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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社會的核心，對社會的發展相當重要。啟浸中有不少
家庭，開心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又服侍藍田區的家庭。你認識教會
中家庭區的小組嗎？
延續上一期「主愛在我家」的主題，今期《精兵通訊》仍以

家庭為主軸，追蹤報導家庭區的四個小組（BP組、以馬內利組、
開•心組、壹組），並回顧「家庭伴跑網絡」活動，由參與的義工
分享他們的感受和得著。
此外，今期的精彩內容還有康綾和Robert的訪問——讓我們

從另一面認識他們、陳翊翹的中宣分享、啟浸「生」BB大召集，
最後當然少不了教會活動的精彩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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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為何來啟浸服侍？覺得啟浸怎樣？

： 簡單而言，來啟浸服侍是上帝的帶領。相信大家並不滿足於這答案，
嘻嘻！來啟浸服侍起源於Paul及執事主動的邀請。我畢業半年後，前
往烈火中宣半年。約在結束前的兩個月，收到Paul的電郵，內容問及
是否可考慮到啟浸作女同工。記得在電郵中最令我印象深刻是他寫：
「……邀請你考慮加入我們的團隊。」自少我很喜歡打籃球，是因為
籃球是其中一種很發揮團隊精神的運動。我亦期望日後在教會服侍，
與其他同工是一個團隊。另外，大約一個月後，在烈火同工營會中與
忠安執事見面。我們用了一個下午彼此認識，他了解我的背景、成
長、服侍等的情況外，我亦有機會從他口中了解啟浸是一個怎樣的群
體，以及教會希望聘請的女同工服侍的範圍，這方面是與自己考慮的
很接近，如：牧養職青的弟兄姊妹、透過社區服侍接觸人、宣教。

 感恩有這次的傾談，亦很欣賞忠安積極、主動地找機會去與我認識、
交流。這次的傾談讓我積極考慮加入啟浸團隊服侍。回港後，我們經
過兩次的約談，過程中讓我清楚上帝引導我進入啟浸群體服侍。在
此，我亦想多謝母堂牧者——志明傳道。他也認識Paul和啟浸，在考
慮過程中他給予很多的意見和鼓勵。

 在啟浸生活了兩年多，覺得啟浸是
一個大家庭。有不少屬靈長輩願意
提攜、關心年青的一代。年青的一
代亦很有活力、創意，令群體有動
力。我很欣賞啟浸裡充滿看好人、
彼此欣賞、鼓勵的氣氛。自己亦因
為這氣氛，在服侍上被加力。我也
感受到啟浸的弟兄姊妹很愛這個大
家庭。各人都願意為這大家庭彼此
付出，互相承擔不同的服侍。

傳道人 張陳康綾 訪問
小記者：周震聲 
受訪者：陳康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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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分享一下你和丈夫的相處之道嗎？

：	有關我和丈夫相處之道，我也特別問過我丈夫Percy。我們有些共同的看
法。一個是：「Take it easy!」我們在婚輔中發現，有時我們關係緊張，
是因為我們都太在意對方的說話或行為，或被自己的情緒影響。當我們
的溝通接近衝突要發生時，其中一方便說：「Easy, easy, take it easy!」
這「神奇字句」是幫助大家冷靜、放鬆。我們發現當一方不再堅持、拉
緊，另一方也會放鬆下來，大戰便告吹。Take it easy 背後體會的是給予
對方恩典、憐憫，不再對對方執著不放。坦白說，這方面我仍在學習，
常常去回想上帝對我的憐憫、恩慈，很幫助我對丈夫easy﹗另一個是面
對衝突時，要抱著積極處理的心態，盡力以有效的方法去修補、處理關
係。記得新婚一個月，我們已向幫助我們作婚前輔導的牧者尋求幫助，
因為在適應夫婦的關係上，我們均令對方產生好大的壓力。及後，不時
也發生衝突，感恩是我們都願意為著關係而尋求有效的處理方法或向外
求助。我們也發現這點是很重要的，不致關係積存過多的「垃圾」。

：	你如何平衡家庭與服侍的張力？

：	說真，家庭與服侍如何平衡，我仍在摸索中。不過，感恩是我與Percy
是「同行」。雖然有時各自忙碌，有不少假期也未必可以一齊過，但我
覺得大家都在教會服侍工作，可以一同在星期一放假，這是很好的。更
好是彼此明白、體諒對方服侍的需要。有時因為服侍的忙碌、要預備講
道、帶聚會而積存好多衫未洗、沒有時間煲湯，甚至一個星期也未能相
約一齊食晚飯，這方面大家都明白和體諒。當對方正忙著，自己便自動
去承擔多些家庭的需要。另外，我們有時工作時間是下午、晚上，未能
一齊食晚餐，便相約食早餐、午餐。所以，我們工作時間的彈性，也紓
緩這方面的張力。

 我亦為我們雙方父母感恩，他們很體諒我們工作的需要。基本上，我們
會兩個星期左右便與他們相聚食飯。但有時在忙碌的季節，如暑假、聖
誕節，有可能要隔一個月才與他們見面，他們也明白和包容。

 最後，也請記念我們若有下一代的時候，在服侍及家庭安排上的需要。
我相信不會像現在兩公婆般自由、容易去安排。同時，我們夫婦也有信
心，當耶和華賜給我們地上的產業，祂也賜下智慧、力量給我們去照顧
他、教導他。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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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Eddie Lo
受訪者：Robert Lau

啟浸的弟兄姊妹大多認識Robert（劉學榮）是誰，包括
Penny 的丈夫，作光組的組長，早堂／午堂崇拜主席，甚至
Board Game 會長，但其實他尚有一個身份，就是開心社區
服務的董事，一個頗特別的啟浸服侍崗位。

問：	Robert何時開始加入啟浸？何時成為開心社區董事
呢？

答： 是Penny帶我返啟浸，於2004年決志，2006年開始於
啟浸聚會，並於2007年聖誕節受浸。2010年底子球弟
兄代表開心社區邀請我擔任董事至今。

與董事的對話──
從啟浸服侍到開心社區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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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未於開心擔任董事前，當時你於啟浸有否其他事奉崗位？

答：	有，當時我主力擔任啟浸崇拜主席，還有作光組的實習組長，亦有參
與開心社區活動如：開心聖誕嘉年華擔任司儀及作開心社區賣旗義工
等。

問：	對於被邀擔任開心董事，當時你有何感覺？

答：	當時感覺驚訝，心裡疑問為何會找我？第一時間想起家寶，相信是他
推薦的。當時我已活躍參與開心活動一段日子，職業亦是社工，心裡
感覺擔任義務董事既是主內的服侍，亦是對社會服務的承擔。

問：	當時未曾於任何機構擔任過董事的你，你覺得作為董事有何責任須承
擔及有何抱負？

答：	據我認識，私營公司如果有任何問題，如錢銀方面，董事要負一定責任。
但另一方面，要思考開心社區如何達至可持續發展，既為非政府組織
（NGO），亦只屬小型社福機構，加上既無政府或任何機構持續資助，
開心社區能存活至今確是奇績。開心社區多年來資金一直緊拙，直至
數年前，開心社區開始舉辦賣旗籌款，而且連續幾年亦能抽中舉辦賣
旗，實屬祝福。

 至於個人抱負，自己希望成為啟浸與開心社區之間的溝通橋樑，可以
於啟浸宣傳開心社區的活動。

問：	於開心社區擔任董事已幾年時間，你有何得着？

答：	很開心，在這幾年間看到開心社區的發展，作為一個資深社工，感覺
這個小型機構已在社區上發揮作用，因一般社福機構受制於資金限
制，需指定某類受益人，但開心社區沒有這類限制，亦沒有特定長期
資助，故可以回應社區中的婦女、小童或長者的需要，彈性可以較
大，而且看到啟浸與開心社區之間的關係越見緊密，如啟浸星期四的
恩典組，可以由啟浸牧者分享，亦能服侍區內長者。

 而且開心社區比啟浸更貼近社區，啟浸與開心社區兩者可以一齊服侍
社區，照顧在患難中的人，正正是回應聖經教導，實踐愛的表現。

後記︰	由此可見，開心社區也是屬於啟浸的一部份，於開心社區服侍亦是一
種委身的表現，期待更多弟兄姊妹參與開心社區的服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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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報導（家庭區）

小記者：Carmen        受訪者：Iris

	 BP組是啟浸的新生小組，也是啟浸目前唯一的夫婦組。他的誕生源
於組長Iris對因帶着嬰幼兒而難以返小組的弟兄姊妹們
的體貼。BP是Babies	and	Parents的開頭文字，成
員以家庭為單位，除了Iris和子球以及Carmen和
KF外，所有組員都是家有嬰幼兒的，小的只有
幾個月大，最大的才四歲。

小組陣容龐大，組員包括：
爸媽 孩子

張宅 Tommy，欣欣 雅儒
蔡宅 Danny，Mabel 樂堯
鄭宅 聰，Sarah 耀天
徐宅 徐保，阿滋 躍天、詠天
黃宅 Vincent，Susanna 樂天、樂信

	 BP組逢星期六下午在子球的診所開組，那裏地方大，玩具又多。開組
時，查經的重任交由子球或KF負責。小組每月會安排一次活動，曉翠山莊
（組長家）是最常到的地方，此外，還有科大、佐敦谷公園、西貢、鯉魚
門等地。燒烤、游泳、郊遊、放風箏、大食會、生日會，活動應有盡有。
活動日不查經，閒聊時爸媽們多互相交換育嬰心得及投考幼稚園情報。

	 生產力旺盛是BP組的一大特色。樂信是BP組現在最小的成員，也是
BP組迎來的第一個新生嬰兒。幾個月前，大伙兒到黃宅吃咸蛋薑醋，滋味
至今仍難以忘懷，而在未來數月，BP組最少會再增添兩位小成員。

	 Iris覺得帶領BP組，相比以前帶組可謂輕鬆得多，除了因為自己成長
了，在心態上有所不同，以及和副組長有很好的默契外，最為感恩的是得
到丈夫的全力配合和無限量支持。對於小組員而言，子球的點對點專車接
送實在是參與活動時無可抗拒的誘惑呢。

	 BP組歡迎並期待著每一個想或要帶同幼童一起開組的家庭，隨時加
入成為他們的一份子。

追蹤

BP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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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Carmen       受訪者： 組長許燕蓮（蓮姐）、實習組長陳惠麗（Sally）

以馬內利組（日間婦女小組）

　　或許你不知道，這個小組
原來存在已有五、六年了，多
年來多得阿蓮和阿麗帶領，現
在逢星期二早上10：30至12：30
在教會開組。小組員流動性大
是這個小組的特色之一，現在穩定組員約8人，大多為要照顧孩子的家庭主婦，
也有獨居婦女，部份為新移民，當中一半已受浸。

　　小組聚會時除破冰、敬拜和查經外，還有重頭戲「分享時間」。從夫妻相
處，教養孩童到處理人際關係，大家分享經驗，交流心得；組長和導師康綾
就會以聖經真理加以教導，引領組員從另一角度去檢視生活。這是大家都好喜
歡，好享受的時間。除了家事分享外，小組員也喜歡分享食物，你帶這，她
帶那，就像美食展。小組後，小組員還會一起午膳呢。除了恆常小組聚會外，
原來以馬內利組還有特別任務的，就是做開心義工了。只要有需要，他們就會
「送湯到德康」，將開心社區的愛心湯送到德康樓的長者手上。他們的小組活動
真有意義啊！雖然開組時間是10：30，但兩位組長會於10：00便在教會為小組禱
告，小組後又多會和小組員一起進餐，延續他們的分享時間，所以組長們的帶組
時間很多時其實是朝10晚3啊！談到組長如何維繫小組，WhatsApp是訊息溝通的
媒介，至於進深的關係的建立，則有賴相約個別組員飲早茶了。

	 帶組雖然要付出很多，但兩位姊妹都表示相當享受這項服侍。因為縱使多
年來婦女們出出入入，甚至有時知道有些婦女是帶著目的來教會，如為孩子鋪路
入學或尋求社區資源，在達到目的後便會離去，但組長們相信他們已做了撒種的
工作，是神所喜悅的。此外，接觸很多不同的婦女後，她們更懂得為自己的家感
恩，覺得自己活在幸福中。

	 阿蓮和阿麗除了要帶以馬內利組外，還分別是抹利組和以便以謝組的核心
組員。要帶組又要開組，需要擺上很多的心力和時間，那麼他們「背後的男人」
（丈夫和孩子）有甚麼反應呢？感謝主！他們都沒有吃小組的醋，對女人的服侍
沒有阻攔，還願意以犧牲豐富的晚餐作支持，或以一句「我等你回來」作回應。

				阿蓮和阿麗對小組生活的委身真令我們敬佩。甚願天父大大賜福並加力量給她
們，讓更多的婦女被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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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Mee
受訪者：Shirley

	 屈指一算加入家庭區已經…七年了﹗初時
由職青轉家庭區真的有點不習慣，不過回想那時
感覺其實幾好，有被照顧的感覺，也真的很有
family	 feel。一班婦女在其中一個組員家開組，由
於那時的組長有家傭，也煮得一手好菜，因此我
們當年很有口福，每次開組均有晚飯吃，讓每位
工作後的太太都不需擔心食飯的問題，可以輕輕
鬆鬆，而且時間控制方面都很好，可以準時開
始；仲可以成為破冰的一環。真係一舉多得。	

	 做人太太真的不容易，新婚階段當然無問題，甜蜜的感覺仍然能讓你看不見
對方的「缺點」。但久了，開始「打回原形」，婦女小組是一個好好的地方去學習
如何跟丈夫相處，跟結婚時間較長的「長輩」學習相處之道，過幾招俾「較年輕」
的我們。也共同去學習如何成為「賢得婦人」，委身老公成功，培育子女，也繼
續事奉神。因為有同路人，有時小組過後，好像叉完電一樣，很滿足。現時小組
有幾個組員都有小孩了，小組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分享育兒的方法，並互相提
醒不要成為怪獸媽媽，只要成為一個好管家，管理好小孩的成長，發展他們的恩
賜，更重要是認識神	。

	 現時，小組一星期一次，由於住得真的太遠（居住在元朗），工作距離開組地
點都太遠（工作在屯門），到九龍東開組實在是對精神及體力的大挑戰，因此未必
能每星期都能參與小組，如果工作太忙，或者家庭有需要我的時候都會犧牲一下
開組的時間，始終放家庭為首位。雖然未能100%出席，但我與小組的關係是緊密
的，多得現時高科技，可以whatsapp下生活的點滴，有需要時可立刻發出代禱要
求。在生活中記念大家的需要。

	 小組特色：開•心組的特色是。。。組員家的距離都很遠，有住大埔，
元朗，深井，馬鞍山，九龍城，觀塘，藍田，將軍澳。作為太太及媽媽，要山長
水遠自己一個人去真的不容易的。此外，我們組的特色還有是我們都是一班現代
人看來是較為賢淑的太太們，較為專注家庭。我們也很喜歡聚在一起吃飯，談天
說地，因此我們維繫關係的方法之一就是保持慶祝生日，我們會外出一起食餐
好，慶祝一番。

開‧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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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者：Annabelle
受訪者：梅師父

壹 組

 組長：	 忠安

 實習組長：	 梅勝業	

		 組員：	 	賢、家寶、樹培、JOHN、ANDREW、聲

	 成立時間：	 2012年12月尾開始

	 特色 ：	 	各組員信主年期長短不一，但組員間亦能
互相分享經驗及生活智慧（一齊食飯），組
長帶頭內外全面發展小組（組織行山團隊、
建立穩定守望關係）及鼓勵組員成長（如核
心組員輪流帶查經），大部份組員喜好研讀
聖經。

	 感受 ：	 責任大、是神給基督徒的使命、

	 小組目標 ：	 一年內一齊閱讀兩本屬靈書籍

	成為實習組長原因 ：	 	喜好研經、為人守時、思想正面且坦誠與
人分享，因而深被組長欣賞，亦備受組員
信任。

	 小組VS家庭 ：	 	因為是男士組，全男班能深入分享在家經
歷、工作的喜與怒及男士的話題，守望關
係亦促使組員認識其他組員的家人，遇到
家庭問題能一同並肩而行及持續關心（組長
是好榜樣）。	

	 人生格言 ：	 常存感恩（每早外出時先以感恩開始）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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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伴跑網絡活動回顧
 開心社區服務在2012–13年展開了為期一年的「家庭伴跑網絡」活動，
服事區內的單親家庭。讓我們透過兩位大、小義工的分享，認識參與服侍的
家庭多一些。

第1組
家庭：李宅
伴跑者：李樹培、温少顏

我們是李樹培和温少顏。怎麼樣
來介紹好呢……我們是一對中年夫
婦，育有一對女兒。我們返早堂，通
常坐頭三排。我們、女兒和樹培的媽
媽一行五人返教會已經有一年多了。

其實我們原本是啟浸的植堂者，
直到2005年再次參加恩約教會植堂，
在去年才回歸！起初的確有點陌生，
因我們只認識少數人，大部分我們認
識的人已經離開了，所以我們雖然是
舊人卻又像新人。							

第一次參加「開心」的活動是賣
旗，我們幾乎出動了全家，樹培的
媽媽和細女兒也有參加。第二次活動
就是「單親陪跑」。這個活動帶我們
認識到一個單親家庭，瞭解到他們的
處境與實際生活困難。我們認識的家
庭可能是一個典型單親家庭；一位少
婦帶著兩個孩子住在藍田區的一個公
屋單位。這位女士也是「開心」的義
工，因認識我們的社工而從中得到支
援。由於她的外家在內地，一有假期
他們便會上大陸，因此很難約他們出

外，所以我們只是去了一次飲茶和參
加了一些開心舉辦的活動，但這已令
我們深深體會到他們的境況。我們也
有邀請過他們返教會。				

參加這個活動使我們有些自我反
醒，當我們活在安逸無憂無慮的生活
的時候，我們應當顧念那些處於困境
的人。「陪跑」只不過是聆聽他們的
困難與處境，其實沒有什麼實際的幫
助。去過迪士尼樂園的一天遊又怎樣
呢？會解決他們的空虛嗎？回到家，
他們仍是要無奈的面對現實。

放眼世界，全球超過四成人每
天在少於兩美元下生活，約百份之
八小童不能活到五歲，加上後現代
價值觀影響生活各方面，這不禁使
我們反省聖經禧年的教訓及實踐。
這個上主經濟倫理的基礎及核心，
作為基督門徒，更應落實上主的心
意，希望「整全使命」在教會中能
完全實踐出來，達致如舊約聖經中
神所說「你們中間沒有貧窮人」成
為真實。	 （文：李樹培，温少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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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組

家庭：陳宅
伴跑者：爸爸家寶、媽媽美源、陳施恩（10歲）、陳施行（胖胖6歲）、陳施琦（4歲）

我們一家人參加了開心社區的活動
「家庭伴跑網絡」，認識了Thomas和
他的媽媽Anna姨姨。Thomas三年級，
他是一個很有禮貌、活潑和很大方的小
孩，而Anna姨姨很會照顧別人。

我們一起玩了很多活動，好像去遊
樂場、踏單車、吃自助餐……，其中我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迪士尼樂園和捉
昆蟲。

記得去迪士尼樂園那天，天氣很
熱，Anna姨姨帶了餅乾和飲品給我們，
深怕我們肚子餓，又帶了太陽油給我
們，她真的十分體貼。其中，我們進了
「迷離莊園」，乘搭了一輛自動行駛的
車子。在裏面，真的去了一個神奇世
界，那裏的事物令人很害怕，好像有箭
快要向我們射過來…，嚇得我們全身發
抖，嘩嘩大叫。另外，我們還一起看巡
遊表演、看到車上的公主、胡迪、巴司
光年…十分興奮。最後我們四個小朋友
坐在椅子上一起吃雪糕。

捉昆蟲那天，我們本想相約一起到
新娘潭捉魚仔。我們四個小孩，每人
帶備一個魚網，但前一天剛剛下完大
雨，水流太急，我們不能下水，於是
我們到溪旁的亭子休息。在亭子旁，
我、Thomas、胖胖和琦琦看見幾隻蝴蝶
飛來飛去，所以就去撲蝶了。撲蝶時，
我們踏上草地，發現草堆中有一些東西

跳來跳去，我們睜開眼睛看真點，是我
在市區從未見過的東西啊﹗爸爸說是草
蜢。我們便用帶來的魚網，敏捷地捉它
們，很好玩啊﹗

當我們繼續撥開草堆找草蜢時，竟
發現了一隻身上有黑色斑點的青蛙，是
一隻青蛙﹗在草堆中有青蛙﹗我真是想
也想不到。我知道如要捉著它，我們
必須合作，要又靜又快。胖胖和琦琦屏
住氣息，Thomas慢慢地撥開草兒，我
輕輕地提起網，以最快的速度向下撲。
「啊﹗捉到了，我們捉到青蛙了﹗」我
們四人不停大聲地叫喊著，很難忘啊﹗

其實，我不知道自己是這項計劃的
義工，我只知道我認識了一位很好的新
朋友，這一年與Thomas一家人過得很
開心，很充實。我們玩過很多活動，有
驚險的，也有意想不到的。12月中，我
們又相約一起玩了。今次是演話劇，內
容是東方三博士，我、胖胖和Thomas
做博士，我們未試過呀﹗不知會如何好
玩呢？

編者按：以上是陳施恩的精彩分享。記
得在一次大型活動後，游姑娘叫義工們
填問卷。施恩看了一看問卷，即大聲叫
道：「怎麼原來我係義工！」事實上，
施恩已超越了義工的身份，只是全情投
入地與Thomas一家走在一起，她是最
佳的伴跑者，很值得我們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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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干達中宣分享
陳翊翹

過去數月，我在國際工程事工差會的英國分會工作，以短期同工的身份
參與宣教。顧名思義，差會專注派遣工程和建築業內的耶穌門徒到宣教工
場，用他們的專業技能服侍當地的教會和宣教士。我在九月跟隨差會到烏干
達半個月，協助當地一個福音事工擴建他們的基地，在現有幼稚園校舍旁的
空地增建小學部和宿營旅舍。

短宣隊慶功宴合照，背景是維多利亞湖的俊美風光。

當地同工帶領我們測量地界，期間獲隔鄰蔗田的收割工
人贈送試食樣本。

 這次旅程是我首次
到外地短宣，也是首次
踏足非洲。當地同工面
對龐大建築開支的無比
信心，對我來說是莫大
的激勵，提醒我要放手
讓神作工！感謝啟浸眾
弟兄姊妹在禱告上、在
財政上支持我這四個月
的中宣工作。

宣教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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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三年靈命更新營
啟田浸信會二零一三年靈命更新營於9月20至22日假粉嶺浸會園舉行，

近一百五十位弟兄姊妹及來賓參加。最後一天（22號）的主日崇拜更於營
地內舉行，啟浸安排了旅遊巴接載三十多位沒有參加營會的弟兄姊妹到來出
席崇拜。

靈命更新營

▲ 第一天熱身遊戲大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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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主題是「立約•守約」，
兩晚的培靈會都邀請了陳恩明牧師
主講。21號星期六早上的「更好、更
美的家庭立約」工作坊則由陳德俊牧
師主講。除了靈修、工作坊、祝福
閣、康體活動等外，靈塑部更主辦
了「金句」角，能正確背出指定金句
的弟兄姊妹均得到豐富禮物，滿載
而歸。

馬保羅牧師最後於22號的早上
崇拜以尼希米記一章一至十一節總
結整個營會──提醒大家要紀念立
約的主、要做守約的子民。

▲ 陳德俊牧師帶領「更好、
更美的家庭立約」工作坊

▲ 陳恩明牧師主講培靈會

▲ 培靈會前敬拜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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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教會的聖誕浸禮於12月15日在伯特利教會恩光堂舉行，
共有三位弟兄姊妹受浸。

聖誕浸禮2013

丘紹復

溫秀珍

龔榮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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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志立 & 梁雪瑩

陳兆華 & 姚萍

余學聰 & 吳楓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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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浸
生成員

鄧柏朗
‧爸爸：鄧進寶

‧媽媽：嚴秀清

張雅儒
‧爸爸：張漢堯
‧媽媽：潘欣欣

陳心瑜（陳皮妹）
‧爸爸：Andy
‧媽媽：Shirley

王恩慈
‧爸爸：王冬
‧媽媽：Oliv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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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立人
‧爸爸：Jason
‧媽媽：Kannes

曹珞婷
‧爸爸：曹英傑
‧媽媽：布詠珊

曾樂恆
‧爸爸：曾雁東					‧媽媽：羅勺甯

陳允萱
‧	爸爸：陳建城
‧	媽媽：李曦

蔡迦琳
‧	爸爸：蔡捷高
‧	媽媽：梁金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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