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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們的話 
甚麼是“講解陳明耶穌就是基督（彌賽亞）”？- 黃紹權牧師 
 

         對於很多基督徒而言，讀舊約聖經已經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若

果再要求他們以舊約聖經去陳明舊約中的基督（舊約稱“彌賽亞”）就

是新約中的耶穌，這似乎更是一件太困難的事情了。可是，當我們讀到

使徒行傳 17:2-3，作者路加卻告訴我們，保羅卻能夠憑著今稱舊約聖經

的內容，把基督和耶穌清楚地畫上一個完全的等號。 

 

         對於基督教而言，把舊約的彌賽亞與新約的耶穌畫上等號是一件

“生死存亡”的事！這不單止因為福音廣傳的成敗的考量，最重要的事

是這是福音的基石，甚至會影響到舊約與新約聖經啟示的整全性。既然

如此重要，我們就有必要性去對於保羅是怎樣建構成這個重要的申述進

行仔細的了解，而路加也在 17:3中為讀者們把這方面傳道的核心竅門，

作出了精銳的介紹，就是這一小段片語之中：「基督必須受害，從死裡

復活。」 

 

        「耶穌就是基督」並非一個“方便的”口號，更不是穿鑿附會。耶

穌能夠被證明是基督，乃源於祂的“受害”、“死”和“復活”，而這

幾方面正是我們必須要查考舊約聖經記載的焦點。而舊約中的《以賽亞

書》第 53章的陳述，亦即普遍被稱為“受苦僕人之歌”，這段舊約經文

就成為了我們在這方面的研究焦點，而這段經文亦一直隱藏於《使徒行

傳》作者路加的記敍之中

1
。  

 

         首先就是有關《以賽亞書》第 53章中有關基督或彌賽亞“受害”

的陳述。從這篇我們熟識的“受苦僕人之歌”的章節中，先知以賽亞完

完本本地描述這位受苦僕人的由來、外觀、面對著的待遇、並他的職

責；他是源於神（53:2a），外表也不吸引人（53:2b），而且他受到所有

人的藐視和厭棄（53:3），更不要談論尊重與否的問題了。可是，他卻

要承擔甚至藉己力廢除在人之中種下的痛苦（作者用疾病和痛苦比喻到

人因罪而帶來的艱難）。 

 

                                                 
1 門徒腓力聽到衣索匹亞有大權的太監所讀的經文，也是以賽亞書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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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受苦的僕人甚至要親自付出代價（53:4a & 5a），為了把神原本

要加諸於罪人身上的罪責痛苦（53:4b）， 像一道“屬靈的火牆

（Spiritual Firewall）”般，替人一一阻擋和抵償（53:5），而且到現在

仍然支撐著這個由罪人所造成的爛攤子（53:5 passive participle要顯示出

持續不斷的忍受和受著傷的涵義。） 

 

         路加同時也指出這位彌賽亞的死也成為與耶穌對等的見證，而這見

證是要履行上帝公義的屬性。因此，同樣在以賽亞書 53:6-8，彌賽亞作

為神僕，他一直承擔著（即承擔一些由別人的罪所造成的刑罰，並且慘

被不公平無法理的入為根據進行判刑），可笑的事，是那些能夠享受了

免除刑責的人卻冷漠對待神僕（53:8），彌賽亞最終被這些罪已由他所

替代了的人所殺害，這結果似乎是完全不合常理的發生了，但卻因此成

就了神的義，因為是神自己（彌賽亞）代了自己（父神）所施的審判結

果，這正是義如何能夠伸延至恩典層面的開端。  

 

          路加亦都記下保羅要藉“復活”來連結起基督或彌賽亞就是耶穌的

憑據。我們同樣可以從以賽亞書 53:9-12見得到，彌賽亞作為神受苦的僕

人，他甘心委身地承受苦難，如被宰的羔羊（53:7），默然不語地承擔

過去，但當他似乎已經完全失去了對未來控制的時候，行將被埋在惡人

堆之中的時候（53:9），上帝卻沒有坐視不理，因為僕人的犧牲成全父

神的公義。這個時候上帝自己已心滿意足，公義已的滿足（53:10-11），

於是上帝把整個原屬於祂的群眾和世界（53:12中ָבַרִּבים的意思是“眾

多”）都委託給這位“受苦的義僕”，這亦正是復活之後耶穌所得到的

全新治權（參馬太福音 28中所指：“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已賜給我了”

的意思）。 

 

         路加筆下記述了保羅的講道，以“受害”、“死”和“復活”對應

著“承擔”、“成義”和“恩典”的落實。這三個主題，把彌賽亞與耶

穌完全畫上等號，叫聽道的人不得不承認耶穌就是舊約中彌賽亞的實

體。不怪乎早於使徒行傳 8:31-35中，作者路加就記載了腓利同樣趁著衣

索匹亞有大權的太監在回家路上念讀以賽亞書 53:7-8時，他同樣把舊約

的彌賽亞指著耶穌而說的真理給太監闡述明白。  

 

“受害”   “承擔” 

“死”          “成義” 

“復活”  “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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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兄姊妹，教會的存在就是因為我們正是傳承著這一個真理，而我

們應當傳遞的信息也只有這一個，就是：耶穌就是基督（彌賽亞） 。我

們既是耶穌拯救之下的受惠者，我們也當成為這拯救信息的承傳者，不

然，今天教會的存在就只會變成形存實亡，沒有做到把人帶回到神拯救

的目的，並反而成為只叫人站在救恩門外的“誤會者” --  誤會自己是已

經得救了！而這種誤會全因為我們對救恩的誤解。我必須再此再次澄清

救恩的意義：雖然進入救恩並不由人靠己力賺得到，但當進入到真正的

救恩之後，人必需用盡己力去活出救恩的成效。 

 

         在以上的聖經教導下，於 2018年之中，我選擇了以使徒行傳作為

講道的橫軸（即教會在地上的角色），而湯傳道則以耶利米書作為縱軸

（即教會每一個體與神的心相通），其目的就是使前者的外向表現與後

者的內裡靈性互相牽動，促使全教會的弟兄姊妹都能夠在身處的世界

中，把真正能拯救的福音帶到所能觸及的身邊人。 

 

         至於主日學，就是希望藉此給予我們互動發問探究的空間環境，讓

我們對於自己一直都蒙在鼓裡的屬靈別扭，可以藉發問和挑戰性的反思

功課得到紓解，跨越靈程上一道又一道的欄阻，這就是我們依然維持主

日學的目的，當中也得到黎炳鍵弟兄的協助，那剩餘的部份就是弟兄姊

妹你們積極的參與了。 

 

         展望 2019，教會將要面對的挑戰會是史無前例的，例如基本運作上

的資財問題 – 昔日已經嘗試過很多方法，如減省運作成本和宣教的支

助，可惜都未見甚麼成效，而且更有進一步惡化的趨勢。教會同工們如

何面對和作出適度改變，這都是叫人頭痛的事。可是，神其實早已姶我

最好的 – 例如以市政府授予的慈善非牟利機構身份，致使我們在租用聚

會地方的租金上得到大幅減省，這是眾多教會機構一直垂涎的待遇。我

們必須向上主多作出一更積極的回應，因為這都是我們向神表示感恩當

作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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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耶和華為基甸揀選那三百人之理據- 湯寶源 

 

  士師記 6:1-7描述了以色列人受米甸人壓制1
，達七年之久，處於水

深火熱中，他們 就 “呼求耶和華” (6:6, 7), 耶和華一如既往，主動差人來

拯救他們脫離米甸人之手，耶和華的使者來到了基甸居住的俄弗拉，那

時正是小麥收割季節，是喜樂的時節，基甸此時正在酒醡裡打麥子

(6:11)，他不敢在室外開揚之處打麥子，為的是避免成為米甸匪徒偷襲的

目標，他心裏正有一肚牢騷，不明白上帝為什麼容許祂的子民如此受

苦，他身在拜巴力的父家 (6:25) ，那裏會體會到耶和華的怒氣-- “以色列

人又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2” (6:1) 。 

 

  耶和華的使者向基甸問安：“大能的勇士啊，耶和華與你同在！”

(6:12) 。基甸立時十分驚訝、說：“主啊，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

家在瑪拿西支派中是至貧窮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6:15) 基甸看

到自己的微不足道。在此，我們認識到耶和華用人，只看見被用之人的

潛力，從不計較人的出身，真是不可思議。而此時的基甸天是一個拜偶

像、自卑、充滿怨氣和不明白耶和華旨意的人，而耶和華的使者竟然要

差遣他去從米甸人手裡拯救以色列人 (6:14)!  及後撒母耳奉耶和華的差

遣，到伯利恆人耶西那裡去，因為耶和華看中了耶西的一個兒子，要膏

立他預備作王，只是不知道是誰；在尋找的過程中，撒母耳學到耶和華

用人的原則: “耶和華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 (撒上

16:7) ，最後才找到父兄們都看不起的大衛，並要膏立大衛為王 (撒上

16:11-13)。 

 

  且說基甸的自卑，其實耶和華的使者預知了，因此在問安時的稱呼:

“大能的勇士!” (6:12上), 為要釋除他的自卑，“大能的” 固然是形容詞，

在希伯來文裏附有一個冠詞，中文聖經譯作 “大”，在基甸自在我介紹時

所用的兩個形容詞—“至貧窮的、是至微小的”，也有這個冠詞，中文聖

經譯作  “至” 。最後，基甸有什麼的資格，還是耶和華的使者說了才作

準；與此此同時，耶和華的使者加上 “耶和華與你同在！” (6:12下) 這曾

                                                 
1 以色列人要在山中挖穴洞居住，因為米甸人勾結了亞瑪力人和東方人，毀壞以

色列人的土產，擄掠牲口，沒有留下食物，又懼怕他們人數眾多，不敢抵抗

(6:2-4)。 
2 拜偶像、追隨迦南文化和風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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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耶和華給雅各的應許(創 28:18)，如今是基甸對付米甸人最寶貴的保

證。 

 

  基甸滿腹疑團，要求耶和華的使者證明身份 (6:17) ，於是耶和華的

使者以基甸款待祂的禮物--山羊羔、無酵餅(6:19) -- 作為獻祭，使 “火從

磐石中出來，燒盡了肉和無酵餅”(6:21) ，表示耶和華已悅納了他！隨

後，耶和華的靈降在基甸身上，使他吹角，憑此魅力，聚集了多個支派

的人，一同起來抗敵 (6:34-35) 。 

 

  可惜基甸仍有懷疑，要求以一團羊毛，在不同時間有和沒有沾上露

水，向上帝求證，真的要差遣他去從米甸人手裡拯救以色列人，上帝許

了 (6:36-40) 。 

 

  到了此時，三位一體上帝的每一位--耶和華的使者(6:11-26) 、耶和華

的靈(6:34)和上帝(6:36-40)--都與基甸 “打過招呼” 了，因此，基甸再沒有

理由對耶和華上帝的呼召有虞慮。 

 

  基甸召集人馬之後，耶和華要藉備戰之安排，向基甸多疑和膽怯的

毛病對症下藥，對基甸說：“跟隨你的人過多，我不能將米甸人交在他

們手中，免得以色列人向我誇大說：‘是我們自己的手救了我們。’ ” 

(7:2)  

 

  耶和華吩咐減少人數的步驟是: 讓懼怕、膽怯的人回去；於是走了二

萬二千人(7:3) ，剩下的一萬人，耶和華仍嫌 “人還是過多”，就叫基甸把

他們帶到水旁， “我好在那裡為你試試他們” (7:4) ， 以飲水的方式篩

選，試出有三百人用手捧著舔水，其餘九千七百人則跪下喝水，耶和華

就選上了這舔水的三百人，來 “拯救你們，將米甸人交在你手中”(7:5-

7)。 

 

  經文沒有交待篩選的理據，傳統的解釋認為這三百人是那些警覺性

高的人，他們用手捧著舔水時，眼和耳能觀察和打聽四方；至於那九千

七百跪下喝水，把頭放進水裏，就不能注意到周邊的風吹草動，是“大安

主義” 、毫無警覺的人，尤其是基甸下一步正要突擊敵人，很需要警覺性

強的人。 

 

  我提議以下的兩點篩選的理據，讓讀者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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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那三百人雖說是警覺性強的人，但也可說是像基甸那樣、膽怯、

有虞慮的人，因為他們靜悄悄地來到敵人的地界

1
，是非常危險

之事，怎能不恐懼?  反觀那九千七百人的喝水姿勢，表現得頗為 

“放心” --不甚懼怕、不甚膽怯，並“大安主義” 地聽候召集人的命

令: 叫他們喝水、他們就盡情地喝水，叫他們衝鋒、他們就盡情

地去衝鋒….。但我們從舊約記載耶和華主導戰事的角度來看, 就

知道耶和華從來都是以弱勝強

2
、以少勝多

3
，今次也不例外，耶

和華既差遣基甸和那三百人入敵人的軍營，基本上是耶和華在米

甸人心中動手，基甸的人只是呐喊助威而矣!  而基甸也深知單憑

自己和一小數人的力量，根本不能打敗米甸聯軍；所以他深知得

勝的力量，是來自耶和華。況且，耶和華要基甸和以色列人都知

道耶和華才是他們的拯救者，目的更在以色列人獲得拯救之後，

能感恩，不再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 (6:1)。 

 

二. 耶和華可能看中蹲下取水的人、而不是跪下喝水的人；那九千七

百人可能平時慣了向巴力(和其他偶像) 跪拜，於是在水旁飲水

時，不期然地露了這個姿勢。 

 

  在列王紀上一九章，以利亞曾為要逃避耶洗別的追殺，逃到何烈

山，在失望中向耶和華求死，因他以為自己是只剩下唯一的 “耶和華的先

知” (王上19:14) ，但耶和華告訴他: “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七千

人，是未曾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嘴的” (王上19:18); 這 “屈膝” 

與士7:6-7之 “跪拜” 在希伯來文是同一個動詞，我猜想耶和華在此戰役

中，耶和華要用那些 “未曾向巴力屈膝的” 人，那三百合此標準，如果猜

對的話，我看出一個道理: 人若盼望為上帝所用，就得平時過聖潔的生

活，不向人製造的偶像或人所發明的“真理” 屈膝。 

 

  如果有人問： “基甸也曾經拜偶像、向巴力屈膝，為什麼上帝還用

他? ”   問得好! 基甸要耶和華的使者證明身份時，耶和華的使者藉基甸給

                                                 
1 哈律泉旁北邊的平原，就是米甸營的所在地(7:1)，他們稍作喧嘩，米甸人便可

察覺。 
2 如法老的全軍淹沒在海裏(出十四章) 、以色列人和亞瑪力人在利非訂的和爭戰

(出十七章)；巴拉帶領一萬以色列人戰敗雖有鐵車九百輛的迦南王耶賓、且殺了

耶賓(士四章) 。 
3 如摩西帶領一萬二千以色列人殺了米甸的五王、所有的男丁(民三一章) ；約書

亞帶領五千以色列人攻佔艾域(書八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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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的禮物--山羊羔、無酵餅--當祭物，賜火燒盡了祭物，除了表示悅納基

甸的獻祭，也赦免公他的罪，媽嫣隨後，基甸在俄弗拉那裡為耶和華築

了一座壇，起名叫“耶和華沙龍” ，表示從此以後，他只敬拜賜平安的

耶和華；當天那夜，基甸遵照耶和華的吩咐，取了父親的牛來，就是那

七歲的第二隻牛，獻在為耶和華築了的那座壇上，又並拆毀他父親為巴

力所築的壇，砍下壇旁的木偶。表示從此以後，他和父家與巴力 “割蓆” 

(6:17-25) 。我見到：上帝向基甸先施憐憫，然後藉基甸向其他拜偶像、

向巴力屈膝的以色列人施憐憫，蒙上帝的拯救。同樣，上帝今天也先向

我們施憐憫、拯救我們，然後藉我們向世人宣傳耶穌的福音、讓世人來

聽、接受福音、同蒙拯救。 

 

  願我們藉耶穌基督得拯救的人，常存感恩，不要 “行耶和華眼中看為

惡的事” (6:1) ，過聖潔的生活，追求明白真理，為真理而戰，忍耐等待

基督再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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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會分享 
《叫人絕望的「事在人為」》- 黎炳鍵弟兄 (主席) 
 

  2018年 10 月，香港富商郭炳湘逝世為人帶來了一絲傷感。每年去

世的人那麼多，當中有錢人也不少，到底郭炳湘的離世有甚麼意義呢?

那便要從 1990年說起。 

 

  那一年，郭炳湘的父親郭得勝心臟病逝世。於是，時值數百億的新

鴻基地產(簡稱「新地」)便由其三個兒子炳湘、炳江、炳聯一同管理：

二弟炳江負責營運，三弟炳聯專注管理賬目，而大哥炳湘則統領整個

「新地」地産王國的發展方向。由郭氏三兄弟開始接掌「新地」至

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這幾年間，「新地」除了經營地產發展以外，亦

同時涉足通訊、公共運輸、及零售等等行業，使「新地」成為市值超過

3,000 億港元的龐大企業。當時的地產分析員認為，「新地」是最「肯

落本」的發展商，因為「新地樓」的每尺成本是四大華資地產發展商中

最高的，可見其出品是量質並重。 

 

  長江實業、恒基兆業、新世界發展、和「新地」被視為香港四大華

資地產發展商。然而前三者要到最近這十年八載才由第二代接掌，他們

能否秉承第一代的精神，並能為其下集團開出新景象仍屬未知之數。相

對下，郭氏兄弟在年輕時已能合力將「新地」業務推上一層樓。擁有優

良學歷(倫敦帝國學院、劍橋大學、哈佛大學)，又鮮有不和傳聞，若將

當時郭氏兄弟稱為「夢幻組合」是絕對不為過。 

 

  然而這美好的景象在 2008年宣告破滅。當年郭炳湘被轟出「新

地」董事局，其母郭鄺肖卿出掌集團主席，職責亦由兩名弟弟分擔。最

後是分家收塲，郭炳湘便用分家得來的大約四百億港元成立自己的地產

企業―帝國集團。後來，因為「新地」高層涉及貪污案件，兩名弟弟被

告行賄，有報道指大哥炳湘在案件中作「污點證人」指證自己的弟弟，

隨後二弟炳江被判罪成入獄五年。雖然據報後來郭炳湘已經與家人修

和，但關係已不可同日以語。現在，隨著大哥的去世，這個破損的關係

已是永遠的遺憾。 

 

  無論對別人或對自己，我們都因著身份和處境憧憬著未來，這些憧

憬構成往後的希望和失望。也許人們總會對永恒美善有所期盼，當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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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夢幻組合」析散到沒有修復的可能的時候，難免感到可惜。在人群中

找尋美好，似乎是可望卻不可及的事而矣。而基督徒，在《聖經》的亮

光中，明白罪使人類墮落。但在這失落的人性裏，究竟殘留了多少的美

好呢？罪是否完全地敗壞了人類呢？ 

 

  有人論及舊約先知時指出，從表面看來，不是每一位先知都是預備

好承擔召命 。有些先知要從原本平靜的生活中硬抽出來，為要宣講上

主的話而被人排擠，甚至遭遇殺生之禍；因此，多數先知對召命的反應

是抗拒，甚至逃避。先知的不情願除了顯出上帝的召喚沒有容讓任何空

間給被蒙召的人的喜好外，亦指出上帝與先知之間並不存在任何必然關

係，即是說「呼召」不是出於任何的因果關係。再說清楚一點，當上帝

向人呼召時，「被呼的召人」的家境、學識、社會地位、以至屬靈光境

(沒錯！包括所謂的「屬靈光境」)都不是構成被呼召的條件 。正是由

於不包含任何人為因素，呼召就只能是完全出自上主的絕對主權。而當

先知面對這位全能的主的召命時，他們唯一恰當的選擇就是忠心地宣告

上主的話。 

 

  當有身份地位的人隕落和消逝時，也許會為人帶來可惜和失望，這

是因為他們所承載的期望會隨著人的離去而煙滅。若果人們的盼望只是

在知名人士身上，當這些知名人士失落後，結果是帶來追隨者的迷失。

個別基督徒和教會若果只關注人的作為，結果只會不斷地追逐「屬靈偉

人」和「聖經榜樣」的樣板角色，卻完全莫視上帝的啟示。這種以人為

本的信仰，其根基是脆弱，它的潛在破壞力是巨大，因為當發現了這些

樣板角色有一絲半點瘕癡時(例如大偉犯姦淫、彼得不認主、或某某名

牧師涉及金錢或桃色醜聞等等)，信仰也會付諸東流。正因為後果嚴

重，藉著上帝的話語，操練從失落的人事和人性中仍能仰望、洞察到上

帝的作為和性情是克不容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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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使命- 李偉⺠弟兄 (總務)        
                    
    當我們每次在主日崇拜快將完結前，我們全體會眾起立，不約而同

會齊聲念起一段稱之為大使命的經文，記錄在馬太福音書中，經文是這

樣說：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權柄都賜給我了。所

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

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了。」（馬太福音 28章 18至 20節） 

 

    大使命，我們都相當熟悉，但到底這使命是甚麼？究竟它是從何而

來？讓我們從各方面來看看它的本質和原意，它應該有什麼內容。其實

耶穌基督已經很早給了我們使命，就是馬太福音最後一段，使萬民作我

的門徒（馬太福音 28章 19節）。是要遵守耶穌基督的吩咐，指示我們

把父神福音廣傳開去，能讓更多世人認識主、信靠主、永遠跟隨主。 

 

    環顧現今所有不同地區大小教會，散落在世界每一個大地上，他們

領受神賜給使命後，大多數都是專心傳揚耶穌基督福音和使命，不僅他

是宣教或是差傳使命，尤其是華人教會牧者對整全使命，應該都是從大

使命中演繹出來。以我們教會為例，多倫多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的使

命，是愛神、愛人、使人作基督門徒，每日與主同在，直到永遠。 

     

  使命是神賜給每一個教會同工，是被差的人所受的任命，而這人應

該是教會創造者或是教會領袖。（正如神給摩西使命，叫他帶領以色列

人出埃及一樣）。當使命來臨時，作為蒙主呼召，被主任命及差遣終

身，各教會領袖、牧者們都會身不由己以整個生命去完成交托使命與職

責，並且帶領教會信徒向著同一的使命前進。 

 

    如果一個人願意尊崇與跟隨耶穌基督，身受神的差遣和使命，他

（她）就必須放下現有的一切，立下決心，排除萬難，不怕艱苦，而且

還要自願離開自己溫暖的家和弟妹雙親等。或有更不惜地抛棄自己所想

所要的一切，甚至有離開工作崗位，高薪厚職的工作，隻身離開本地往

外地。例如：美國、加拿大、義大利等神學院，研讀和進修神學。幾經

辛苦和磨練，完成在神學院的學業，考獲証書，成為牧者。當我想到他

們那些艱辛歲月，他們惟一值得欣慰，就是知道有自己的家人和朋友默

默地在後支持和不停鼓勵，雖則辛苦，還是欣然感到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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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今想在加拿大牧養和建立一間理想堂會，談何容易，可真妙想天

開，而且困難重重。諸如（一）籌集資金來源；（二）尋找適合地方建

堂，召集新來信徒，還有其他想不到的事情。 

 

    以馬內利華人浸信會，雖不是什麼坊間有名大教會，但是在黃牧師

帶領下能屹立不倒貳拾多年，真是難得，這些都是要感謝父神看顧和保

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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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報告 

 
核數員報告： 
 
To: The members of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I have audited all transactions, journal entries and financial 
statements for the year of 2018 for Toronto Immanuel Chinese 
Baptist Church.  My responsibility is to audit each transaction that 
needs to be done correctly with the Accounting standard.  I 
believed that the audit evidence we have obtained is sufficient 
and appropriate to provide a basis for our audit opinion.  In my 
opinion, these financial statements are present fairly, in all 
material respects, the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church as at 31th 
December, 2018 with Generally Accepted Accounting Principles. 
 
Audit by: Hon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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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教會主日外來講員表列 

 
⼀月份  - 黃牧師於⼀月廿八日作為證道浸信會(密⻄沙加) 主日講員 
 

八月份  - 黎炳鍵弟兄於八月五日作為主日講員 
 
九月份   - 高桂華牧師於九月廿三日作為主日講員 
  - 蔡珈瑜姊妹於九月三十日作為主日講員 
    
十月份   - 高桂華牧師於十月七日作為主日講員 
  - 蔡珈瑜姊妹於十月廿⼀日作為主日講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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