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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訂於主降二○一九年七月十四日（主日）下午三時正在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道四十號本會九龍堂舉行盟約門徒第十
六屆守約者聯合聚會並

  恭請  
本會會長林崇智牧師蒞臨頒授徽章
信徒培訓部部長劉麗詩牧師主禮立約聖餐 
    敬候   
撥冗光臨
同頌主恩    
　　　　　　     香港基督教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信徒培訓部
　　　　　　　　　　    盟約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　敬約

請  柬

盟約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 (2018-2019年度）
主　　席：林靜儀女士   書記：李美寶女士
委　　員：麥衛華會吏 廖禕琳女士 羅少恩女士 黃國強先生
 張彩鳳女士 林常碧女士 王澤堂牧師 張偉文先生
 鍾鳳霞牧師 羅瑞華女士 鄒朗昇先生 阮月霞女士 
 李美美女士 陳翊翎女士

如欲了解更多關於盟約門徒事工或希望參加盟約門徒小組，請向所屬堂會之宣教同工查
詢或致電2528 0186聯絡總議會辦事處梁翠湄女士或黃浩哲先生。

編　　輯：廖禕琳女士（召集人）、李捧珠女士、張彩鳳女士、陳翊翎女士
校　　對：梁翠湄女士、黃浩哲先生
設計及承印：超象設計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年5月

地　　址：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71號衞斯理大樓十四樓
電　　話：2528 0186
電　　郵：ltdiv@methodist.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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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靜儀女士
盟約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主席

主席的話

　　在這多變的世代，很多人感到生命沒有方向。
人心算計利益、科技不斷發展、自我不斷膨漲、
時代步伐急速、社會政策及很多制度出現問題等
等。作為現今的盟約門徒，我們該如何自處？如
何面對困難？如何關心別人？並如何積極鼓勵身
邊的弟兄姊妹呢？

　　感謝「盟年刊」小組委員定出「身處撕裂世代、實踐基督關懷」這主題。前
句形容我們身處的景況，後句提醒我們，不要忘記實踐基督關懷的精神。然而兩句說
話之間，卻充滿着掙扎、疑問及矛盾。在詩歌學習的過程中，有首詩歌出自新普天
頌讚第566首「知主同行」，歌詞十分有意思，藉此機會與大家分享。

【知主同行】

1. 有人窮乏，生計缺欠，卻願分享，有人乾渴卻把水施出予人，
 有人殘缺卻願熱切扶助他人，(副歌)
2. 時候要到，受苦人群得到釋放，他們盼望，雖周遭彷似絕望，
 雖然仇恨好像充斥，卻願相愛，(副歌)
3. 正當我們心中感到喜樂滿懷，我們決不說其他，只說真話，
 我們知曉活得簡樸，心更快樂，(副歌)
4. 正當我家一切美善充滿門庭，我們一心免紛爭，追求和平，
 陌生客旅全是鄰人，以愛相待，(副歌)
(副歌) 因此知道神與我們一同行，因此知道神與我們一同行。 

　　歌詞特別之處是一邊形容「窮乏」，「缺欠」、「受苦」、「絕望」、「仇恨
充斥」等情況，另一邊又形容有人「卻願分享」、「卻把水施出予人」、「卻願熱
切扶助他人」、「卻願相愛」。這對比的出現，是因為信仰群體有一個信念，就是知
道「神與我們一同行」。歌詞亦帶出信仰群體的特質「不說其他只說真話」、「活得
簡樸」、「追求和平」及「以愛相待」。旁人看見我們的行為，就認出我們是基督
的跟隨者。

身處撕裂世代、堅信知主同行
實踐基督關懷、黑夜中見主光

本祈禱文承蒙葉菁華教授答允轉載

　　詩歌提醒我們力量的源頭及視野的焦點，是「知主同行」。當紛爭出現時，我們
的焦點不是「紛爭」，而是紛爭背後，我們願意幫助有困難的人。當撕裂出現時，我
們的焦點也不是「撕裂」，而是不斷實踐關懷的行動，讓大家有溝通的空間，多了解
並尊重對方的立場及想法。若基督徒在困難的時刻仍堅持實踐愛與關懷，這就是上帝
在我們中間的憑證了。聖經清楚告訴我們，處理撕裂的不二法門，仍要回歸於上帝的
真道當中。如彌迦書6:8「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上帝同行。」若你因身處一個撕裂的世代，
而感到不安或有危機感時，我鼓勵你嘗試學習唱這首詩歌，或者從中可得着啟迪。

　　保羅提醒我們「黑夜已深，白晝將近。所以我們該除去暗昧的行為，帶上光
明的兵器。」（羅馬書13:12）。願盟約門徒能在「黑夜中見主光」，並選擇以
「實踐基督關懷」的行動來回應。謹以葉菁華教授於2019年4月19日早上的一篇
禱文（見下圖），成為我們禱告的力量。

【大齋期禱文】 
葉菁華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研究及出版〕副院長）
 
掌管歷史的上主，我們所愛的香港正陷於重重危機與困局。
  
面對權力的傲慢、權勢的專橫、制度的不義，
面對顛倒是非、指鹿為馬、賞惡罰善、鋤弱扶強的事情，
不少有心人深感無奈、疲倦、挫折。
求祢審判罪惡、對抗魔魅， 並使等候祢的人能重新得力，能如鷹展翅上騰。 
 
也許教會中有人跌倒，甚至彼此陷害，彼此憎恨；
且有假先知起來，迷惑眾人。 
由於不法的事增多，許多人的愛心漸漸冷淡。 
求祢叫他們能堅忍到底，仰望祢的拯救。 
求祢的國度早日降臨！死而復活的主耶穌，求祢快快來臨！ 
  
掌管歷史的上主，
求賜平靜，讓我們沉着改變現時可以改變的事情；
求賜勇氣，讓我們勇於面對暫時不能改變的事情；
求賜智慧，讓我們能分辨兩者； 
又求賜信望愛，讓我們無論順逆，皆能靠着聖靈大能，彰顯天國的公義、和平、
喜樂。 
  
奉主基督之名而求，阿們。 
 
（第二段參考以賽亞書四十 31；第三段參考馬太福音二十四 10~13；第四段改寫尼布爾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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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國邦先生
香港堂 ~但工 2 組

陳緩琳女士
安素堂 ~「My 盟」組 2 

羅瑞華女士
香港堂 ~八福臨門組

盟約門徒小組分享

彼此相愛
盟約門徒小組分享

追隨基督

盟約門徒讓我關心社會
及有需要的人

分享篇

現今社會充斥都是冷漠，彼此的溝通都變
得機械式，沒有親情流露，但我們這群屬上帝
的子民，要秉承基督的教導，彼此效法，互相學
習祂給我們的命令，就是除了要盡心、盡性、
盡意、盡力愛上帝外，那就是愛鄰舍如己了。
而我們在這天路歷程中，並非單打獨鬥，孤身
而行，反之我們是一個團體，因此我們需要謹
慎而行，要心裏沒有虛假，彼此切實相愛，要

真誠，更重要的是不要放棄盼望，要堅定地朝着上帝所應許的邁進，同時
更要倚靠主在聖潔中、敬畏中、順服中抓住主的恩典，倚靠上帝照着彼此
相愛的方向，朝着標竿努力朝主走去。

「撕裂的時代」，哪個時代不撕裂？怎樣能跨過撕裂？
我們雖一同團契，但成員來自港九新界離島，並不能常常集齊成員聚

會，仍珍惜互相關懷支持，從上帝
裏得着勇氣去生活；透過盟約約章
去實踐關懷、公義、敬拜和靈修等行
動，主裏同行學習跟隨基督。

我們在主面前都是蒙恩罪人，
盟約門徒小組中更不算委身。不過
我們都經歷主愛，在盟約門徒小組
中成長。

身處這個撕裂的世代，實踐基督的關懷
是對基督徒的一個挑戰。本年度關懷約章是
每星期關懷一個人並為他人祈禱。在社會層
面上亦有關心時事，為社會公義禱告。盟約
門徒小組能讓我們每星期分享對時事不同的
看法並一起代禱。身處這世代，面對不公義
的事情都會有一種無力感。盼望我們都能有
從上帝而來的盼望，關懷身邊的肢體，察看
彼此需要，為這世代增添一點溫暖，感染更
多人。

盟約門徒小組教我
實踐信仰

我們身處於香港，貧窮及貧富懸殊問題嚴重，令社會階級矛盾及衝突，產
生很多怨氣。加上香港樓市嚴峻高企，地產商只顧賺錢而不顧社會責任，低下
階層市民每月租住在劏房，只嘆無奈！宏觀世界事件，中美貿易戰、北韓與美
國的關係、英國向歐盟申請脫歐，均引起國際關注。

袁天佑牧師出版的《無力的時代，有力的信仰》，或許這真是不少香港人
的感受，對政治的無力感，極權的臨近及操控，我們彷彿進入一個兩極化社會
，卻無力改變！正如耶利米書17:5-10所說，先知耶利米看見當時的情況也感到
孤單無力！勸人民不要依靠人，回轉依靠上帝。

我們面對撕裂社會的對立情緒，教會教導信徒彼此尊重，異中求同；我們
透過每週盟約門徒小組聚會，遵守公義及關懷約章，包括：以行動關心社會民

生（代禱或服侍）、常讀報章、為時事代禱。關心
身處撕裂世代，實踐基督關懷社會。聽見以上社會
的撕裂問題，立刻代禱，求主帶領看顧，帶回小組
聚會時分享及禱告。我們組員有的參加食物銀行服
侍，有的參加老人院及獨居長者探訪，盼望我們這
微小的禱告和服侍，願主悅納及使用。

蔡麗貞女士
安素堂 ~感恩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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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文慧女士
觀塘堂 ~恩慈組

盟約門徒小組分享

用愛去服侍他人

黃美貞女士
藍田堂 ~恩慈組

讓我們學習耶穌的愛

林惠儀女士
觀塘堂 ~恩慈組

關心有需要的肢體

分享篇

感謝主的保守，我在二○一八年十一月
八至十三日參與了柬埔寨醫療短宣隊，體會
到當地文化及需要，提醒我主耶穌當日用僕
人樣式，進入了受苦的人當中，接觸他們，
服侍他們。這次是一個很好的經驗，亦是個
人信仰與生命的反思機會。在這撕裂世代，
自己總要謙卑學習，要與人分享上帝的愛，
服侍有需要的人，以愛還愛，回應上帝對我
們呼召，好好作上帝的器皿，被上帝陶造及
使用。

杜笑歡女士
鴨脷洲堂 ~

Duck 力蒙恩組

信仰中學習彼此尊重
及包容

盟約門徒小組分享

「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詩
篇133:1）但過往數年，香港的社會政治、經濟環境急速
改變，人際間和睦共處已愈來愈難達致。信徒群體中，
因着不同的政治立場引起了不信任和紛爭。這真是可
惜，更令愛我們的主心碎。有些好友，因各持己見，
甚至變成了陌路人。作為以愛維繫的信徒群體，我們
應以聖經教導為依歸，學習在分歧中仍以基督的心為
心，以仁愛與寬容超越分歧。彌迦書6:8告訴我們要「行
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故此，
我們需要以謙卑的心去聆聽不同的意見，彼此尊重、
包容。願我們能以基督的愛去超越紛爭，在這撕裂的世
代尋求公義的同時，能以愛相連，讓人看見基督在我們
中間。

在今天撕裂的局面，各人都持不同意見，演變成互相對立；甚至政府
提出的政策或建議，皆用激烈方式表示反對。在這不和諧的社會，身為基
督徒，我們可以做甚麼？

我認為遇上不同意見的，我們可用溫和態度表示自己的意見，不要加
入爭吵；不要偏離理性討論；更不要陷入互相指責的境況。我們要謹慎自
己的舌頭，不要隨意說人的不是或作審判，因我們都是罪人，只有上帝才
可作審判！

我相信學效耶穌愛我們一樣，以包容及真誠的心對待別人，矛盾和紛
爭可望減少。

無意中在電視裏重溫了一套劇集「獅子山下」。那時，
香港的社會雖然不甚富裕，但人與人之間彼此信任，鄰舍之
間互相關懷、幫助。但隨着時代變遷，香港經濟逐漸起飛，
人均收入不斷上升，但人際間距離卻越走越遠，遠得連鄰舍
姓甚名誰也不知道。加上雨傘運動後，社會被撕裂，政府與
市民之間不信任，人與人之間互相猜忌、攻擊，更惶論彼此
關懷和幫助了。

耶穌教導門徒要彼此相愛，可見「愛」在基督教信仰
中的重要性。愛是行動，當中包括援助貧窮、關顧孤寡、安
慰傷心者、勉勵軟弱人⋯⋯感謝上帝讓我們有盟約門徒小組
，透過每星期的聚會，讓組員能有紀律地藉着互相關懷、問
責及鼓勵，有效地活出基督門徒的精神。

在盟約門徒小組裏，我們除了學習關心教會需要之外，
更會定時探訪軟弱的肢體、關心組員的家人，學習基督的
愛，期盼將愛、信任和關懷重建。盼望各位弟兄姊妹也加入
我們的行列當中，讓我們透過靈修、敬拜、關懷和公義，一
同來學習成為一個基督門徒。願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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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譚躍彤女士
麗瑤堂~牽動同行之樂

在亂世中以愛還愛

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社會上籠罩
着不同的聲音，有人更會以負面來標籤基
督徒，自覺他們怕事、懦弱。上帝教導我
們要愛鄰如己，而實踐基督關懷的首要條
件便是要去「愛」。愛這個社會、愛自己
的仇敵，更重要的是要行公義好憐憫，不
要怕被社會同化，緊守基督真理。我們更
要時常禱告，在禱告中記念社會不公義，
深信上帝仍會在亂世中掌權。

黃穎珩女士
鯉魚門堂 ~守約者聯盟

盟約門徒大專組分享

盟約約章教導我去關懷
牧養伙伴計劃牧者分享

關懷，聽起來就像是一個多去問候、
關心別人的行為，看似非常容易。但當自
己嘗試過後，就會發現人與人之間都會有
一些隔膜。當你只維持着這樣的關係，再
關心下去也是徒然，因為所關心的都只是
表面。

自從參與了盟約門徒大專組，盟約約
章令我有了更多動力去嘗試關懷別人。不再
停留於表面，嘗試打破與人的隔膜，並建立
更深厚、更值得信賴的關係。這份關懷不單
單是用在家人和朋友身上，連社會都成了關
懷的一部分。縱使我在關懷方面亦不盡完
美，但這必定是一個好的開始去實踐關懷。

當「夾縫」就是指兩個靠近物體中
的狹窄空間時，筆者想到，當下教會信
徒面對不同文化價值，以及紛紜政治帶
來關係撕裂下，我們何嘗不是活在「夾
縫」中呢？問題是，我們如何在這「夾
縫」中實踐基督的牧養關懷呢？

從聖經中看到，「耶和華是我的牧
者」（詩篇23:1）；在約翰福音10:11耶穌提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
捨命」時，可見，真正的牧養關懷，乃是來自於三一上主對我們的關懷。
問題是，我們如何效法基督作好牧人，從而牧養身在「夾縫」中的教會信
徒呢？

當筆者自2017年，在香港堂參與牧養伙伴第四組及第五組事奉，除
了安排牧養伙伴關心每年度聖誕節及復活節受洗、堅信及轉會弟兄姊妹外，
更每三個月一次以小組模式聚會，從而分享在牧養上的甜、酸、苦、辣，當
中可謂有熱情、有冷漠及有被拒絕的，這些都是在牧養上難能可貴的經驗。
然而，因針對不同牧養上的需要，每次聚會都有不同主題，如：同理心、原
生家庭、負傷的治療者、身心社靈的牧養及聖依納爵靈修操練等，都針對在
輔導上或靈性上需要，盼能幫助大家對牧養技巧有所把握。同時，香港堂的
牧養伙伴，都有舉行退修日營，盼能避靜退修，從而在主裏得到安息。

當教會信徒身處於「夾縫」中，特別在初信受洗加入教會的弟兄姊
妹，能有同路人牧養關懷，這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呢？不過，當我們在
牧養上，總會面對失望、挫折及氣餒時，「牧養伙伴」就是一種彼此配搭、
支持及鼓勵的「連線」，從而在孤單的牧養上不再孤單，因為大家都是「
伙伴」，是彼此關心、鼓勵及支持的。或許，坊間都有很多不同的牧養方
法及策略，但當「牧養伙伴」就是參考約翰衞斯理的「班會」模式，彼此
牧養下，共同關心活在現代社會「夾縫」下的群羊。或許，在這「夾縫」
中要展現基督的愛，確實不容易，不過，因着基督的托付，我們願意全心
竭力牧養群羊，建立愛主愛人的教會。

劉偉豪宣教師
香港堂

分享篇

「夾縫」中的牧養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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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篇

生活少不免有挑戰及無奈，而作為基督
徒又似乎多了一份掙扎及衝擊。在信仰中固
然有主耶穌的應許及陪伴，但我若能多一雙
耳朵聆聽，感覺上能輕省一點。我答應擔任
牧養伙伴，既因為從前在年長前輩身上學習，
亦因為想讓年青關顧對象們知道有人願意
同行，在傷心時有人送上紙巾、在苦惱時有
人一起扶持。感謝關顧對象信任，以致一起
經歷生活的大小事，互相分擔，彼此代求。
雖然每對伙伴在牧養伙伴計劃上只維持兩
年，但我相信建立的關係是一生之久。鼓勵
大家也考慮參加牧養伙伴計劃，讓生命的交
流成為別人及自己的祝福。

主內平安，我是何淑芹。主要為新
受洗或轉會的弟兄姊妹關顧和守望，當
中我遇到最大困難就是與時間競賽。       
都市人實在太忙碌了，可能只能夠簡單
的問候，然後就已經沒時間傾談信仰，
甚至有時他們連崇拜都未能夠出席，這
樣的單向式守望有時也會令我感到挫折
和困惑，感謝上帝讓我有一班牧養伙伴
互相激勵和分享牧養小羊的心得，要保
持自己常與主同在，不被世界張力壓垮
是每一位基督徒的挑戰，但願我們不單
以基督的愛關顧弟兄姊妹，也以禱告為
各方守望。

曹翠貞女士
安素堂

何淑芹女士
香港堂

牧養伙伴計劃分享
參加了沙田堂的牧養伙伴計劃兩年了，當中

有很多學習及感恩的地方。其實我一直知道牧者
的辛勞，故自從參加了這個計劃後，便順理成章
地協助牧者關顧有需要的弟兄姊妹，除了解他們
的需要外，同時也表達教會對他們的關心。
我們也會定時聚會，分享關顧對象的近況，

彼此支援及代禱。很感恩大家也是很委身的，讓
不少關顧對象也能重新投入聚會，當然仍有部分
肢體需要我們更多的努力，希望能為他們帶來多
一點支持。
馬太福音9:36提到「他看見一大群人，就憐

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無助，如同羊沒有牧人一樣。」。盼望透過牧養伙
伴計劃，能將基督的愛帶到有需要的肢體，為上帝作鹽作光。

人生在不同的成長階段中，身邊總會出現一些同行的
朋友。有些是你的知心好友，給你支持和幫助，有些可能
留給你傷痛，甚至帶來遺憾。但無論如何，懂或不懂得怎
樣選擇朋友，這些人確實是我們生命的一部分，是在你生
命中與你同行。當然，我們希望能有足夠的智慧，選擇一
些良朋結伴，卻很少願意擺上時間成為別人的良伴，因為
我們很懂得計算代價，很想收取的比付出的多。
感恩參加了第三屆牧養伙伴計劃，而且讓我們自己

去選擇「關顧對象」。雖然過去也有小組模式的牧養經驗，但從「彼此認識」
的階段開始，就讓我知道跟三個長輩同行，不單是需要更多的溝通技巧，更重
要是謙卑和有上帝的恩典。時間很快過了一年，從最初每月一次見面，到看到
其中兩位「關顧對象」洗禮加入教會大家庭，心裏不斷為他們感謝上帝，更
確信上帝是聽禱告的。在牧者的帶領下，我們彼此牧養，建立生命的服侍，
每星期同心參與崇拜和不同的小組活動，回應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向我們所定
的旨意。今年開始，其中一位關顧者的身體健康出現了問題，使我們更意識
到上帝一切工作，都有定時。感謝上帝讓我們接受這份信心的挑戰，「求你
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着智慧的心」（詩篇90:12）。

沈立平先生
沙田堂

何瑞泉先生
觀塘堂

牧養伙伴計劃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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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篇

牧養伙伴聚會

組長訓練

統籌員及
  組長分享會

盟約門徒活動照片
(2018-2019)

守約者聯合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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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

關懷 公義

敬拜

簽名： 日期：

填妥後，請將報名表交回教會辦事處，俾便  貴堂盟約門徒統籌員跟進
有關事宜。

姓名︰  性別： 

電話：(手提) 電郵： 

於本堂洗禮／堅信禮／轉會之年份： 

盟約門徒小組報名表

招募篇

特　　色： 為本會17至25歲全時間修讀專上學院課程之青年信徒而設，藉着在
共同的校園環境，面對相同的人生階段，一起操練、守望、問責和

關心，從中建立作主門徒的生命見證和樣式。

內　　容： 以實踐「關懷、公義、敬拜、靈修」；並透過小組塑造正確人生價
值、裝備面對社會文化、建立密切家庭關係及積極投入活出信仰。

小組時段： 以九個月為期，由每年九月一日至翌年五月三十一日止。

組長條件： 本會成年會友、曾參與盟約門徒小組一年或以上，須接受盟約門徒
組長訓練，及由堂主任或本委員會物色委任。

組員條件： 17至25歲全時間修專上學院課程之本會青年信徒，已決志信主及經
常參與本會聚會半年或以上，由堂會牧者推薦，具立志委身過門徒生

活的心志，願以盟約門徒四個範圍與上帝和人立約，承諾出席每週小

組聚會，在組長帶領下互相守望，履行約章及分享自己的門徒生活。

參與類別： ※以堂所為基地： 由同一間或不同堂所就讀大專院校的本會青年信
徒組成。

 ※以校園為基地： 由就讀同一所大學*之本會青年信徒組成。

 *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科技大學、香港浸會大學、香港

城市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嶺南大學、香港樹仁大學、香港教育

大學、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IVE)

表揚條件： ※ 組員須出席每週小組聚會，以學年三十六週計算，出席不得少於
二十八次聚會。

 ※ 在每年七月舉行的「盟約門徒守約者聯合聚會」中，獲頒發襟

章予達成上述條件之組員。（襟章共有六款：馬可、西拉、提

摩太、提多、巴拿巴及路加）

截止報名日期： 第一階段：2019年6月21日（禮拜五）

  第二階段：2019年8月16日（禮拜五）

報名及查詢： 請聯絡各堂所宣教同工，或致電2528 0186聯絡總議會辦事處
梁翠湄女士或黃浩哲先生

盟約門徒大專組招募
盟約門徒小組
組員招募資料
目的與精神：
盟約門徒小組是一個有效的「蒙恩途徑」，目的是幫助信徒有紀律地藉着彼此督
促及互相扶持的關係，裝備他們在世上忠心順服地過基督徒生活

信念：
我們承認人性的軟弱，故此持續需要上帝的恩典和別人同心的幫助，藉着彼此立
約委身，在愛中互相扶持守望，才能穩定地在恩典中不斷長進成熟。

參加資格：
1. 了解及認同盟約門徒小組的目的與精神、運作與承諾。
2. 需具立志委身過門徒生活的意願。
3. 自願報名參加。
4. 已受洗並經常參與本會聚會者。
【如有特殊情況，須由堂所主任具函向盟約門徒事工執行委員會申請批准。】

聚會時間及形式安排：
每屆為期一年，每年由七月開始，每星期聚會一次，每次聚會不超過七十五分鐘，
至每年六月完結。小組組員每星期忠誠地就「關懷、公義、敬拜、靈修」四方面彼
此交代，互相問責。

報名及查詢：
弟兄姊妹如有興趣參加，請與所屬堂會負責的之宣教同工及統籌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