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訊第 514 期  

2020 年 5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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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節主日崇拜 暨 洗禮程序 

 

主席及領詩：黎鳳霞助理傳道     主禮：張可榮牧師     講員：楊啟毅牧師  

敬拜隊：杜曉華、沈鈺、黃卓男、徐佩沂、陳琛陶、吳偉漢、譚景華 

攝影：盧浩軒 

 

一、 主席歡迎各位來賓（特別歡迎本屆洗禮者的親友） -----------------------   主  席 

二、 讀經  -------------------------------------------------------------------------------------   主  席 

三、 詩歌敬拜  -------------------------------------------------------------------------------  敬 拜 隊 

四、 異象分享  -------------------------------------------------------------------------------   主  席 

五、 奉獻  -------------------------------------------------------------------------------------   主  席 

六、 見証分享  -----------張秀清姊妹、鄭曉玲姊妹、胡筱妤姊妹-------------- 受洗者代表 

七、 主日信息  ------------------------------------------------------------------------------- 楊啟毅牧師 

八、 回應詩  ----------------------------------------------------------------------------------  敬 拜 隊 

九、 、洗禮（主禮人：張可榮牧師） 

A. 介紹受洗信徒：張秀清姊妹、鄭曉玲姊妹、陳依敏姊妹、胡筱妤姊妹 主  禮 

B. 洗禮者與信眾認信 ----------------------（使徒信經）------------------------   受 洗 者 

C. 為受洗者祈禱 -----------------------------------------------------------------------     主  禮 

D. 致送洗禮證書及紀念品 --------------------------------------------- 張可榮牧師 及 陳仲康傳道 

E. 致送花束 ---------------------------------------------------------------------------- 組長/信徒代表 

F. 唱詩（我已經決定）-------------------------------------------------------------------  敬 拜 隊 

G. 施行洗禮 ---------------------------------------------------------------------------------   主  禮 

H. 唱詩（我已經決定、榮耀榮耀哈利路亞） ------------------------------------  敬 拜 隊 

I. 祝福 --------------------------------------------------------------------------------     張可榮牧師 

 

---------------------------------------------------  禮成  --------------------------------------------------- 

 

 



主日講題                       緊密連結…..住在主裡面                  楊啟毅牧師 

主題經文：約翰福音15章:5節 

5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

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 

參考經文：約翰福音15章:1-8節 

1「我是真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2 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

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3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 

4 你們要常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

你們若不常在我裏面，也是這樣。5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

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甚麼。6人若不常在我裏面，

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裏燒了。7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

在你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8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

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 

分享問題: 

1.你是否有固定的靈修習慣?  

  (1) 若有...請分享近期(三個月內)一次與主交往(靈修得著) 

  (2) 若沒有...請分享難處所在? (若有需要請禱告服侍這組員...) 

2.身為恩光教會群體之一(神國度教會一員) 

  (1) 試簡短地分享一次帶人信耶穌的經歷 

  (2) 如何在這社區...同心/同行...讓恩光這燈台發光發亮榮耀上帝 
 

堂會消息  

1. 下週聖餐主日崇拜講員：張可榮牧師 

2. 月禱會–定於 6月 3日(週三)晚 8:00-9:15及  

6月 20日(週六)早上 8:00-9:00舉行，請屆時出席，同心祈禱。 

3. 組長會: 6月 7日(主日) 下午 1:30-3:30 

所有組長或實習組長請預留時間出席，使能被裝備。 

4. 周六晚堂崇拜: 7月4日開始恢復。 

 
社會服務部 

 1.《社會服務部各項服務及小組興趣班》 

社會服務部準備於 6 月全面回復正常, 重點設計復課前後的功課輔導班、英數強

化班、呈分試操卷班及小一預備班、及其他新的班組, 更設防菌消毒教室及加強

衞生防疫措施以配合學生及社區回歸正常活動的需要, 於 6 月前報名更有早鳥優

惠。 

2.《招聘兼職》 

為配合暑期班組的前期籌備及推廣 6月及 7月的新班組, 現招聘以下兼職空缺: 

I. 兼職活動助理 

II. 兼職事務員 

III. 兼職設計 - 平面 / 社交媒體 

查詢可致電 26775831辦公室 或 Whatsapp 93354199留言 



 

本週崇拜聚會工作人員 
聚會主席： 黎鳳霞助理傳道 
領唱： 黎鳳霞助理傳道 伴唱： 杜曉華、沈鈺 
伴奏： 黃卓男、徐沛沂、陳琛陶、吳偉漢、譚景華 
音控： 蔡偉林 視像： 陳偉傑 
場地事務/糾察： 鄭志明、黄金滕、黃教賢、溫壽基 
接待： 蘇家文、譚瑞蓮、廖錦清、溫壽基 
場地總監： 黃志成 
 

奉獻收入 

日期 崇拜獻金 什一奉獻 感恩奉獻 其他奉獻 總數 

 24/5  4,907.50  18,756.70     2,340.00         20.00 26,024.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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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按本頁以上地址郵寄到本會收。(請勿郵寄現金) 

 

出席人數 

上週 24/5 主日崇拜 Facebook 直播 

簽到 / 嘉賓 86 / -- 27(同步觀看) 

現場點算   108 225(總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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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