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訊第 506 期  

2020 年 4 月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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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與我們同行                             黎鳳霞助理傳道 

 

   身處在香港的信徒實在有另一番的體會，快將過去的十個月，生活中仍未安定

過來，緊接著就是肺炎疫情的爆發，恐慌性的傳染病另一個「沙士」的來臨，已

經在香港持續了一個季度。由疫情初期開始，直到現在所發生的，實在殺香港人

一個措手不及，受影響是全世界，出乎計劃的意料之外，很多原定的活動項目也

逼不得已需要取消或延期，想必也會使人感到迷惘、無助、絕望；可能是開學未

有期、擔憂生活保障、與親朋戚友隔絕的檢疫、甚至失去了家人等等。上帝的心

意，到底與我有什麼關係？上帝的鋪排到底是怎樣？ 

 

    不經不覺，在鋪天蓋地的社會、疫情資訊中，悄悄間進入了本年的大齋期

（二月二十六日，星期三開始)，就是信徒可透過、克己、節約、讀經、祈禱、反

省及悔罪，是默想和經驗耶穌基督的受難與受死的節期，讓我們可以將此時間分

別為聖，藉以親近神，以生命得以更新，弟兄姊妹，你察覺到嗎？你願意察覺嗎？ 

 

    盼望今日的我們，願意比以往更願意花時間來到上帝的面前，在我們所能做

的，更應當是尋求上帝，仰望上帝，相信上帝，不論在任何境況，仍然經歷上帝

與我們同在。 

 

為到節期來臨，教會在受苦節當日舉行的聚會： 

「與耶穌同行最後 6 粒鐘」受苦節禁食聚會，日期：四月十日（星期五），時間：

早上十時至下午三時，透過默想、讀經、安靜、禁食進行。*疫情關係，名額 40

位，需要報名，鼓勵大家盡快報名。(會分開 10個區間, 每組 4人) 

 

    最後，來臨本星期受苦節週，鼓勵大家在早上，預留時間安靜默想，以下的

一節經文、及在恩光信徒群組所發出的每日讀經。 

雅各書四章八節，「你們親近 神、 神就必親近你們。有罪的人哪、要潔淨你

們的手。心懷二意的人哪、要清潔你們的心。」 

 

    事實上，首段的迷惘、疑問也是筆者在疫情中對上帝的疑問，但上帝提醒，

仰望上帝，能夠望見上帝勝於尋找原因。祝福大家可以以如下成為禱文：上帝阿，

願你使我的靈能夠安靜於你面前，我深知道，你就在這裡，在行事之先，願我的

靈能夠降服在你面前，又讓我在困境迷失中，使我能夠看見你的榮面，看見你的

彰顯，並且能夠在這世代回應你的心意，禱告奉主名祈求，阿們。 

 

 



主日講題                                  極大的落差                           張可榮牧師 

經文：馬可福音11章:12-21節 
11:12 第二天他們從伯大尼出來，耶穌餓了。 

11:13 他遠遠看見一棵長滿了葉子的無花果樹，就走過去，看看是否可以在樹上找到
甚麼。到了樹下，除了葉子甚麼也找不著，因為這不是收無花果的時候。 

11:14 耶穌對樹說：“永遠再沒有人吃你的果子了！”他的門徒也聽見了。 

11:15 他們來到耶路撒冷。耶穌進了聖殿，就把殿裡作買賣的人趕走，又推倒找換銀
錢的人的桌子，和賣鴿子的人的凳子； 

11:16 不許人拿著器皿穿過聖殿。 

11:17 他又教訓眾人說：“經上不是寫著‘我的殿要稱為萬國禱告的殿’嗎？你們竟
把它弄成賊窩了。” 

11:18 祭司長和經學家聽見了，就想辦法怎樣除掉耶穌，卻又怕他，因為群眾都希奇
他的教訓。 

11:19 到了晚上，他們就到城外去。 

11:20 早晨，他們經過的時候，看見那棵無花果樹連根都枯萎了。 

11:21 彼得想起來就對耶穌說：“拉比，請看，你所咒詛的無花果樹，已經枯萎
了。” 

反思問題： 
1.分享自己信主有多久？ 
2.信主至今, 你認為那時間或那階段是自己與主有最親密的關係？ 
3.你會怎樣形容自己今日與主的關係？ 
 

堂會消息  

1. 下週主日崇拜講員：楊啟毅牧師 
2. 特別會員大會  

謹訂於 2020 年 4 月 26 日(星期日) 中午 12:15 –下午1:30 
在本會禮堂舉行特別會員大會，審議本會組織章程修訂內容(相關文件會於今天派發
或以電子方式或郵寄給會員，張貼在佈告版上)。敬請各會員屆時出席，並請為會議
及教會事工祈禱。如對會議有任何疑問，請聯絡值理會。 

3. 受苦節禁食聚會 (主題：與耶穌一齊六粒鐘) 
內容：與主耶穌經歷生命最後的6小時。透過詩歌、默想，讓我們重溫主耶穌的愛，
使生命能夠體會主耶穌的苦楚，藉此勉勵我們的生命，在地上實踐天父的心意。 
日期：4月10日(五)              時間：早上10:00–下午3:00 
報名：請向組長報名參加。 復活節聚會： 

聚會 日期 時間 

受苦節聚會 4月 10日(五) 早上 10:00–下午 3:00 

清晨禱告會 4月 12日(日) 早上 8:00–9:00 

復活節崇拜 早上 10:30–下午 12:30 

註：浸禮將會延後至 5月 31日聖靈降臨節舉行 

4. 「全年奉獻收據」- 為方便弟兄姊妹向稅務局申報 2019/2020年度奉獻總額，本堂
將為奉獻者預備全年奉獻收據。奉獻收據將按 2019年 4 月 1 日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的奉獻總額計算，請於 19/4(日)起親往接待處或辦公室核對個人奉獻資料，如沒
有問題，本堂將於 26/4(日) 向奉獻者發出上述期間的奉獻總額收據。(如需提早領
取，請與辦公室聯絡。) 



社會服務部 
1. 為配合政府因應對 2019 冠狀病毒病疫情措施，從 3 月 29 日至 4 月 10 日，本社區中

心只作有限度開放,暫停所有多於 4 人聚集的公開活動及班組，亦不會外借場地。所
有訪客除了要量體溫及用酒精搓手液清潔雙手外,亦要附合健康申報要求才可進入中
心及教會。 

2. 《逆境同行・免費寬頻・力撐基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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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是協助申請的合作伙伴教會之一。於 4 月 1 日計劃開始申請當日,本
會所有 4月至 8月的名額都用完，現只接受後補名額的申請。 

 

本週崇拜聚會工作人員 

聚會主席： 陳柏羲助理傳道 領唱： 黎鳳霞助理傳道 
音控： 陳柏羲助理傳道 視像/FB直播： 陳仲康傳道 
 

奉獻收入 

日期 崇拜獻金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總數 

 29/3  190.00  17,900.00        -----          ----- 18,09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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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3 主日崇拜 Facebook 直播 

簽到 / 嘉賓 -- / -- ----- 

現場點算 --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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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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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神家代禱頁                                                  黎鳳霞助理傳道 

 

「感謝神，因他有說不盡的恩賜！」歌林多後書 9章 15 節。經文前提到樂意慷慨捐獻的，神便越多賞

賜，也要按各人的自由意思，其後提到神有多而又多的恩典，必蒙神悅納和保守，於教會奉獻、捐獻

也會帶來祝福、合一！環看今天不單在教會奉獻，捐獻，在社會中也多了很多有心人捐獻幫助有需要

的階層，或許我們不是捐獻那位，是接受的，在不同角色，但我們仍然可以為到捐獻的人祝福、代禱，

相信神也會多而又多的賜福。亦因此，更可看見合一在我們當中。 

 

為 

教 

會 

需 

要 

1. 為教會感恩和禱告：在疫情中，感恩教會也能收到不同的物資，有機會可以藉以祝

福有需要的家庭，感恩弟兄姊妹亦能參與其中，藉以將神的愛傳遞。代禱教會各弟

兄姊妹在疫情中，仍能帶著基督的愛，傳揚基督的愛，在困境中，仍能靠主站立。

請繼續為與業主洽談減免租金代禱, 自 2月底的第一次約見和去信後, 未有收到任何

確實的回覆, 求主在值理會商議的方向上帶領, 使能經歷奇妙的事。代禱已報名受洗

的新葡，求主帶領生命繼續成長，札根，為主作工。 

2. 為各牧者、領袖、義工禱告：願主保守同工、值理、領袖、社區同事各人及家人身

心靈健壯，彼此配搭，使各方面能發揮美好果效。 

3. 社會服務部：代禱疫情中，整個服務部的運作，及正為暑期班組作預備，求主帶

領。 

4. 為兒童、青年牧區禱告：代禱各學生在停課期間懂得運用時間，善用網上教學資

源，繼續學習，祝福各人的身體，身心靈也健壯。 

代禱 DSE考生，求主幫助各人，在預備中，時常得力。 

5. 香港的狀況：求主保守前線工作人員，特別是醫護人員的身心靈、裝備需要等等，

亦求主帶領政府有合宜的政策，幫助香港。也代禱世界各地的疫情，求主憐憫、賜

恩。 

肢

體

需

要 

1. 為身體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代禱。 

2. 為已報名受洗的肢體代禱，預備自己考問信德，堅定信靠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