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神召會恩光堂  

週訊第 473 期   

2019 年 8 月 17 日至 18 日 

 

 
 

 

為使聚會在良好的環境下進行，請各位來賓 /信徒  

在聚會前關上您的手提電話或變成靜音，多謝合作！  

 

在聚會中，凡需要站立的項目，  

身體不適或年長的來賓 /信徒，可自由坐下。  

 

 
 



同工感言                              教會的財政狀況                 陳林青弟兄(值理會) 

 

倘若你有細閱上週在週訊刊載的財政報告，不難看出教會的財政出現困

難，截至 7月底，全會的現金結存只得 20 多萬元。其實，自進駐華明商場後，

這兩年教會財政都是處於不敷的情況。近來收到弟兄姊妹的查詢，加上財困
情況未有舒緩，我們實在有需要跟弟兄姊妹剖析教會整體的財政狀況。 

 

現時教會分別有恩光堂和社會服務部兩個帳項，恩光堂(簡稱「堂會」)
的盈餘有接近 100萬元，社會服務部(簡稱「社區」)卻有 70多萬元的赤字，

目前兩個單位是以開辦社會服務中心為由租用的，所以社區要全數負擔租金

和管理費等支出，由最近 3個月計，每月共約 19萬元。教會(堂會和社區)其
他主要支出為薪金共 18 萬元、事工及行政支出約 22 萬元，即每月總支出 59

萬元；收入方面，堂會奉獻收入平均每月 22 萬元、社區奉獻及收入共 28 萬

元，共 50萬元，即全會每月赤字約 9萬元。作為教會的管家職事，看著每月
的赤字，心中難免著急，與牧者、值理們經常共商如何和落實開源節流，不

想辜負弟兄姊妹對我們的信任。 

 
筆者自去年重返闊別兩年的值理會，首要面對的難題是解決財困，又不

想讓財困對教會事工做成障礙，也不要因赤字而忽略社區的需要。感謝主! 

去年底得到 10 數位熱心愛主的牧者、值理、領袖及肢體的支持和捐獻共 80
萬元，加上 1月舉行的步行籌款共 12萬元，讓教會能在上半年繼續推展既定

的工作。 

 
然而，由於下半年財政緊絀，值理會、教牧團隊、堂議會已達成共識，

會向肢體或總議會提出借貸；若情況惡化，有牧者願意借出薪金，以解燃眉

之急，盡量不讓教會工作受到影響，並可繼續「傳揚福音、建立生命、服務
社群」的使命。此外，根據教會資料，目前有參與什一奉獻的肢體有約 120

人，佔全體信徒(200人)的 60%，即平均每人每月奉獻 1800元，若有 75%的肢

體參與，每月的奉獻收入將增加 5萬元(200X75%X1800 = 27 萬元)，又或有能
力的肢體願意增加奉獻或借出款項，相信可舒緩目前的財困。 

 

不管如何，讓我們同心為教會的財政赤字禱告，求神賜智慧教會領袖有
效運用資源，弟兄姊妹齊心協力，按着神的感動，忠心奉獻，把赤字除去，

榮耀歸神。 

 
主耶穌曾稱讚窮寡婦獻上的兩個小錢，又使用孩童擺上的五餅二魚，雖

然在人看來是微不足道，主卻使用小孩的獻上，並施行神蹟，祝福了很多

人。神重視我們每一個所獻上的 ! 
 



本週講題                                   四道提示                            楊啟毅牧師 

經文: 約翰福音20章:19-23節 

20:19 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猶太人， 

門都關了。耶穌來，站在當中，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20:20 說了這話，就把手和肋旁指給他們看。門徒看見主，就喜樂了。 

20:21 耶穌又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父怎樣差遣了我， 

我也照樣差遣你們。」 

20:22 說了這話，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 

20:23 你們赦免誰的罪，誰的罪就赦免了；你們留下誰的罪，誰的罪就留下了。」 

反思問題: 

（1）試檢視你這幾個月,在反送中條例下的社會現象,你的心情及情緒如何？ 

（2）今天的信息「四道提示」帶給你有何提醒,幫助..甚至行動？ 
 

堂會消息  

1. 下週崇拜講員：陳林青先生 

2. 祈禱會 - 於 23/8(週五)晚 8:00-9:15舉行，請屆時出席，同心祈禱。 

3. 傳道部主辦 - Summer Super Band 夏日開心勁歌金曲 

日期：8月 18日(主日)    時間：19:00~22:00    地點：本會禮堂 

內容：新舊風格(中、英文) - 聖詩，歐西流行曲粤、國語金曲，輕歌妙舞， 

Guest of wind 流水響樂隊，免費參與。 

4. 栽培部課程：初信造就 - 認識耶穌、開始新的生命 

日期：9月15,22,29日,10月6,13,20日(主日)   時間：早上9:00-10:00         

教師：黎鳳霞助理傳道 

※ 本科適合初信者，為浸禮必修科目。請於9月8日或之前，到接待處報名。 

5. 栽培部課程：聆聽及繪畫神的聲音 

日期：2019年9月15日和22日(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2:30-5:00 

講師：陳國恩博士 (神召神學院老師和實習主任；現兼任神召會迦勒堂義務牧師 

和香柏樹工作室義務團牧。) 

課程：廿一世紀是聖靈浪潮的世紀，基督教信仰的知識需要靠著聖靈的引領來辨識

和實踐。本課程透過聖經的教導和實踐，幫助信徒辨識聖靈的運作，學習聆聽神的

聲音，從而繪劃個人的事奉生命，並讓學員對信仰有更合宜的分辨和回應。 

課程包括：(1)辨別神聲音的原則；(2)聆聽神聲音的方式；(3)繪畫教會藍圖； 

(4)繪畫信徒的個人事奉生命。 

    ※ 請於9月8日或之前，到接待處報名。 

6. 肢體消息: 

高國英姊妹(陸展文弟兄的媽媽) 安息禮訂於 8月 23日(五)晚 7:45在 

大圍寶福紀念館三樓福海堂舉行。翌日早上 9:30舉行辭別及安葬禮。  

求主安慰弟兄及家人。 

杜偉基弟兄(葉月英姊妹的先生) 安息禮訂於 9月 1日(日)晚 7:00在 

紅磡世界殯儀館一樓桓基堂舉行。翌日早上舉行辭別及安葬禮。  

求主安慰姊妹及家人。 



社會服務部 
 
1. 「走到山頂一天遊」 

行程包括：參觀大館(前中區警署) → 午膳【富臨皇宮風味餐*】  

→ 杜莎夫人蠟像館→ 太平山山頂觀光 → 華明 

日期：2019年 8月 31日(六)   集合時間：上午 9:05 

回程時間：下午 4:00   集合地點：本中心  名額：55人(額滿即止) 

費用：$250(大小同價) 費用包括：入場費、來回旅遊巴費、 

午膳費、保險費等 

報名/查詢﹕請到本中心或致電 26775831本中心職員聯絡 

 

本週崇拜聚會工作人員 

聚會主席： 黎鳳霞助理傳道 

領唱： 陳淑明 伴唱： 蘇日強、馮詠瑜、何雅婷 

伴奏： 譚景華、吳偉漢、黎汛晞、祝健輝 

音控： 簡敬明 視像： 黃加希 

場地事務/糾察： 鄭志明、莫志權、連家和、黎廣生、溫壽基 

接待： 蘇家文、廖錦清、温壽基、譚瑞蓮、李金蓮及 聖靈果子組 

嘉賓關顧組 鍾明蒑(週六) ;  林艷鳯、 黎瑞顏(主日)  

場地總監： 孔偉成(週六) ;  王滿全(主日) 

 

奉獻收入 

日期 崇拜獻金 兒童/青少年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總數 

 10-11/8 6,301.00    51.00/ 107.00  46,700.00    2,000.00     1,100.00 56,259.00 

奉獻本會 - 支票抬頭「神召會恩光堂有限公司」或「Assembly Of God Grace Light Church Ltd」 
※ 銀行轉帳：交通銀行 戶口號碼：382-569-02019633  
 

出席人數 

上週 10-11/8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青少年聚會 兒童主日學 總數 

簽到 / 嘉賓 28 / - 137 / 1 

 

---- ----- ----- 

現場點算            35 172            1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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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  崇拜聚會-週六晚 8:00-9:30/主日上午 10:30 –12:00 祈禱會-逢第 2、4 週五晚 8:00-9:15 

青少年聚會–週六下午 3:30-5:00       兒童主日學 –主日上午 10:30 –12:00          

教牧團隊  

黎汝文牧師(創會牧師)、楊啟毅牧師(顧問牧師) 

張可榮牧師(堂主任)、陳仲康傳道、陳柏羲助理傳道、黎鳳霞助理傳道 

本堂註冊名稱:「神召會恩光堂有限公司 Assembly Of God Grace Light Church，Lt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