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訊第 495 期  

2020 年 1 月 18 至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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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者的話                 40 天禁食禱告：「恆久地」禱告                張可榮牧師 

 

40 天禁食禱告，還有一天或兩天便已經完成了一半，為此感恩，也為此鼓勵大家加

油！相信你在這十多天的日子裡，已親身體驗為主捨棄、轉化和得力，甚至已有意想不

到的得著。下星期是農曆新年，求主幫助你，在禁食禱告上靠主誇勝！主的恩典夠你用

的，因為主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哥林多後書 12:9） 

 

透過 40天禁食禱告，你會懂得「恆切禱告」，「恆切」是指經常性的，並非「偶一

為之」方式的禱告，蘊含著「禱告者」甘心付上勤勞和代價，持守著一種堅定、絕不罷

休的禱告態度和實踐。一般而言，愛主的基督徒都很想經常地和恆久地禱告，不想自己

半途而廢或一暴十寒。但有甚麼方法使能「恆久地」禱告，跟大家分享兩個方面： 

 

1. 在思想價值、心志靈性、具體行動三個層面下工夫，就易養成一個恆常禱告的生活。 

⚫ 思想價值層面——當認定祈禱及參加祈禱會是重要的，就能優先為祈禱騰出時間；

並且持定祈禱就是神人同工的信念，相信神樂意透過人獻上的禱告而成就事情，這

樣，就不會輕易放棄祈禱的實踐。 

⚫ 心志靈性層面——相信神的話語和吩咐，以順從的心志去實踐祈禱；並且勇於敞開

自己，容讓聖靈拆毀和更新自己的生命，隨著聖靈的感動，自然就多為別人禱告。 

⚫ 具體行動層面——用最好的時間禱告，及留下美好的禱告經驗，便有助繼續實踐禱

告；更可物色禱伴，互相激勵和支持，禱告的恆久性會逐漸形成。 

 

2. 牢牢緊記五個禱告動機，使祈禱心志更堅定。 

⚫ 是神的吩咐。「不住地禱告」（帖撒羅尼迦前書 5:17） 

⚫ 討神的喜悅。「正直人祈禱，為祂所喜悅」（箴言 15:8下） 

⚫ 為榮耀父神。「你們奉我的名無論求甚麼，我必成就，叫父因兒子得榮耀」（約翰福

音 14:13） 

⚫ 以耶穌作榜樣。「次日早晨，天未亮的時候，耶穌起來，到曠野地方去，在那裡禱

告」（馬可福音 1:35） 

⚫ 成全心所願的。「我們的禱告是可產生大功效的」（雅各書 5:16） 

 

上星期給大家的 1月代禱頁已邀請大家一同為社區守望，今星期的守望資料如下。 

日期 對象 經文 

1月 19日(日) 學生-今屆 DSE學生 希伯來書 10：35 

1月 20日(一) 婦女-德行 箴言 3:5-6 

1月 21日(二) 婦女-面對生活壓力 約翰一書 5:14-15 

1月 22日(三) 婦女-心靈需要 詩篇 43:4 

1月 23日(四) 婦女-面對困難 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8 

1月 24日(五) 長者-與人的相處 詩篇 121：8 

1月 25日(六) 長者-生活需要 約書亞記 1：9 

 



週六講題                                 我們這一家                        陳柏羲助理傳道 

經文: 腓立比書1章:3-11節 
1:3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 
1:4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總是歡歡喜喜地祈求， 
1:5 因為從第一天直到如今，你們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1:6 我深信，那在你們心裏動了美好工作的，到了耶穌基督的日子必完成 

這工作。 
1:7 我為你們眾人有這樣的想法原是應當的，因為你們常在我心裏；無論我 

是在捆鎖中，在辯明並證實福音的時候，你們都與我一同蒙恩。 
1:8 我以基督耶穌的心腸切切想念你們眾人，這是神可以為我作證的。 
1:9 我所禱告的就是：要你們的愛心，在知識和各樣見識上，不斷增長， 
1:10 使你們能分辨是非，在基督的日子作真誠無可指責的人， 
1:11 更靠著耶穌基督結滿仁義的果子，歸榮耀稱讚給神。 
 

主日講題                             作個有福 / 聰明人                      楊啟毅牧師 

經文: 馬太福音7章:24節 
7:24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經文: 詩篇1章:2節 
1:2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堂會消息  

1. 下週主日崇拜講員：張可榮牧師 
2. 細胞小組編排：已交表而未編入組的，請你在今個主日張貼的小組時間表作出選擇，

然後通知我們。請於 1月 31日前回覆。 
3. 聯合崇拜：1月 25日(農曆年初一)周六晚堂崇拜暫停，更改為 1月 26日 

主日聯合崇拜。當日教會開放時間至下午一時，鼓勵信徒趁春節與親友共聚。 
4. 利是封：教會於今日向每個家庭送贈利是封一包；如數量不夠，可以到接待處購買，

每包 15元。(注意：新春期間，弟兄姊妹在教會內無須派利是。) 
 
社會服務部 
1. 外展食物援助服務 – 免費速凍飯餐服務 

目的﹕為有需要的長者及家庭，提供健康膳食，減輕他們生活與用膳上的負擔。 
日期﹕2020年 1月份開始(逢星期三)     時間﹕下午 2:30-3:00 
地點﹕本中心         費用﹕全免      名額﹕30名(申請後會聯絡約談) 
對象﹕居住於粉嶺區的居民(低收入人士/失業/突變家庭/清貧長者/長期病患) 
      接受轉介或自行求助 
注意﹕午餐時段向每位受惠者提供派發凍飯餐(2飯 2湯)，取後自行回家翻熱食用。 

申請者須留意家中是否有翻熱用具。受惠者須繳付飯盒/湯盒按金為每個$20   
(例如: 2飯 + 2湯 須繳付 4x$20= $80 按金)，獲發飯卡領取飯餐。若遺失飯
盒，該飯盒按金會被沒收，須再次繳付按金才能領取新飯餐。當不再使用服務
便會退還按金。 

報名﹕請到本中心登記，查詢電話 26775831 
 
 



2. 認購金旗 – 賣旗日已於 18/1(六)上午舉行，謹此多謝所有參與賣旗日的義工及弟 
兄姊妹的支持。惟認領金旗仍可進行至本月底，每張 20元，每疊 25張，弟兄姊姊可
藉農曆新年團聚期間，向親友售賣，最遲於 9/2(日)前把善款交回社會服務部。請於
散會後到禮堂後的賣旗專櫃登記或領取金旗；查詢電話 26775831。 

3. 賀年寫揮春  
A. 日期﹕1月 19日(日)     時間﹕中午 12:15(崇拜散會後)-下午 1:30 

由本會譚宗城弟兄(Gilbert)即場為弟兄姊姊寫揮春 
B. 日期﹕1月 20日(一) 下午 3:00-5:00     地點﹕神召會恩光堂 
由資深書法教師蔡先生為區內人士寫揮春。 

* 歡迎弟兄姊姊親到索取揮春，歡渡新年。 
 

本週崇拜聚會工作人員 

聚會主席： 陳仲康傳道 

領唱： 陳仲康傳道 伴唱： 
蕭嘉賢 
杜曉華、陳彥濂、池德沂 

伴奏： 黃卓男、李秀芳、蘇蓬、陳浚彥、陳鍾漢 

音控： 
陳凱瑩(週六) 
簡敬明(主日) 

視像： 
曾智華(週六) 
陳偉傑(主日) 

場地事務/糾察： 鄭志明、莫志權、王啓榮、温壽基 
接待： 蘇家文、廖錦清、溫壽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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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品聖(週六) ; 陳子欽(主日) 
 

奉獻收入 

日期 崇拜獻金 兒童主日學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總數 

 11-12/1 10,895.00          76.50  48,810.00    4,400.00         ----- 64,181.50 
 

出席人數 

上週 11-12/1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總數 

簽到 / 嘉賓          26 / - 127 / 8 ----- ----- 

現場點算             32 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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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  (2020年 1月 1日開始) 

聚會名稱 日期 時間 
晚堂崇拜 星期六 晚上 6:00-7:30 
主日崇拜 星期日 上午 10:30-12:00 
兒童主日學 星期日 上午 10:30-12:00 
月禱會 每月逢第一個星期三,及 

每月逢第三個星期六 
晚上 8:00-9:30 
早上 8:00-9:00 

守望主日禱告會 星期日 上午 9:30-10:00 
 

創會牧師：黎汝文牧師 

教牧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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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