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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牧者的話    ––––事奉耶和華事奉耶和華事奉耶和華事奉耶和華     教會在今年 9 月至 12 月的季題是「事奉耶和華」。其實，當我們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成為神家中的家人後，就有義務去事奉神。  事奉與工作在性質上並不相同，因事奉包含敬拜的意思。我們在心思意念上要承認耶穌是我的主也是我的神，我要聽命於祂也要敬拜祂。事奉也指作神的奴僕，要服事神，以神為中心，順服神的吩咐。  事奉的態度和動機是為了感謝神的恩典而為神工作。事奉是一種義務工作，不一定有經濟報酬；事奉是默默耕耘，因此不一定有掌聲。我們要知道只有單純以榮耀神為目標的事奉才能持久，那麼就不會因受到別人的誤會或猜忌時而停止事奉。  基督徒的事奉應該以耶穌基督的事奉為榜樣──祂甘心樂意地服事人，甚至願意為別人犧牲。耶穌曾對門徒說: 「但你們中間， 誰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 誰願為首，就必作眾人的僕人。因為人子來，並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人，並且要捨命作多人的贖價。」(馬可福音 10:42-25)  耶穌是夫子，是主，尚且脫了外衣束起腰來洗門徒的腳；衪給了門徒做了榜樣，叫他們能照著祂所做的去做。 (見約翰福音 13:1-15)  耶穌是採用了「僕人式的事奉方式」，祂願意放棄崇高的身分，以神的僕人自居並甘心服務人，使人得益；甚至願意為別人犧牲性命。雖然事奉之路是艱苦的，但祂順服了神的旨意，甘心走這條受苦之路，為我們留下美好的榜樣。  主耶穌不單為我們留下事奉的榜樣，也差派聖靈住在我們心中，透過聖靈賜我們事奉的恩賜。所以每個信徒都最少有一種神所賜的恩賜。  屬靈恩賜是由聖靈運行，隨神的心意分給各人的。目的是要造就信徒，建立教會及事奉神。恩賜可分為以下三類:   

1.領導的恩賜: 包括傳道，長老，執事，事工負責人等 (羅馬書 12:7) 2.宣講的恩賜: 包括傳福音，教導真理及勸誡人等 (羅馬書 12:7) 3.服務的恩賜: 包括施捨人，憐憫人等 (羅馬書 12:8) 弟兄姊妹，你有著甚麼的恩賜呢？你是否已經發揮神所賜你的恩賜去事奉神？  今日我鼓勵你們要運用屬靈的恩賜來服事神，也要操練美好的屬靈品格，因為這樣的事奉態度才能討神的喜悅。使徒保罹說: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馬書 12:1-2)  我們現在生活在罪惡的世界中，每天遭受不同的誘惑，倘若不能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不能時常保持儆醒及努力追求生命成長，就無法作神心中貴重的器皿。那貴重的器皿是聖潔的，合乎主用的，行各樣的善事。所以我們要自潔，脫離卑賤的事，逃避少年的私慾，同那清心禱告主的人追求公義、信德、仁愛、和平。 (見提摩太後書 2:21-22) 當我們成為滿載豐盛生命的人，就能帶給別人豐盛的生命，就可以達到討神喜悅的事奉境界。  弟兄姊妹，今日我們常受到世界「成功」定義的錯誤觀念影響，每每在事奉上注重外在的成功表現及外表的效果。因為注重量而忽略了質，正正忽略了神所看重的是甚麼。其實事奉是內在性的，生命的見證就勝過言語的見證。但我們卻常常認為若要榮耀主名，就要為主作一件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主卻說:「耶和華喜悅燔祭和平安祭，豈如喜悅人聽從他的話呢？聽命勝於獻祭；順從勝於公羊的脂油。」(撒母耳記上 15:22)  親愛的弟兄姊妹，要謹記我們只要忠心地運用恩賜來服事神，不要計較表面的成果，神就欣然賜福及悅納我們的事奉。盼望我們都願意一同起來，為神的家作一個忠心的管家，去服事上帝及同心以愛去建立教會。阿們! 作者: 李智峰牧師



 

男士事工男士事工男士事工男士事工    及及及及    年青家庭團契年青家庭團契年青家庭團契年青家庭團契                                                                                                                                    
誰是一個家庭的帶領者誰是一個家庭的帶領者誰是一個家庭的帶領者誰是一個家庭的帶領者？？？？    誰是一個家庭的帶領者？ 這問題並不容易解答。在很多文化和傳統中，男系社會是十分普遍的。男性往往得著最大教育和工作機會。丈夫往往是掌管家庭經濟和決策者。一些文化允許一夫多妻，但一妻多夫卻好少聽聞。  現今的情況就好大不同了。女性的身份和地位跟以往好不一様！國際大公司總裁不少是女性。國會議員什至國家首相也有女性。女性只要得著合適的教育和機會，在生活和社會方面都能發揮潛能和領導能力。  那麼聖經在這方面的教導和指引是怎樣呢？以弗所書第五章給了我們清楚的教導。我們可學到夫妻之道和建立家庭的智慧。  ＂作妻子的，你們要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22-23）。妻子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因丈夫是妻子的頭。所以作丈夫的，既然是頭， 就要學效基督，作為妻子及子女的榜樣，也要在屬靈的事上，帶領他們。頭和身體是連接的、不可能分割的。第 25-29 節繼續解釋這關係。＂作丈夫的，你們要愛自己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己＂（25）。短短四節經文已經提到三次＂愛妻子＂。  順服和愛是這關係上的重點。每一艘船或飛機都要有船長或機師去控制和管理。船長和機師被信托責任去照管船上或機上的人和物丶並安全的帶到目的地。丈夫也是被信托這同一極重要的責任。神托管他要忠心的愛妻子並為妻子捨己。丈夫的呼召乃是用愛和捨己去得着妻子的忠信和順服。這不是一個交易，乃是基督在十架上捨身流血的意義。當人明白和經歷主耶穌的大愛，人可以和應當的回應乃是認罪丶悔改丶信靠主和順服主。丈夫作頭絕不是靠傳統更不應靠武力。  當然丈夫努力作頭為妻子為家庭捨己時難免有錯，可能會使妻子兒女失望。若發生時，妻子當然要好言以聖經真理提醒和靠著禱告。妻子絕不可不尊重丈夫，乃當忍耐丶支持使丈夫得鼓勵和幫助。這様的話，每個丈夫都會成為在家庭上丶社會中丶國家䧉、怎至乎世界上出色成功的領導。 

 男人阿！不要怕作領袖！作領袖丶作妻子的頭的責任是何等的重何等的大。但這是絕對可以成功的！三個極重要的功課：（1）要每天緊緊跟隨主和實踐神的話 ;（2）要每天讀聖經，和禱告 ; （3）要與清心跟隨主的男人同行守望。這樣我們就有能力丶有盼望去愛我們的妻子全人：靈性上丶情緒上和身體上。 
 

年青家庭團契年青家庭團契年青家庭團契年青家庭團契 六年前，撒迦利亞組的組長邀請我們一家人參與他們每兩週一次的細胞小組聚會。當時小組有六個家庭和他們就讀小學的兒女。在小組的聚會和團契生活中，我們得著很多，包括在主裏的成長和生活上的實際幫助。為此我們非常感謝神！  同時，這小組亦邀請其他有小朋友的家庭參加。但因近年有小朋友的家庭增加了，所以需要更多的小組和團契去支持和建立他們。  得著李牧師的帶領和撒迦利亞組組長的幫助，第一次的年青家庭團契在 2015年夏天開始了。聚會每月－次在主日(11：30－1：00)在社區中心小禮堂舉行。我們一起午餐和團契，目的是讓這些家長和小朋友有更多機會認識和彼此鼓勵。目前我們有四個家庭和九位小朋友。見到兒女們能在教會的大家庭中與其他小朋友一起成長和建立，家長們特別感恩。  2015 年底，四個家庭一起商討和禱告 2016 年的計劃，大家都好希望繼續團契聚會。我和太太建議若有合適的弟兄姊妹幫助照顧小孩子，家長們可以有一點時間查考聖經和彼此代禱。大家都同意這計劃。2016 年 3月開始了新一年的團契聚會，時間沒有改變，但地點改到教會堂址。  我們非常感謝神給我們美好團契的時間。亦多謝李牧師丶各傳道丶執事和弟兄姊妹的幫助和禱告。祈禱神給我們更多年青家庭和同工去服侍和建立他們。  
   作者: 李道賢傳道 



 

執事會事工執事會事工執事會事工執事會事工簡簡簡簡介系列介系列介系列介系列((((一一一一)))): : : : 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傳道部                                                                                                                                    「願 神憐憫我們、賜福與我們、用臉光照我們；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詩篇 67:1-2)  對新來的會衆來説，「傳道部」是較陌生的事工部門。其實過去教會設有傳道部，只是上屆執事會因執事人手所限，没有設立傳道部，但其職責由主任牧師兼任。  新一屆執事會重設傳道部，我願意嘗試去承担部長的職事，因為神讓我看見傳福音的重要。神的心意是願意萬人得救——藉著聽聞福音。傳福音不但是主耶稣给信徒的使命，也是给信徒的恩典，去和祂同工。傳福音也是信徒對主的愛和恩典的回應。  因此，挑旺山宣信徒傳福音的心志和安排各樣的福音性/佈道聚會及活動是傳道部的重要職責。盼望山宣的弟兄姊妹透過教育部的「信徒裝備課程」靈命得著造就，藉着講台信息傳福音心志得著挑旺，以致有更多成熟熱誠的信徒参與山宣的福音事工。  具体來説，在未來二年，傳道部計劃透過以下事工和聚會，推動教會的福音工作：  一.  Dubbo短宣：繼續山宣對Dubbo 的短宣事工，配合新任的中信宣教士在當地的工作。計劃一年有四次短宣旅程，目前短宣隊有三位核心成員，聯絡人為徐光岩(Calvin) 弟兄。 

二.  佈道事工：本年度已安排的佈道會包括十月廿九日的豐盛人生佈道晚會和十二月廿四日晚的聖誕佈道會。此外，計劃安排的佈道活動包括：福音電影晚會，街頭佈道，聖樂佈道。 三.  外展事工：繼續發展「美意分享事工」, 透過不同活動，吸引未信者來到教會，計劃的活動包括短期課程。外展事工聯絡人為黃雁燕 (Jeanie) 姊妹。 四. 「啟發課程」：計劃明年初再次舉辦，地點改為教會堂址，每月聚會一次。負責人為梁平莊傳道。 五.  其他：        1. 推動「三福」個人佈道：聯络人為石致珊 (Susanna) 姊妹。 2. 老人院探訪事工：計劃加强佈道工作，聯絡人   為楊頌仁 (Yan) 弟兄。 3. 配合英語堂計劃推行的「兒童遊戯小組」計劃，吸引更多年輕夫婦参加山宣。 4. 部分佈道/福音性聚會和活動需要音响與多媒体的配合，由陳志勇 (Bowen) 弟兄負責。 5. 負責每年一次的宣教週聚會及安排講員的住宿。 6. 鼓勵各小组组長和组員向親友、同事傳福音，参與教會的佈道活動。  傳道部的委員會由部長及以上五位聯絡/負責人组成，盼望大家分工配搭，推動山宣傳道部各項事工。更盼望山宣的弟兄姊妹靈命成長，成為基督精兵，同心合意，樂於廣傳福音。                                                             作者: 陳劉雪芬執事  * 陳劉雪芬(Anita)執事曾担任山宣第一及第二屆執事，分别負責會友及關顧部和教育部，現為敬拜隊和詩班成員。   
組長分享組長分享組長分享組長分享        --------            愛與被愛愛與被愛愛與被愛愛與被愛    

由 3C 中心為山宣員提供的小組組長訓練， 名為「如何帶領小組分享」，已在本年 4 月開始至 6 月完成。多謝三位導師 (Anna Kwok， Cecy Chan， Agnes Lung) 的辛勞。 在第一次訓練中，三位導師透過遊戲，示範如何鼓勵參加者表達意見及感受。他們提到破冰遊戲的重要性，不單只是用來認識新朋友，亦可明白組員多一些。在其後兩次的訓練中，導師帶動各組長去認識人的情緒表達，包括第一及第二層次情緒，並列舉例子作參考。  這令我明白到，通常我只看到別人的第二層情緒表現(例如表達者在指責批評別人)，其實需要去了解他們，才能認清他們的第一層的情緒 (例如表達者處於無助孤單的景況)。為甚麼他們有以上第二層情緒的表現，原因是他們的深層需要不被滿足 。  怎樣使組員開放地分享? 我認為要為組員恆常禱告，聆聽了解，鼓勵及接納他們；並要讓組員相信小組是可信賴的群體，安心地分享。我期望每位組員都能在小組裡表達愛及感受被愛。  作者: 余黎志蓮 (撒迦利亞组)  



 

認識山宣認識山宣認識山宣認識山宣((((三三三三) ) ) ) : : : : 第四屆執事會第四屆執事會第四屆執事會第四屆執事會        第十五屆會友大會已於 2016 年 6 月 5日（星期日）舉行，並選出以下七位會友為第四届執事：趙啟樑，何智聰，李何桂卿（連任），陳劉雪芬，趙馮惠玲，郭李慧妍，王耀全（新任）。新舊執事聯合執事會隨即於本年 6月 29日在教會堂址舉行。新一屆執事會成員崗位及教牧團隊分工如下：  第四屆執事會教牧第四屆執事會教牧第四屆執事會教牧第四屆執事會教牧////執事崗位執事崗位執事崗位執事崗位    教牧教牧教牧教牧////執事執事執事執事    崗位崗位崗位崗位    關顧教牧關顧教牧關顧教牧關顧教牧    李智峰牧師 主席, 小组牧養事工  陳劉雪芬執事 傳道部# 李智峰牧師 郭李慧妍執事 教育部及文字小组 李何桂卿執事 財務部 李道賢傳道* 何智聰執事 敬拜部及多媒體组 陳梁豪助理傳道* 王耀全執事 堂宇管理/發展部 趙馮惠玲執事 會友及關顧部 李劉德麗師母* 趙啟樑執事 英語事工 宋秀鉉傳道 宋秀鉉傳道 英語事工，兒童事工及教會網址  李道賢傳道* 男士事工  李劉德麗師母* 婦女，宣傳小组及詩班  黃衞東助理傳道* 國語事工  *義務傳道   # 新設崗位    從新一屆執事崗位退下來的包括李光弟兄和陳許雪玲姊妹。多謝他們過去在第三屆執事會的忠心事奉。   
教會策劃日教會策劃日教會策劃日教會策劃日                                                                                                                                    教會策劃日在 6 月 13日上午 10時至下午 4時於教會堂址舉行，共有約 45 位粵，英語堂肢體参加（粵語堂約 35名，英語堂約 10名），包括 5 位教牧，現任及候任執事各 4位。  對上一次教會舉辦策劃日已 是 2010年了。經過六年，李智峰牧師希望透過策劃日，與教會領袖和會眾，集思廣益，一同思想教會前路。  在上午環節，李牧師先以「討神喜悅的事奉」為題作信息分享，之後他主持研討，分析和討論教會的健康狀況，教會外在環境（機遇和威脅）和内在情况（優點和缺點），参加者由執事/教牧帶領分组討論。  

上午環節在分组滙報後結束，會眾享用由馮趙惠玲姊妹(Ling)，李師母(Marianna)和梁玉蘭(Leona)姊妹（及她的夫婿祺哥）預備的豐富午膳。在下午環節，李牧師主持另一個研討，探討教會來年在六個主要事工領域的切實可行的改善計劃。  如 上午的討論環節 ，参加者由執事 /教牧帶領 分 组 討 論（英語堂由宋傳 道 帶 領 分開進行）。因為時間較充裕，而每组優先討論李牧師指定的二個領域，所以各小组可以在每個領域提出更多和更具體的方案。同樣，各小组需分组滙報。  在策劃日各小组提出的方案，已由教會幹事以照片記錄，並即日傳送给教牧及執事参考，以便將來再作研究。    



 

事在神為事在神為事在神為事在神為        --------        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喜出望外喜出望外                                                                                                                                    生活在澳州，駕駛代步是日常所需，迷路更是難免發生，當遇上進退兩難時我們會怎樣面對呢？  一次去 Eastwood 購物 ，不小心轉入雙缐單程路，雖然沒有對頭車，但看見地上一個大箭咀指向自己就心知不妙了。我不想阻礙交通，祗有把車不合法地停在路邊，再看看清楚怎樣才可以走回正路時，更糟糕的是看見有一輛警車停泊在不遠處，他們似在執行什麽任務似的。我祗好坐在車上等候接受警察先生的處分，心想罰款加扣分也難免，反正我是犯了規；可是等了幾分鐘他們仍未有所行動，却給了我機會去冷靜思想和禱告 : 「主啊！我們偉大的神！我知道祢是萬物之主宰，一切事無大小，必在祢掌控之中，求神赦免我的罪，請將祢的道指示我，救我離開這困境。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祈求，啊們！」  當時我惱海中浮現的就是一節聖經的經文「遮掩自己的罪過的，必不亨通；承認離棄罪過的，必蒙憐恤。」（箴言 28:13）於是我知道不用再等下去，立即下車向警察自首，告訴他們我是不小心誤駛入這單程路，請示怎様才能駛回正路，警察先生們沒有查看我的駕駛執照而且很有禮貌地指導 ：「 就在你停車那處調頭就可以。」一聲謝謝後我就返回自己車上準備好開車調頭，這樣做法是會有難度的，因為是雙線單向行車，車輛比先前多了許多，但感覺是很平安，知道神必與我同行，便耐心

地等待機會。坐在我旁邊的姊妹忽然發現有位警察向著我們行近，也許是剛才他忘記給我告票現在來補回，我會接受的，因為我犯錯是鐵一般的事實。誰知道神的恩典又再臨到，那個警察行近我的車，向我們微笑揮手打了招呼後就行至馬路中央，用手勢把所有經過的車輛示停，好讓我能夠在安全情況下可以調頭。往後的路當然是暢順無阻；但仍然是要小心翼翼，希望不再去犯錯。「耶和華啊，人算甚麼，祢竟認識他 ？世人算甚麼，祢竟顧念他」？（詩篇 144:3）我又算什麼？神祢竟如此顧念我呢！真令我感到有點受寵若驚，喜出望外。  神是何等偉大，衪的愛是何等高深莫測，祂的作為更是奇妙得超乎我所想所求，是配得稱頌讚美的神。可是人却愛偏行己道，容易做了迷途羔羊而不知何去何從，更有執迷不悟，喜歡隠蔵在自己的罪悪裏，直至泥足深陷不能自拔時又會抱怨為何偏偏選中我。 但神曾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更完全。」（林後 12:9上）感謝神的教導與幫助，並賜下憐憫和指引，能讓我們在祂的話語中更深認識祂，在日常生活中更深體會祂，因為體會越多，感恩和喜樂也會越多。回望過去，若要數算神的恩典，怎樣數也數不完；惟有以感恩的心，盡力頌揚祂的美善。 作者: 譚景倩 
隨想框之忘記隨想框之忘記隨想框之忘記隨想框之忘記                                                                                                                                    「婦人焉能忘記她吃奶的嬰孩，不憐恤她所生的兒子？即或有忘記的，我卻不忘記你。」(以賽亜書 49:15)   昨晚輾轉反側不能入睡，於是起床坐在書桌前發呆，聽見枕邊人正在咕嚕咕嚕睡得很甜，懶惰貓也在牆角睡著了，周圍環境漆黑一片但很寧靜，偶然一輛車聲劃過空蕩蕩的空間。  想到前天晩飯時突然問太太那個同事叫什麽名字，三個月前她被解僱，因為多年以來她編織很多美麗的辛酸史，時刻要看醫生及拿取病假，她的工作因此被安排到我的身上。長期以來，我的手腕手臂都傷了，中西醫、針灸、拔火罐也不能根治，除非提早退休！  「你們聽見有吩咐古人的話，說：不可殺人』；又說：『凡殺人的難免受審判。』」只是我告訴你們，凡向弟兄動怒的，難免受審判；凡罵弟兄是拉加的，難免公會的審斷；凡罵弟兄是魔利的，難免地獄的火。」(馬太福音五章 21，22 節)   真的感謝神，聖經中耶穌教訓門徒的話，我也聽到了！那傷害我的一切連其名字我都忘記了！禱告亦蒙應允是: 

我的身體仍然撑得住，可以每天帶著疲乏無力的身軀繼續前進工作。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篇三十篇 5節)  近年，驚覺為甚麽忘記這又忘記那，出了門又發覺忘記帶什麽；入了房又醒覺遺留什麽在厨房，走進厨房又會問自已要拿什麽；背著背包卻問背包在那里；心中盤算很久也不能决定大小事情；家中好易記電話號碼時常忘記了；讀書過目就忘；時刻執筆忘字，不知如何下筆。脾氣急躁，情緒早晚温差頗大，固執己見。  神啊，「忘記昨天，把握今天，仰望明天」，是非常好的左右銘。很害怕有一天甚至會忘記祢是誰？我是誰？是神的兒女？是基督徒？耶穌是我救主？忘記家中所熟悉的一切，與我共生死又是誰？深信神永永遠遠不會忘記我這個「吃奶的嬰孩。」 作者: 李兆球 



 

小小小小组组组组活動活動活動活動    --------    織出愛心織出愛心織出愛心織出愛心                                                                                                                                                    7 月 31 日在教會堂址展示了二張已織製成或快將完成的毛冷被。這是山宣瑪拉基 B 組响應康士 比 圖 書 館（ Hornsby Library）一年一度的「愛心織冷被」活動的成果。這活動的製成品將送給區內有需要的人。  統籌和聯絡這次小组善舉的組員 Fione 姊妹說，参與編織的共有九位，包括 Sylvia，Fione, Wylie, Juanita, Jessie, 二位堂內姊妹（Anita, 師母）和二位堂外姊妹（其中一位為未信者）。她們努力了個多月，共織了約 60 件方塊，再將每 28 件方塊縫合成一毛冷被。另外三位瑪拉基 B組的組員因為没有時間参與編織，但贊助了 20卷毛冷以作支持。 

 發起這 次 活動的 組 長 Sylvia姊妹說，年初已計畫舉辦一次 活動，讓組員 可 以 一 同参與，服務社會 。她在 Hornsby Library 見到這活動的單張後在小组推廣，結果参與者愈來愈多，短短一個月已經有九位「織女」参加，縫製了二張毛冷被。  這是细胞小组活動的一個好例子 -- 全组一同為一個目標努力，分工合作，也可讓未信的朋友参與，融入小组。小组除了記念教會和肢體的需要，也可考慮和嘗試去關心社會，服務社群，縱使只是給予「一杯涼水」。（太 10:42）  
 

國語堂中秋晚會國語堂中秋晚會國語堂中秋晚會國語堂中秋晚會     今年的國語堂中秋節晚會，是以福音為主題的慶祝晚會，有豐富的晚餐。開始由「豐盛團契」的弟兄姊妹帶出歡快活力的詩歌敬拜，有見證，福音話劇，琵琶獨奏，孩子們生動的話劇，優美舞蹈，福音見證。整個晚會充滿歡聲笑語，讓新朋友，能夠了解福音，大家也享受一個快樂的晚上。感謝神的保守，也感謝整個教會弟兄姊妹的同心服事，一切榮耀歸於神！ 
 

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編者的話     第四屆（2016-2018）執事崗位已確定，本刊將陸續介紹各部事工及計劃，今期先介紹陳劉雪芬執事負責的傳道部。  由本年七月開始，文字小组在架構上歸屬教育部。文字小组除了負責出版及編輯季刊外，亦會負責編輯全教會性刊物，如週刊，年報，浸禮埸刊，特刊等。 歡迎有心志文字工作的肢體加入事奉，也期望弟兄姊妹给予意見和投稿。  文字小组：郭兆和弟兄，余黎志蓮姊妹，郭李慧妍執事 繙譯：余黎慶玲姊妹，李佩恩姊妹，郭兆和弟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