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訊第 504 期  

2020 年 3 月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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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走。交托>>                       蘇巧雲姊妹(行政幹事) 

 

在基督徒信仰生活中，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字眼就是 「行走」 ，按古希臘文

(peripateō ) 字面是四處走動，正如人在市場中走走看看一樣。當我們採用其象徵

意義就有「行為操守」 的意思，即我們應 「如何行事為人」 如何謹守在世的日

子。 

 

回想剛剛這段日子，我們真是行走在多變的世代，從 2020 年初新春過後，新

冠肺炎疫情爆發到香港，停課、旅遊警示封關檢疫、口罩短缺、搶紙搶米、囤

糧……社區經濟活動幾乎停頓，香港整體的營商環境進入寒冬，面臨商戶倒閉和

失業的浪潮，尤以北區家庭多是基層和低收入，老少綜援戶只靠中間群支持生計，

面對當前困境更顯脆弱，無論家庭、婚姻、青少年心理、北上工作群等等，要解

決的問題比其他社區更為複雜。 

 

然而，我們於期間仍堅守 「行事為人」 的原則，繼續行在 「真理」   

(alē theia) 中，尤其是為北區的基層家庭守望： 

1. 18/1/2020 完成<賣旗日>項目，為北區第 44 區(本會所在地區) 提供家庭服務。 

2. 5/2/2020 得悉社區口罩非常短缺，有些家庭只剩下幾個的用量，我們於華明社

區開始派發口罩。 

3. 12/2/2020 為關顧社區消毒用品短缺，免費送出漂白水 170支。 

4. 18/2/2020 「義醫同行」家訪社區中有需要家庭，派發口罩和紙巾，不但帶給

他們實際的支援，也送上一份平安。 

5. 22/2/2020 獲多位教友義工一同製作護面罩，派贈附近清潔工及華明街市工作

人士。 

6. 7/3/2020 一眾教友及新世界建築的職員同心到粉嶺區內家訪，送贈百多份防疫

包予基層家庭，獻出關心。 

7. 9/3/2020 由於各公共圖書館、自修室、流動圖書館仍然暫停開放，我們在做好

一系列防疫措施的同時，重開自修室予準備 DSE 考試的學生，亦提供抗疫包，

「義醫同行」同撐 DSE 學生。 

8. 16/3/2020 香港寬頻撥出 10,000 個兩年免費寬頻服務名額，予有經濟困難人士

及家庭，以舒緩其經濟負擔。我們是負責接受查詢和審批服務的伙伴教會之一，

願與大家逆境同行。 

 

在疫情期間，我們不間斷的現場和網上直播崇拜聚會、外展活動、派贈口罩、

漂白水、搓手液、與義工義醫團隊默默奉獻，以更前瞻性的更深層的落實解決途

徑，與社區一同成長，在逆境中尋得荒漠甘泉，於社區灌注希望！ 

 

今天，真理在不同位置上都遭到否定、削弱和破壞，信徒最能謹守己份的方

法就是認識真理和活出真理。雖然我們會面對重重困難，但靠著主就能跨步向前！ 

 

1  A Word For The Day  <字裏恩情>  –  JD Watson <劉淑儀 譯> 



主日講題                                     重現光明                            陳仲康傳道 

經文：約翰福音9章:1-7節 
9:1 耶穌過去的時候，看見一個人生來是瞎眼的。 

9:2 門徒問耶穌說：「拉比，這人生來是瞎眼的，是誰犯了罪？是這人呢？是他父母
呢？」 

9:3 耶穌回答說：「也不是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出神
的作為來。 

9:4 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黑夜將到，就沒有人能做工了。 

9:5 我在世上的時候，是世上的光。」 

9:6 耶穌說了這話，就吐唾沫在地上，用唾沫和泥抹在瞎子的眼睛上， 

9:7 對他說：「你往西羅亞池子裏去洗。」（西羅亞翻出來就是「奉差遣」。）  
他去一洗，回頭就看見了。 

 

堂會消息  

1. 下週主日崇拜講員：曾勝基牧師 
2. 復活節浸禮報名：本堂會於12/4(日)舉行浸禮，報名者必須完成修讀初信造就兩個

課程、洗禮班(29/3,下午12:15-1:30)、由組長及區牧推薦、經考問信德後才准予受
洗。詳情參閱表格，表格可於接待處索取。 
截止報名日期: 22/3 (今日) 
註：因今天暫定崇拜，所以請要報名的致電辦公室聯絡。 

3. 受苦節禁食聚會 
主題：與耶穌一齊六粒鐘 (默想與耶穌同行最後6小時) 
日期：4月10日(五)              時間：早上10:00–下午3:00 

4. 清晨禱告會 
日期：4月12日(日)      時間：早上8:00–9:00 

 

社會服務部 

1. 本會為提高區內防疫意識及持守教會關懷社區的精神，將於 3月 22日(今日)￼ 

下午 1:00-3:00於華明邨的 7座大廈正門入口派發由商業機構送贈的消毒搓手液，每

戶可領取一支，派完即止。如有弟兄姊妹想參與是次活動義工，請致電 26775831 

聯絡教會職員。 

2. 自修室服務 – 本中心自修室已完成清潔，於明天(23/3)恢復服務，開放予有需要 

的學生，開放時間分 2節﹕(第 1節) 上午 10:00-下午 1:00;  (第 2節) 下午 2:30-

5:30，使用者需先於本會申請室友証及憑籌入座，名額每節 20個，開放前 15分鐘派

籌，派完即止。使用者必須嚴格遵守中心的防疫措施及使用守則。  

3. 「教關愛心行動」免費 24個月 100Mbps 寬頻上網服務 

香港寬頻透過合作機構推出「免費寬頻 力撐基層」服務計劃，為 10,000 名有經濟

困難人士及家庭送上 24 個月免費住宅寬頻服務，以減輕其經濟負擔及幫助他們改善

生活，連繫社區。教會關懷貧窮網絡為其中一間合作機構，本會為其中一間伙伴教

會/機構，申請日期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8 月 31 日，詳情請參閱本會社會服務部

Facebook 專頁。  

 



本週崇拜聚會工作人員 

聚會主席： 陳柏羲助理傳道 

領唱： 陳淑明 伴唱： 李秀芳、江易葭 
伴奏： 徐沛沂、譚景華、吳偉漢、李灝軒、區品聖 
音控： 黎汛晞 視像： 陳偉傑 

 

奉獻收入 

日期 崇拜獻金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總數 

 15/3 4,600.20  20,270.00    31,000.00      14,000.00 69,870.20 

奉獻方法：本會為註冊慈善非牟利有限公司，凡捐款滿 100 元或以上，可向香港稅務局
申請免稅。如欲捐款支持本會工作，可用現金或以下捐款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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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把奉獻現金、支票或轉帳存根連同奉獻表格（可在接待處索取或本會網頁下載）
放入本會奉獻箱內，亦可按本頁下面地址郵寄到本會收。(請勿郵寄現金) 

 

出席人數 

上週 15/3 主日崇拜 Facebook 直播 

簽到 / 嘉賓 87 / 2 ----- 

現場點算 111 

 

 

 

 

 

 

 

 

 

 

 

 

 

 

 

 

 

 

 

 

 

 

 

 

 

 

61 

169 (觀看次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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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aogglc.org.hk   

電郵: office@aogglc.org.hk 

電話: 2947 5665      

傳真: 2947 2442 

地址﹕新界粉嶺華明路 21號華明邨商場 1樓 F01 及 F02室 

http://www.aoggl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