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難的再思  

引言：

印尼大海嘯橫掃印度洋，奪去超過二十多萬條

的生命，再一次提醒人類，無論我們的科技有多發

達，但面對我們身處的大自然世界，人的生命只是

很脆弱和渺小。特別在過去的十多年，香港人也見

証了世界不同的苦難：八九年的六四事件，911的恐
佈事件，前年的SARS，以致剛剛過去的大海嘯等。
這些事件仍然歷歷在目。

苦難的根源：

我們作為信徒的，有時仍然不免會去問：「為

甚麼世界有苦難?」，「為甚麼有這麼多無辜的人死
去﹖」苦難固然挑動我們傷感的情緒，推使我們產

生關懷、禱告，以致有實際的行動；但另一方面，

苦難也逼使我們思想信仰的核心，注視苦難的根源

，與罪惡的關係。懷疑神的哲學家對苦難的質詢主

要是引用三個命題：

是全能與全知的

神是全然良善的

苦難與罪惡真實地存在世上

所以得到的結論就是神不是全能，以致祂不能

攔阻苦難與罪惡發生，

或者神不是全然良善，而是苦難與罪惡的根源。但

哲學家所想像的神只是人單從理性所建構的神，與

基督教所啟示的有位格，並參予人類歷史的神有截

然不同的分別。

聖經很清楚地指出苦難並不是指到世界沒有神

，也不是神沒有能力攔阻苦難的發生，因為神仍用

祂權能的命令托住萬有(來1：3)。聖經中啟示神的
全能，不等同神凡是都可作，例如神不能背乎自己

。當神賜予人有自由的意志，並創造大自然的定律

，苦難就有機會產生。換句話說，苦難可以說是神

容讓它發生，但它並不是來自神，而是來自人犯罪

的結果。有些苦難是由人類直接造成，例如戰爭、

恐佈主義、人破壞生態而產生的自然災害及瘟疫等

，這些苦難在某一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我們基督

徒也應該努力參予世界，盡力減少這些災難的發生

，所以當加利利人被彼拉多殺害，並且西羅亞樓倒

塌而壓死十八個人的時候，耶穌就指出人的罪惡帶

來苦難，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悔改，否則都要如此滅

亡(路13：1-5)，只是每人遭到審判的時間與方式有
不同而已。而有些苦難表面上不是由人類直接造成

，例如地震，火山爆發，海嘯等，但這些苦難的根

源都是與人類有關，因為當我們的始祖亞當、夏娃

背叛神的時候，罪就入了世界，死就臨到罪人(羅5
：12)。罪不單使人與神隔絕，經歷屬靈的死亡，同
樣罪也會使肉身衰殘，人有一天總要面對肉體的死

亡(來9：27)。不單如此，世界也因罪的緣故，而受
到咒詛，不再是伊甸園，而是會長出荊棘蒺藜，產

生出各樣自然的災害(創3：17-18)。有些人會問：「
這樣是否不公平呢﹖因亞當的犯罪，我們每一人都

受到牽連﹗」事實上，每一個人可能包括信徒在內

都不願意接受，但事實終歸是事實，無論我們願意

接受與否，都不能夠改變這個事實，正如我們的性

別、身高、DNA、性格等都是來自我們的父母，是
我們不能改變的事實。人類屬靈真實的境況，就是

我們都在亞當裏，都在罪惡的轄制下，都要承受罪

惡的苦果，包括自己直接所犯的罪或間接承受別人(
甚至始祖)犯罪所帶來的惡果。當我們越認識罪的嚴
重，我們就越發覺人類生命的脆弱及無助﹗

苦難的意義：

 苦難雖不是人性所歡迎的，但卻是對我們屬

靈生命有益處，正如詩人說：「我受苦是與我有益

，為要使我學習你的律例」(詩119：71)。苦難使我
們不能逃避面對死亡的事實，逼使我們要思想將來

肉身死後的事情。路得(Luther)也曾說過：「當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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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腳蹤
      蒙福的窮人

        感謝神，祂給我很多討祂喜悅的機會，給我很多愛

我的同路人。這個山區裡大家一條心傳福音。很多人要

聽福音，我們人手不夠，有時候慕道者聽福音要預約。

他們住在山區更窮的偏僻地，沒條件到我們教會聽道，

我們得結伴（感謝主，賜我同路人）去向他傳。有時候

，走十幾公里山路就是為了滿足一位慕道者。摩托車對

我們很重要。這裡的主要同工都和我一樣信主少於三年

，務農維生，每個家庭都生活拮据，沒能力供養一位全

時間事奉肢體。主最近讓我買了摩托車後，作工就方便

了。我們互相幫助，知道哪裡有人慕道，或是哪裡有使

人生命豐盛的聚會，就呼朋喚友而去。主給我們各人一

顆對祂單純的心，看祂的恩典，順服祂的感動。我有時

候會專注於自己或別人的軟弱，便想退後，最後總是不

敢退後，不敢不跟隨主。我們的靈命都很相像，主使我

們彼此靠近，彼此扶持。

幾十公里外一個教會，十二年前開始蒙恩，現在

各方面都比我們豐富。感謝主，他們視我們為弟妹，教

導我們最要緊的是凡事討祂喜悅、遵祂而行、作祂的見

證：愛神愛人。他們很看重我們，每個月有幾位弟兄到

我們這裡住幾天，與我們一起去探訪、傳福音、給我們

講解聖經，與我們相交，讓我們看見神最喜歡祂的兒女

們彼此相愛搭配合力作工，大家都是以天國為念，不是

營造個人團隊。這樣的幫助是我們最需要的。他們當中

一位弟兄，很能按正意講解神的道，一年前竟中了異端

的毒，他們用神的愛待他，弟兄迷途知返後，大家再給

他機會講解神的道，弟兄不負所托，更能講明真道，指

出撒但的詭計。

因為這教會對我們的接納，最近我們參加了他們

2005教會回顧前瞻聚會。每位同工文化水平不同、家境

不同、職業不同、崗位不同，事奉主有的已十年、有的

剛開始，異口同說神給自己的憐憫、主愛不離不棄，都

立志一生事奉神、傳福音、全教會同心，而都承認自己

常軟弱、作得不夠。其中一位分享說：「事奉最重要，

其他的都會過去；事奉裡，看見人的生命改變、得著喜

樂；自己在事奉裡成長，一個人事奉容易軟弱疲乏，聚

會時唱詩常被神話語提醒；很多人需要幫助，我們必須

繼續去山區傳福音和牧養；肢體之間心靈交通、個人禱

告和讀經，都要加強。」

我目前的難處是：家人吞了老父家財，我獨自照

顧患慢性病的父親；不信主的親人都恥笑我，說「信耶

穌，親戚沒得做」，說因為我信主，他們就交厄運、逢

賭必輸。

（鄭崇楷代筆）

其他消息......

富山社會服務中心

1. 中心十周年慶祝活動之「平安滿富山」有獎攤

位遊戲於三月五日(星期六)下午三時至五時假富

山村平台(近富禮樓)舉行，讓本區居民認識福音

及中心服務。

2. 三月六日(主日)肢體交通會主題為中心十周年感

恩，內容包括回顧中心工作，見証分享及中心

十周年填色創作比賽頒獎。

學校事工 - 迦密愛禮信小學

1..  三月六日為香港基督少年軍第１６０分隊少年軍

主日暨一周年立願禮

日 期 ： 2005年3月6日【星期日】

時 間 ： 上午十時三十分

地 點 ： 大圍顯徑邨迦密愛禮信小學一樓禮堂　

教 會 ： 大圍平安福音堂

2.  三月二十日少年主日及家長講座　　

3.  主日崇拜－－少年主日

   時間：上午十時至十一時三十分 

   講員：何群弟姑娘 

   內容：唱詩、講道、見證

4.  家長講座－－「共渡少年時」

   時間：十一時三十分至十二時三十分

   講員：黃小紅姑娘(資深社工）



專欄文章

本欄乃一系列文章，大部份資料來自王國顯先生的妻子翻譯的「走天

路的教會」（「弟兄會」背境的教會歷史書）．寫作此系列文章之目

的，乃為追溯我們平安福音堂的歷史根源，以確定我們的教會路線。

我們的「歷史」根源――（8）

源自使徒時代的「瓦勒度派」

我們介紹過西班牙的「百基拉派」、在東方

亞西亞和幼發拉底河一帶的「保羅派」、和在更

遠東方興起「聶斯多流派」（Nestorian）。其實

，反對國教或天主教的純正信仰教派還有許多許

多，為篇幅關係，筆者現在要介紹法國南部，被

天主教幾乎滅絕，信仰純正，成為日後弟兄會主

要根源的「瓦勒度派」（Waldeneses）。

西方歷史開始注意「瓦勒度派」是在十二世

紀法國的Albi所舉行的天主教大公會議。當時這

個會議原是針對Albi這個地區出現一些不肯跟隨

教皇信仰的天主教徒，會議稱他們為「亞勒比根

斯派」（Albigenese）。其實他們的信仰與一般

羅馬天主教徒的差異很小，但他們主張返回聖經

真理；又認為人要等到成長到能夠明白信仰之時

才可以受洗；又指出敬拜神與華麗的教堂無關，

只要運用心靈和誠實就可以了；他們也反對跪拜

十字架；又不相信酒和餅會變成基督的身體和血

；又認為活人的善行和祈禱對於拯救死人是無助

的。結果會議定他們為異端，教皇下令十字軍將

他們全部屠殺，連一個人也沒有留下。

Albi會議在研究亞勒比根斯派之時，發現這

派之所以背叛教皇，是受到鄰近阿爾卑斯山谷一

帶的「瓦勒度派」所影響。根據逼害他們的仇敵

對他們的根查和研究，認為「瓦勒度派」是源自

意大利的古代信徒，可以追溯到使徒時代。他們

非常熟諳聖經，深信聖經是惟一的信仰準繩；人

的權威無論有多高，也不得超越聖經。他們最愛

引用的經文是主耶穌的「山上寶訓」，認為這些

教訓才是神兒女的真正生活準則。他們不輕易發

誓，也不妄稱神的名。他們反對得救要靠聖禮，

主張因信稱義，又認為一個人真心信了主，就必

定有愛心的流露。他們承認神有絕對的權柄，但

也配合人的自由意志。他們在教會的治理上，主

張「組織簡化」，在選立長老的事上非常嚴謹；

每主日守主的晚餐。

他們週遊四方傳道，彼此稱為「弟兄」，人

們統稱他們為「完全人」，或「里昂的窮人」，

因為他們照主的教訓而行。主說：「你若願意作

完全人，可以變賣你所有的，分給窮人，就必有

財寶在天上，你還要來跟從我。」（太19:21）

所以他們身上分文不帶，四海為家，切切實實地

遵行主的吩咐，憑信心出去傳道。

瓦勒度派的一位領袖里昂的彼得華度，他原

是一位事業成功的商人和銀行家。有一天，他目

睹一位客人猝然去世，感到得救的重要。後來他

讀聖經，愈讀愈有興趣，終於在1173年，把產業

給了妻子，其餘的全部變賣，分給窮人，之後他

出外傳道，依照主的話，兩個兩個人組織起來。

這些人就是人們稱之為「里昂的貧民」。他們曾

向教皇請求承認，教皇不但拒絕，還下令趕逐。

但他們的足跡遍佈許多國家。

他們完全沒有玷染當時天主教的歪風。他們

又反對拜十字架、反對拜聖人、極力主張破除偶

像、指摘當時教會離開聖經真理。他們反對政教

合一、反對流血、反對死刑、反對在信仰上施用

武力、反對向傷害自己的人提出法律控訴。1544
年，一些瓦勒度派信徒對法蘭斯一世皇帝說：「

我們所奉行的信仰，並非如敵人所誣告我們的所

謂『現代宗教』，也非近年新興的學說，而是我

們從遠古的先人所傳給我們的，也是諸殉道者，

和眾使徒所信的。……先祖常向我們細述使徒時

代的歷史，事實上我們從使徒時代開始，就一直

持守這信仰。」

到1689年，一位瓦勒度派領袖亨利亞諾形容

他們的信仰說：「他們的信仰純樸自然；他們的

名聲叫人起敬。這些特徵，連敵對他們的人也不

能不承認。」有一位天主教裁判官又向教皇這樣

說：「他們實在源於無法追查的遠時代。……他

們在皮持芒山谷一帶，已存在了四百多年；要定

實這一點，並非難事……，他們的教會從未有過

任何改革。」

有一個裁判官說：「這些里昂的貧民非常奸

險，因為他們裝出敬虔的外貎……，生活謙卑莊

重…。」又有一位裁判官見證說：「他們不但從

容就義，而且還滿腔熱切去面對死亡。」又有一

位神父見證說：「在倫巴第（Lombardy）等地

區，這些異端份子比正式神學的教派更多，聽從

他們的人也不計其數；他們公開辯論，又在市集

和戶外地方聚集，沒有人敢攔阻他們，因為大家

都懾於他們人多勢眾。」又有一個主審裁判官這

樣說：「據統計，古時的異端教派多至七十種…

其中影響德國至大，遺害至深的是『量尼派』（

亦即瓦勒度派）。原因有三：１．他們歷史尤久

，有說從羅馬第一任教皇時已經開始存在；２．

他們分佈極廣，幾乎各地都有他們的聚會；３．

其他教派恣意褻瀆神，但『量尼派』外表敬虔、

生活正直、篤信教義、敬畏神，只不過他們毀謗

羅馬天主教的神父而已……。」

當時教皇英諾森三世，下令法國南部普羅旺

斯的陀流伯爵雷門六世（Raymond VI），要全

然消滅所有瓦勒度派異端分子。雷門六世認為此

舉等於殺滅他的大部份人民，所以借故拖延不行

。到1209年，教皇不得已派十字軍前去征伐。十

字軍在利誘之下，在法國南部屠殺瓦勒度派長達

二十年之久。他們被燒死時，都是集中在一處禱

告。

為了對付他們，教皇更成立著名的「異端裁

判所」（Inquisition）。歷史告訴我們，天主教

的「異端裁判所」比任何黑暗政權所施行的酷刑

還要殘忍，他們殺死的瓦勒度派基督徒有五十萬

之眾。雖然如此，他們殺了四五百年，還未殺盡

，其中還有少部份瓦勒度派基督徒跑上阿爾卑斯

山上去躲起來。據歷史證實，後來的胡司約翰（

Huss）也是受瓦勒度派影響而起來改革的。直到

宗教革命過後才走出來。可惜，最近筆者注意到

有雜誌報導，今天的瓦勒度派後人，竟然也與天

主教聯合。可見今天天主教推動的「教會大合一

運動」，真是人類有史以來最兇險的運動！

吳主光

歡樂中，神用微聲對我們的良心說話;但在人的苦難
中，神卻在我們的苦痛中大聲呼喊！」苦難的確是

可以幫助人歸向神及更深認識神，甚至是榮耀神。

約伯以前風聞有神，但在苦難中卻親眼看見神(伯42
：5)。苦難又使生下來的瞎子顯出神的作為來(約9
：3)。而更加重要的，我們需要從受苦的基督身上
去明白受苦的意義，因基督所受的苦比世上任何人

所受的苦更大，他受苦以致成就神的救恩，使人類

得著救贖。另一方面，基督的受苦亦不是最終的目

標，只是通向身體復活並得榮耀的必經階段。苦難

同樣使我們跟隨基督的人，因著苦難而回轉歸向神

，在至暫至輕的苦楚中，生命更像耶穌，等候將來

要顯於我們的榮耀(羅8：18)。正如苦難對於人的一
生是很真實的，但同樣地，神給我們在苦難中的應

許和盼望也是實在的，使我們有能力勝過苦難。神

的救恩實在帶給人類新的盼望，祂拯救我們脫離第

二次的死亡，我們肉身會經歷生病、意外、甚至天

災人禍而離世，但是祂應許我們有復活的生命，主

也拯救現今「歎息、勞苦」的世界(羅8：22)，將來
成為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啟21-22)，成為我們信
徒與主永遠居住之地方﹗

結語：

 苦難不單是頭腦上理性的問題，更應是用我

們的心靈去回應，要與哀哭的人同哭(羅12：15)，
甚至連耶穌看見人受苦也哭了(約11：35)。同樣地
，苦難也需要用我們的手與腳去回應，因為基督教

不是人民的鴉片，只是麻醉人的思想，不去面對苦

難的真實，而是因著永生的實在，叫我們更加有力

與有盼望地，在這苦難的世界中，宣講神的拯救，

並用行動將從神而來的平安帶給有需要的人，因為

深信我們的勞苦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冼日新



牧職神學院：www.hkcmi.edu
一. 「長執牧職文憑基礎課程」消息
       「長執牧職文憑基礎課程」舉辦第二科「平安福

音堂的發展和變化」，此課程共修讀9個學分(每科
3學分)，即共修3科，由黃官勝弟兄負責，歡迎各
堂會長執及有心志裝備事奉而教會推薦的弟兄姊
妹參加。

二. 營會及課程
1. 2005靈命進深日營

日期：2005年3月2528日（週五下午至週一）
（復活節公眾假期）

目的：為特別有志奉獻全職或帶職事奉、有
心志追求讀經祈禱、靈命進深及事奉更
新的信徒而設。

講員：講經會－李穎蓮姊妹；奮興會－李盛
林弟兄；生命讀經－黎錫華弟兄

內容：講經會、奮興會、生命讀經、個人成
長工作坊、見証分享

地點：牧職神學院
費用：$550
截止報名：3月15日

2. 陳耀南教授中國文化與基督教講座
講員：陳耀南教授（曾任香港大學高級講師

、台灣中興大學中文系研究教授、台灣
中正大學中文系教授）

地點：牧職神學院
聚會詳情：

   密集課程：中國文化與教牧事奉(18-22/4,週一
至五上午9:30–下午1:00)
內容：談管理、講修養、論政權、辨真假、
說良心
中國密集研討日營－儒釋道與基督教對談 
 (22-24/4,週五晚至週日黃昏)

 內容：良心與福音、逍遙與福音、解脫與福
音、三教與福音、我的心路歷程
信徒領袖專題訓練(18-20/4,週一至三晚上

               7:30-9:30 )
內容：文化與生活、敬天與祭祖、修養與人
際公開講座(17及24/4,週日下午3-5時)
內容：中國文化與福音釋疑、我的心路歷程

3. 其他課程
專題證書、普及證書課程

課程 講員 日期 地點
週 二 晚

7:30-9:30
詩歌智慧書

李盛林

弟兄

8/326/4

(5/4休息)
灣平

週 四 晚

7:30-9:30

保羅書信 之 

加拉太書研究

黎錫華

弟兄
17/328/4 深平

週 一 晚

7:30-9:30
輔導學入門

陳梁頌

玲姊妹

4/430/5(2，

16/5休息)
荃平

週 一 至

週 三 晚

7:30-9:30

信徒領袖專題

訓練

陳耀南

教授

18,19,20/4

；(3,5/5導

修課)

學院

以上聚會與課程之詳情及報名，請參閱本院網頁：
www.hkcmi.edu 或 致電26529133（黃智生弟兄）
三. 政財報告

2月份常費收支表（至 25/2/2005）

本月總收入 557,104.25
本月總支出 547,020.11
本月盈餘 10,084.14
上期不敷 (500,014.63)
上期調整數 (86,381.84)
累積不敷 (489,930.49)

待還肢體免息貸款$900,000.00

其他消息......
香港基督徒短期宣教訓練中心
網頁：http://www.hkstm.org.hk       電郵：info@hkstm.org.hk
 1. 「晚間佈道訓練」課程，即將於4-6月份開課，每週

兩晚(共8堂傳福音訓練、8堂出隊實習)，專為在職
基督徒而設，請從速報名。

2. 《短宣異象分享會》：將於5月12日(四)晚上
7:30-9:30假旺角浸信會(旺角山東街47號中僑商業大
廈6字樓)舉行，內容：詩歌、見證、話劇、短講。
歡迎有志參與全時間短宣訓練的弟兄姊妹參加，費
用全免。

3. 2005年3月16日(三)下午1:10-1:45(午膳時間，短宣
中心舉行)午間在職人士福音聚會，由何崇德先生(
設計公司老闆)主講，誠邀未信主親友、同事出席(
尤其歡迎在小瀝源區工作及居住者)。歡迎來電報名
，可代訂飯盒。

4. 佈道訓練，周六下午3:00-4:30短宣中心舉行，歡迎
團契集體報名：

   2/4電話佈道法；講員：郭朝南牧師
   7/5動聽的福音；講員：小金子(喬宏太太)
   20/8佈道與綜合藝術；講員：梁遠耀牧師及中華基

督教會望覺堂肢體 
分區異教、異端、邪教講座，周六下午3:00-4:30
地點：香港宣教會恩磐堂舉行(石硤尾棠蔭街7號，
石硤尾地鐵站B1出口)：

   16/4異端概覽、耶和華見證人會、摩門教；講員：
張國良先生

   21/5東方閃電；講員：謝成光牧師
   18/6天道五教、彌勒大道；講員：陳梁恩慈傳道
   23/7錫安教會；講員：李錦彬牧師
5. 福音雙週(費用全免、請踴躍邀請末信親友參加)：
   懷疑！不信！有何因？：16/4(六)午3:00講員：陳耀

南教授(牧職神學院舉行)
   空虛、徒勞、無奈、有主：21/4(四)晚7:30講員：陳

耀南教授(牧職神學院舉行)
   從科學看末世啟示：24/4(日)下午3:00-4:30講員：

吳宣倫博士(短宣中心舉行)
6. 國宣消息及代禱：
   感謝神，新春南非短宣隊(3/2四-14/2/05一，12天)

已順利進行。
   3月10-21日(12天)主辦三隊短宣隊前往澳門、越南

及紐約，3月8日為差遣祈禱會(晚7:30-9:00二，短宣
中心舉行)，誠邀出席打氣及為工場代禱。



聯堂消息及報告
1. 聯堂祈禱會訂於3月12日早上8:30-10:00假界限街堂舉

行。主題是「聯堂培靈會」。歡迎各弟兄姊妹出席
，一同守望。

2. 2月18日聯堂長老交通會簡報：
牧職神學院探討改組為「會員制」，以加強會員堂
會予學院的支持。

3. 聯堂培靈會將於3月10-12日假灣仔修頓體育館舉行。
主題：「市井聖徒」。講員：高雲漢牧師(現任華福總
幹事、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創會牧師)。
7:30祈禱；7:45詩歌敬拜；8:00講道。
第三晚會前舉行「平安福音堂信託人法團週年大會」
，議程如下：

[1] 接納經審核之會計報告 (貼於堂會壁報版)。
[ 2 ]  通 過 下 列 執 行 委 員 會 成 員 ( C o u n c i l  

M e m b e r s ) 於 下 年 度 繼 續 留 任 ：
劉克華 原樹華 鄭崇楷 劉修信 何子僑。

[3] 聘任下屆核數師及授權執行委員會訂定其酬勞(現任
核數師為潘永祥會計師事務所)。

及為新同工按手禱告:-
  長老：麥家樂
  傳道：呂錦河(太) 蔡盈瑜(南屯) 蕭月宜(啟) 湯建聰(

埔) 李敏如(官) 吳紅宇(太) 蘇翠雲(富) 梁金華(
茘) 羅明德(河) 楊曉燕(河)

 黃穎莊（河）。蕭旭欣（界）
4. 各堂近況

1) 加拿大列治文平安福音堂蒙神恩典，於異教林
立地區購得2.6畝農地，預備建立一所可容三、
四百人聚會的禮拜堂。須於本年10月前預備2百
10萬加元給承建商動工。請切切記念。

2) 西灣河堂謝建輝弟兄已與區長老交通，於2月1日
開始正式長老鑑定期。(1月月報作1月起，合更
正。)

3) 西環堂西環堂韓予薪弟兄已於2月1日離任傳道職
。堂會須另覓傳道。

4) 尖沙咀堂李鳯嬋姊妹將於3月1日離任傳道職，返
回澳洲事奉。

5) 澳門堂址名義由劉傑文及鄧志強兩位弟兄購入，
現需轉名回堂會。惜失去樓契，手續變得繁複，
請代禱記念。

6) 平安福音堂幼稚園須招聘兩校長。
7) 青衣堂獲房署3月起租出單位予以發展幼稚園的家

長事工。請記念教會裝修的需要及事工的開展。
5. 陳錫安弟兄與唐若彤姊妹於3月1日回香港，弟兄3月3

日覆診心臟，翌日進行測檢睡眠窒息症．若須裝配
機器，則預期一個月才返美。

華恩基金會(網址：http://www.gratia.org.hk/)
1. 請為興建福建三明及松溪兩所兒童村所需費用及人手

，繼續代禱及記念其需要(每村約500萬元)。
2. 歡迎各堂及團契邀約分享華恩異象與需要。聨絡電話

：9746 3089 (鄭潔雯姊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