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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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惜光陰                                 黎鳳霞助理傳道 

 

回想肺炎肆虐的日子，由最初直到現在，沒有人能預期到學校直到今日

已經停課三個多月，甚至現在仍未有確實的開課日子。停課階段，相信家長

或多或少也會在擔憂之中；平日上班的日子，小朋友到底由誰照顧？擔心若
沒有口罩，如何開學？若果開學，疫情真的受控？更甚的是，停課結束遙遙

無期，小朋友的時間一天一天的過去，如何編排好？未來開學的日子如何能

追趕課堂，相信這也是會著急的。在一切未能預計之下，當下最需要就是如
何善用在家的日子。 

 

在不斷惆悵之中，筆者想起聖經的教導，相信不單是小朋友、家長，而
是所有因肺炎疫情而被逼留在家，多了空餘的你，如何運用十分寶貴的時間？

而聖經中早已記載，求主指教我們如何數算日子。 

 
詩篇 90:12「求你指教我們怎樣數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們得著智慧的

心。」經文中提到，若對神不夠敬畏，是會導致人也不懂怎樣計算神給人有

限的時間。如果能仔細衡量我們有限的生命，也算是能夠得到智慧的心了。
字詞中，「指教」有認識、明白的意思，唯有神才能教導人認識、明白祂創

造時間的意義和目的。而「數算」有計算、規劃、預備、未雨綢繆的意思，

也就是要我們謙卑下來，承認我們不是時間的主人，無法明白時間的奧秘和
運用時間，我們需要神的指教、引導。確實的是，我們要好好抓住餘下的日

子，親近神，藉以明白神，按著神的心意來生活，讓生命活得更精彩、更豐

盛。 
 

鼓勵弟兄姊妹，若你能與小朋友/家人/朋友相約，預備時間，以禱告、

安靜親近神，好得著智慧，在此時期，身心靈想必能健壯起來，為將來的日
子好作預備。如下三部分，大家可作參考，盼望能於三方面平衡，在疫情中，

仍能滿有力量。 

身體- 在家中也需要好好鍛鍊身體，亦可增強抵抗力。（早上） 
靈性- 穩定地定下看聖經的時間、網上聚會的時間。（中午） 

心靈- 把握時間，在家中與家人溝通。（晚上） 

 
最後，求主賜下謙卑的心，賜下代禱的生命；在教會兒童主日學的小朋

友，知道有一些小朋友大部份時間也沒有機會外出，長時間留在家中。因此，

也十分需要大家的代禱，求主保守每一個小朋友身心靈健壯，與父母家人有
美好的相處，亦有學習時間，又願主預備未來兒童主日學開課的日子，幫助

小朋友在信仰中札根成長。 

 
 



主日講題                                 以馬忤斯之旅                           陳仲康傳道 

經文：路加福音24章:13-35節 
13 正當那日，門徒中有兩個人往一個村子去；這村子名叫以馬忤斯，離耶路撒冷約有二
十五里。14他們彼此談論所遇見的這一切事。15正談論相問的時候，耶穌親自就近他們，
和他們同行；16 只是他們的眼睛迷糊了，不認識他。17 耶穌對他們說：「你們走路彼此
談論的是甚麼事呢？」他們就站住，臉上帶著愁容。18 二人中有一個名叫革流巴的回答
說：「你在耶路撒冷作客，還不知道這幾天在那裏所出的事嗎？」19 耶穌說：「甚麼事
呢？」他們說：「就是拿撒勒人耶穌的事。他是個先知，在神和眾百姓面前，說話行事
都有大能。20祭司長和我們的官府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釘在十字架上。21但我們素
來所盼望、要贖以色列民的就是他！不但如此，而且這事成就，現在已經三天了。22 再
者，我們中間有幾個婦女使我們驚奇；她們清早到了墳墓那裏，23 不見他的身體，就回
來告訴我們，說看見了天使顯現，說他活了。24 又有我們的幾個人往墳墓那裏去，所遇
見的正如婦女們所說的，只是沒有看見他。」25 耶穌對他們說：「無知的人哪，先知所
說的一切話，你們的心信得太遲鈍了。26 基督這樣受害，又進入他的榮耀，豈不是應當
的嗎？」27於是從摩西和眾先知起，凡經上所指著自己的話都給他們講解明白了。28將
近他們所去的村子，耶穌好像還要往前行，29 他們卻強留他，說：「時候晚了，日頭已
經平西了，請你同我們住下吧！」耶穌就進去，要同他們住下。30 到了坐席的時候，耶
穌拿起餅來，祝謝了，擘開，遞給他們。31 他們的眼睛明亮了，這才認出他來。忽然耶
穌不見了。32 他們彼此說：「在路上，他和我們說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時候，我們的
心豈不是火熱的嗎？」33 他們就立時起身，回耶路撒冷去，正遇見十一個使徒和他們的
同人聚集在一處，34 說：「主果然復活，已經現給西門看了。」35 兩個人就把路上所遇
見，和擘餅的時候怎麼被他們認出來的事，都述說了一遍。 
 

堂會消息  
1. 下週主日崇拜講員：唐錦光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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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奉人員招募  
教會現正招募事奉人員，鼓勵信徒一同參與事奉，以恩賜服事，建造神的家！ 
詳情可瀏覽以下網址: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e/1FAIpQLSdmixi9jRO3G8IAXlPQqvqOFDur-

1VYtxlWBMbzvfUdZ2ULBQ/view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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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募暑期活動班導師》 

恩光弟兄姊妹各有恩賜，現誠邀各弟兄姊妹發揮恩賜作今年暑期活動的導師，服侍社
區。有興趣歡迎點擊以下連結以提供計劃大綱，我們會有專人和你聯絡， 讓我們一
起同服侍、同成長!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L5BLt8f4mF-
DUAsfRlMH2pHKjERD7p13JhN8didEqM4/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L5BLt8f4mF-DUAsfRlMH2pHKjERD7p13JhN8didEqM4/edit?usp=sharing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1L5BLt8f4mF-DUAsfRlMH2pHKjERD7p13JhN8didEqM4/edit?usp=sharing


2. 《疫境同行 - 職位配對平台》 
針對疫情引致的失業潮，本會與教會關懷貧窮網絡邀請得商界及機構提供全職、半職
及臨時工作的空缺，本會藉著提供引薦服務，支援服侍有需要人士申請，讓待業者能
重投社會，渡過難關。職位空缺將不時更新，詳情可查閱本會面書(Facebook: 
Aogglc 神召會恩光堂社會服務部)，或於 2020 年 4 月 28 日開始，逢星期二，下午 3
時-4時，親臨本中心櫃台申請。 

 

本週崇拜聚會工作人員 

聚會主席： 張可榮牧師 領唱/伴唱： 黎鳳霞助理傳道/祝健輝 
音控： 陳柏羲助理傳道 視像/FB 直播： 張可榮牧師 

 

奉獻收入 

日期 崇拜獻金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總數 

 12/4  -----  22,555.00      800.00          ----- 23,35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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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直播聚會有關奉獻方式建議： 
1. 在家中自設奉獻封： 

每次參加網上崇拜時，將奉獻放入自設奉獻袋，隨時帶回教會奉獻。 
2. 郵寄支票： 

郵寄至教會地址「粉嶺華明路 21號華明商場 1樓 F01室」。  
支票抬頭：「神召會恩光堂有限公司」並備註信徒編號。 

3. 直接存款/轉賬/網上過數/設立銀行自動轉賬： 
轉賬入教會戶口 (交通銀行賬號: 382-569-0201963-3) 
請備註信徒編號，並將收據交回教會。 
電子方法遞交可選用傳真: (852) 2947 2442 或電郵: office@aogglc.org.hk 

4. 轉數快： 
FPS identifier 轉數快識別代號: 6585822 
或 AOGGL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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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4 主日崇拜 Facebook 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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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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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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