及慕道朋友禱告，，，，求求求求给给给给智慧的神智慧的神智慧的神智慧的神，，，，幫助他們的幫助他們的幫助他們的幫助他們的

需要需要需要需要，，，，加添他們的信心加添他們的信心加添他們的信心加添他們的信心。。。。    

 請為執事和他們的家庭代禱請為執事和他們的家庭代禱請為執事和他們的家庭代禱請為執事和他們的家庭代禱，，，，求神使用他們帶領羊群求神使用他們帶領羊群求神使用他們帶領羊群求神使用他們帶領羊群，，，，更信靠神的引更信靠神的引更信靠神的引更信靠神的引

導導導導，，，，完成神完成神完成神完成神给敎给敎给敎给敎會的使命會的使命會的使命會的使命。。。。    

 請為本教會家庭事工祈禱請為本教會家庭事工祈禱請為本教會家庭事工祈禱請為本教會家庭事工祈禱，，，，求神塑造蒙福的家庭求神塑造蒙福的家庭求神塑造蒙福的家庭求神塑造蒙福的家庭，，，，夫妻和睦恩愛夫妻和睦恩愛夫妻和睦恩愛夫妻和睦恩愛，，，，    同心同心同心同心

追求事奉追求事奉追求事奉追求事奉，，，，兒女靈命長進兒女靈命長進兒女靈命長進兒女靈命長進，，，，全家倚靠基督是主全家倚靠基督是主全家倚靠基督是主全家倚靠基督是主。。。。    

    

2. 請為下列事項感謝神並請繼續為教會事工的需要代禱請為下列事項感謝神並請繼續為教會事工的需要代禱請為下列事項感謝神並請繼續為教會事工的需要代禱請為下列事項感謝神並請繼續為教會事工的需要代禱：：：：        

 請為梁景請為梁景請為梁景請為梁景涵牧師和英語事工發展禱告涵牧師和英語事工發展禱告涵牧師和英語事工發展禱告涵牧師和英語事工發展禱告。。。。    

 求主施恩典求主施恩典求主施恩典求主施恩典，，，，幫助我們早日順利建堂幫助我們早日順利建堂幫助我們早日順利建堂幫助我們早日順利建堂，，，，以以以以預備一個更大的主日學場所預備一個更大的主日學場所預備一個更大的主日學場所預備一個更大的主日學場所，，，，

幫助我們各慕道友與信徒能有足夠的地方追求與學習神的話語幫助我們各慕道友與信徒能有足夠的地方追求與學習神的話語幫助我們各慕道友與信徒能有足夠的地方追求與學習神的話語幫助我們各慕道友與信徒能有足夠的地方追求與學習神的話語。。。。    

 為牧師為牧師為牧師為牧師、、、、長老長老長老長老、、、、    執事執事執事執事、、、、同工同工同工同工、、、、小組長及他們的家庭禱告小組長及他們的家庭禱告小組長及他們的家庭禱告小組長及他們的家庭禱告，，，，並幫助弟兄姐並幫助弟兄姐並幫助弟兄姐並幫助弟兄姐

妹互相關懷妹互相關懷妹互相關懷妹互相關懷，，，，堅固團契堅固團契堅固團契堅固團契，，，，教會教會教會教會。。。。個人建立持續的禱告生活個人建立持續的禱告生活個人建立持續的禱告生活個人建立持續的禱告生活，，，，並齊心廣傳並齊心廣傳並齊心廣傳並齊心廣傳

福音福音福音福音。。。。    
 

  

  

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歡迎大家參加南區証道堂 Welcome to ECCSKC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Sunday Worship 

國語主日崇拜國語主日崇拜國語主日崇拜國語主日崇拜 Mandarin Worship Service 11:00 AM 
英語主日崇拜英語主日崇拜英語主日崇拜英語主日崇拜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9:30 AM  
兒童主日崇拜兒童主日崇拜兒童主日崇拜兒童主日崇拜 Children Worship Service 9:30 AM 

—————————————————————————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Sunday School 
國語成人主日學國語成人主日學國語成人主日學國語成人主日學 Mandarin Adult Sunday School  9:30 AM 

英語成人主日學英語成人主日學英語成人主日學英語成人主日學 English Adult and College Sunday School 11:00 AM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初初初初高中主日學高中主日學高中主日學高中主日學 Youth Sunday School    11:00 AM 
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兒童主日學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00 AM  
—————————————————————————————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聚會聚會聚會聚會 Small Group 
小組小組小組小組 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 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第一組 每月第二每月第二每月第二每月第二、、、、四週六四週六四週六四週六 Renton/Bellevue 粵語粵語粵語粵語 

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第二組 每月第一每月第一每月第一每月第一、、、、三週五三週五三週五三週五  Renton/Kent 粵語粵語粵語粵語 

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第三組 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   Renton/Bellevue 國國國國/英英英英 

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第四組 每月第一每月第一每月第一每月第一、、、、三週六三週六三週六三週六   Bellevue/Eastside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第五組第五組第五組第五組 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 Renton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第六組 每月第一每月第一每月第一每月第一、、、、三週六三週六三週六三週六 Bellevue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第七組第七組第七組第七組 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 Kent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第八組第八組第八組第八組 每週四每週四每週四每週四 Renton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第九組第九組第九組第九組 每週二每週二每週二每週二 Renton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第十組第十組第十組第十組 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每週五  Renton 國國國國語語語語 
————————————————————————————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Fellowship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 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聚會時間 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聚會地點 語言語言語言語言 
青少年團契青少年團契青少年團契青少年團契 每月第二每月第二每月第二每月第二、、、、四週六四週六四週六四週六 Renton 英語英語英語英語 
姐妹團契姐妹團契姐妹團契姐妹團契 每月第二週六每月第二週六每月第二週六每月第二週六 Renton/Bellevue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康寧團契康寧團契康寧團契康寧團契(年長年長年長年長）））） 每月第四週六每月第四週六每月第四週六每月第四週六 Renton 國語國語國語國語 
—————————————————————————————             

詩班詩班詩班詩班 Choir 
國語詩班國語詩班國語詩班國語詩班 Mandarin   每週每週每週每週日日日日下午下午下午下午 1:00-2:30 

————————————————————————————                     
 

教會圖書室教會圖書室教會圖書室教會圖書室 Church Library 

位於教會辦公室位於教會辦公室位於教會辦公室位於教會辦公室 主日主日主日主日 Sun. 12:45- 1:30 PM 

 

1042 Lynnwood Ave. NE Renton, 98056  

 

 2019 年年年年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季度財務報告季度財務報告季度財務報告季度財務報告 

累累累累計計計計

收支收支收支收支 

第第第第四四四四季度季度季度季度 一月一月一月一月至至至至十十十十二二二二月月月月 

 收收收收  入入入入 支支支支  出出出出 收收收收  入入入入 支支支支  出出出出 

常費常費常費常費 178,628.35 78,980.00 468,611.79 314,680.72 

宣道宣道宣道宣道 3,097.00 19,638.37 11,537.00 58,271.66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 12,705.00 
0.00 

31,390.00 
0.00 

慈善慈善慈善慈善 643.00 
2,000,00 

2,683.00 
12,500.00 

 

To listen to English translation, please dial 319-527-9155 with Access Code 

658521. If you need to borrow a cellphone, please talk to one of the 

users.  Translation usually begins when the sermon starts.  

 

 

 

2020 年主題年主題年主題年主題::::    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耶和華是我們的牧者者者者 

Annual Theme:  The Lord is our shephe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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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值勤⻑老：張允斌⻑老 

 

 

 

 

 

 

 

 

 

 

 

 

 

 

 

 

 

聚聚聚聚    會會會會        程程程程        序序序序    
ORDER OF WORSHIP 

    

    二二二二 0000 二二二二 0000 年年年年二二二二月月月月二二二二日日日日        上上上上午午午午十一十一十一十一時時時時    
         February 2, 2020     11:00 AM 

    
 

序序序序 樂樂樂樂  

Prelude                                               

 
默默默默 禱禱禱禱 

Silent Prayer  

        
宣宣宣宣 召召召召 詩篇詩篇詩篇詩篇    103:3-5 

Call to Worship Psalms 103:3-5 

 
頌頌頌頌 讚讚讚讚 敬拜主敬拜主敬拜主敬拜主 

Praise Singing 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我的牧者我的牧者    

    若這不是愛若這不是愛若這不是愛若這不是愛    

    一生愛你一生愛你一生愛你一生愛你    

 
禱告禱告禱告禱告 /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奉獻是敬拜的一部分       
Prayer / Offering 奉獻奉獻奉獻奉獻箱置於禮堂入口處箱置於禮堂入口處箱置於禮堂入口處箱置於禮堂入口處 

 
信息信息信息信息 姐妹事工主日姐妹事工主日姐妹事工主日姐妹事工主日 吳慈敏吳慈敏吳慈敏吳慈敏師母師母師母師母  
Message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Holy Communion   

 
三三三三 一一一一 頌頌頌頌 及及及及 祝祝祝祝 福福福福 

Doxology & Benediction  

 
交交交交 通通通通 : 歡歡歡歡 迎迎迎迎/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Fellowship: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 

 

信信信信    息息息息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SERMON OUTLINE 

 

 

 

姐妹事工主日姐妹事工主日姐妹事工主日姐妹事工主日 
 

 
 

 

 

 

 

 
 

報報報報    告告告告    事事事事    項項項項    
ANNOUNCEMENT 

 兒童事工兒童事工兒童事工兒童事工  

於於於於 2/ 22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証道堂母堂或証道堂母堂或証道堂母堂或証道堂母堂或 2/ 29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東區証道堂上午東區証道堂上午東區証道堂上午東區証道堂上午 12:25 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至下午 

4:30 時時時時，，，，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及助教培訓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及助教培訓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及助教培訓舉行兒童主日學教師及助教培訓，，，，內容豐富實用內容豐富實用內容豐富實用內容豐富實用! 請請請請 2/9 (週日週日週日週日) 前前前前

向高莉姊妹報名向高莉姊妹報名向高莉姊妹報名向高莉姊妹報名。。。。 

 2020 會員年會會員年會會員年會會員年會 

教會於上主日召開教會於上主日召開教會於上主日召開教會於上主日召開 2020 年會員年會年會員年會年會員年會年會員年會，，，，以以以以 81 票贊成票贊成票贊成票贊成；；；；1 票反對票反對票反對票反對，，，，通過本年通過本年通過本年通過本年

度預算度預算度預算度預算$414,045 及及及及 2019 年財務淨餘的分配年財務淨餘的分配年財務淨餘的分配年財務淨餘的分配。。。。 

 2020 短宣短宣短宣短宣 

2020 羅馬尼亞短宣將在羅馬尼亞短宣將在羅馬尼亞短宣將在羅馬尼亞短宣將在 8 月月月月 3 至至至至 16 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日舉行，，，，包含了兒童和青年夏令營各包含了兒童和青年夏令營各包含了兒童和青年夏令營各包含了兒童和青年夏令營各

一周一周一周一周。。。。 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申請日期：：：：從現在至從現在至從現在至從現在至 2 月月月月 29 日截止日截止日截止日截止。。。。人力需求人力需求人力需求人力需求:  曾有宣教經驗曾有宣教經驗曾有宣教經驗曾有宣教經驗，，，，例例例例

如如如如：：：：本地宣教本地宣教本地宣教本地宣教(三福三福三福三福)或海外短宣或海外短宣或海外短宣或海外短宣，，，，教導青年與兒童或翻譯的經驗教導青年與兒童或翻譯的經驗教導青年與兒童或翻譯的經驗教導青年與兒童或翻譯的經驗。。。。要拿申要拿申要拿申要拿申

請表或其它資料與陳品安弟兄請表或其它資料與陳品安弟兄請表或其它資料與陳品安弟兄請表或其它資料與陳品安弟兄 (a_a.chen@yahoo.com)聯絡聯絡聯絡聯絡。。。。 

 代代代代禱禱禱禱    

教會鼓勵弟兄姊妹不斷地為神的國教會鼓勵弟兄姊妹不斷地為神的國教會鼓勵弟兄姊妹不斷地為神的國教會鼓勵弟兄姊妹不斷地為神的國，，，，普世教會和教會肢體代禱普世教會和教會肢體代禱普世教會和教會肢體代禱普世教會和教會肢體代禱。。。。你可以用你可以用你可以用你可以用

代禱卡將禱告和感謝讚美事項放進奉獻箱代禱卡將禱告和感謝讚美事項放進奉獻箱代禱卡將禱告和感謝讚美事項放進奉獻箱代禱卡將禱告和感謝讚美事項放進奉獻箱，，，，我們會有同工收集起來為你禱我們會有同工收集起來為你禱我們會有同工收集起來為你禱我們會有同工收集起來為你禱

告告告告。。。。如何你希望為別人禱告如何你希望為別人禱告如何你希望為別人禱告如何你希望為別人禱告，，，，請發電郵到請發電郵到請發電郵到請發電郵到 eccskcpray@gmail.com, 我們會我們會我們會我們會

把你加到禱告網把你加到禱告網把你加到禱告網把你加到禱告網。。。。 

 姐妹團契姐妹團契姐妹團契姐妹團契 2 月聚會月聚會月聚會月聚會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 如何發揮屬靈恩如何發揮屬靈恩如何發揮屬靈恩如何發揮屬靈恩賜賜賜賜 ((((由由由由洪嘉敏洪嘉敏洪嘉敏洪嘉敏姐妹姐妹姐妹姐妹分分分分享享享享) 

時間時間時間時間：：：： 2020 年年年年 2 月月月月 8 日星期六早上日星期六早上日星期六早上日星期六早上 9:00-12:00 （（（（有早餐供應有早餐供應有早餐供應有早餐供應）））） 

地點地點地點地點：：：： 尹懷平姐妹尹懷平姐妹尹懷平姐妹尹懷平姐妹家家家家 (4473 142nd Ave SE, Bellevue, WA 98006)  

 愛愛愛愛筵筵筵筵    
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本主日崇拜後將有愛筵(2 月份由第月份由第月份由第月份由第七七七七組弟組弟組弟組弟兄兄兄兄姐妹午餐服事姐妹午餐服事姐妹午餐服事姐妹午餐服事)，，，，歡迎大家留歡迎大家留歡迎大家留歡迎大家留

步步步步，，，，一同分享一同分享一同分享一同分享，，，，共沐主恩共沐主恩共沐主恩共沐主恩。。。。 

 事工預報事工預報事工預報事工預報  

 2 月月月月 22 日日日日 (週六週六週六週六)  上午上午上午上午 11:00 康寧團契康寧團契康寧團契康寧團契 

 

 上上上上主日主日主日主日聚會聚會聚會聚會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中文堂中文堂中文堂中文堂   141 人人人人 

 上上上上主日主日主日主日奉獻奉獻奉獻奉獻:  常費常費常費常費 9,307.19  宣道宣道宣道宣道$325   建堂建堂建堂建堂$45    慈善慈善慈善慈善$--- 

     本主本主本主本主 日日日日 下主下主下主下主 日日日日 

講講講講     員員員員 吳慈敏吳慈敏吳慈敏吳慈敏師母師母師母師母    周天深牧師周天深牧師周天深牧師周天深牧師    

司司司司     會會會會 勞達明勞達明勞達明勞達明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陳品安陳品安陳品安陳品安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領領領領     唱唱唱唱 歐陽金鳳歐陽金鳳歐陽金鳳歐陽金鳳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邵辛峰邵辛峰邵辛峰邵辛峰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司司司司     琴琴琴琴 趙勇趙勇趙勇趙勇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趙勇趙勇趙勇趙勇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王建國姐妹王建國姐妹王建國姐妹王建國姐妹 / 朱麗萍姐妹朱麗萍姐妹朱麗萍姐妹朱麗萍姐妹        

聖聖聖聖    餐餐餐餐    事事事事    奉奉奉奉 
隗捷弟兄隗捷弟兄隗捷弟兄隗捷弟兄        李詠華李詠華李詠華李詠華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陳品安弟陳品安弟陳品安弟陳品安弟兄兄兄兄    黃偉國弟黃偉國弟黃偉國弟黃偉國弟兄兄兄兄 

梁榮恩弟梁榮恩弟梁榮恩弟梁榮恩弟兄兄兄兄    

    

音音音音     響響響響 張群穎張群穎張群穎張群穎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張聖奇張聖奇張聖奇張聖奇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投投投投    影影影影 曹軒曹軒曹軒曹軒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梁啟光梁啟光梁啟光梁啟光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招招招招    待待待待 伍榮恩伍榮恩伍榮恩伍榮恩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張芝清張芝清張芝清張芝清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岳露露岳露露岳露露岳露露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伍榮恩伍榮恩伍榮恩伍榮恩弟弟弟弟兄兄兄兄    張芝清張芝清張芝清張芝清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岳露露岳露露岳露露岳露露姐妹姐妹姐妹姐妹 

本月值勤長老本月值勤長老本月值勤長老本月值勤長老：：：：曾耀南曾耀南曾耀南曾耀南長老長老長老長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