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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9 至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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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下的身心健康                          陳仲康傳道 

 

過去一年多的時間，香港經過社會事件、持續的疫情，不論是生活、工作、消閒、

學習，我們的身心狀態，或多或少都受到影響。特別在限聚令下，大家失去一般的社交

生活，心靈長期因疫情而受壓，身體容易感到疲勞、專注力下降、並帶來身體各樣的病

痛問題。最近港大學醫學院精神醫學系在 8月發表的研究指出，香港有超過七成的受訪

者呈現抑鬱症狀，情況實在不容忽視。在疫情底下，我們該如何保持身心健康，是值得

我們關注。 

 

身心健康與生活習慣息息相關，改善可以從生活習慣開始： 

1. 嘗試定睛上帝的應許，每日以禱告交託所憂慮的事。 

2. 調整自己起居生活習慣，多注意自己身體，讓自己每日睡得好、食得好。 

3. 限制自己接受手機資訊，避免接受資訊過多，加重自己的擔憂，保持自己心靈能夠

有休息的空間。 

4. 利用電話及網絡，多與家人朋友保持溝通，彼此關心和支持。 

5. 抽時間做一些平日在家中沒機會做的事，例如收拾家居、培養新興趣等。 

6. 接受疫情帶來的變化，習慣以新的方式生活，建立有規律生活節奏。 

 

在等待疫情結束的日子裡，求主保守我們的身心，好使我們在這場疫情之下，能靠

主得著身心健康。在疫情各樣的變化下，能仰望主耶穌的應許，以對抗疫情以來的不安

和焦慮。求主耶穌堅固我們的心，使我們生命更新而變化，經歷祂所為我們預備的祝

福。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約壹 1:2 

 

周六講題         神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的事也是神的事      黎鳳霞助理傳道 

經文：約翰福音 2:1-11 

1 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親的筵席，耶穌的母親在那裏。  

2 耶穌和他的門徒也被請去赴席。  

3 酒用盡了，耶穌的母親對他說：「他們沒有酒了。」 

4 耶穌說：「母親，我與你有甚麼相干？我的時候還沒有到。」 

5 他母親對用人說：「他告訴你們甚麼，你們就做甚麼。」 

6 照猶太人潔淨的規矩，有六口石缸擺在那裏，每口可以盛兩三桶水。 

7 耶穌對用人說：「把缸倒滿了水。」他們就倒滿了，直到缸口。 

8 耶穌又說：「現在可以舀出來，送給管筵席的。」他們就送了去。 

9 管筵席的嘗了那水變的酒，並不知道是哪裏來的，只有舀水的用人知道。管筵席的便 

叫新郎來， 

10 對他說：「人都是先擺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擺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 

11 這是耶穌所行的頭一件神蹟，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顯出他的榮耀來， 

   他的門徒就信他了。 
 
 



主日講題                                  耶和華的子民                          黎汝佳牧師 

經文：《詩篇》105：1-3 

1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求告祂的名，在萬民中傳揚祂的作為！ 

2 要向祂唱詩歌頌，談論祂一切奇妙的作為！ 

3 要以祂的聖名誇耀！尋求耶和華的人，心中應當歡喜！」《詩篇》105：1-3 

反思問題: 

1.評估自己對耶和華神的認識有多深？是否有強烈尋求「神的臨在」或「取得神的能力」的欲

望？試具體分享。 

2.評估自己是否肯花時間默想耶和華神，在自己生命中奇妙的作為？且有深刻思想、消化自己

的靈性經驗，以致可以隨時向人「談論他一切奇妙的作為」？ 

3.評估自己是否能時刻以耶和華神為樂？又以「耶和華神為樂」是否自己生命的常態？ 

4.怎樣才算是耶和華神的子民？ 

 

堂會消息  

1. 下週崇拜講員：張可榮牧師 
2. 9 月份月禱會: 9月 2日(星期三)晚上 8 時 

由於疫情的關係，未能現場聚會，將會以 ZOOM進行 
Meeting ID: 966 0772 5138 
Password: 117663 
*當晚 7:45開始登入，登入後待主持人確認，讓你能加入；祈禱會 8:00 正式開始。 
*內容包括：敬拜、代禱、分享時間(視乎實制情況)。 
*若有任何代禱事項，歡迎提出。 
*如果需要任何支援或開啟 zoom等查詢，可以提早在聚會前聯絡同工陳柏羲。 

3.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教會聚會將有如下安排: 
本週及下週所有崇拜(29/8-6/9)將會以網上直播進行，不設現場聚會。 

4.值理會佈告: 謹訂於 2020 年 9月 20日(星期日)下午 12:30 在教會禮堂舉行神召會恩光堂有
限公司週年會員大會，審議本會 2019年度工作及財政報告、聘請 2020 年度核數師、選舉值
理等事項，敬請各位有限公司會員出席(視乎疫情情況，會員亦可以視像會議方式参加，詳
情容後通知)。會議文件將於 30/8(本週主日)起，以電郵或其他電子方式寄出，會員亦可到
辦公室索取印刷本。 

 

社會服務部  

１.《為低收入劏房住戶改善家居援助計劃》 
因最近疫情緊張及接獲社處指引，本中心會儘量減少面對面接觸人群機會地進行流程，如
有劏房戶申請可到中心索取或遞交申請表，其他查詢可用 WhatsApp 聯絡。 

２.《開學新班組》 
* 很多家長們都擔憂因疫情下長期停課，子女的學業進度會變得緩慢。為配合學生們在 9
月開課後的線上線下的多元學習, 本中心推出 9月至 10 月全新班組，除了功輔班呈分試
及英數加強班外，更有托管班，支援未有實體面授課期間之學習。 

* STEM小小電腦工程師： 小朋友常常機不離手，有沒有想過他們除了玩手機、平板電腦
外，亦可以學習電腦及工程的知識，好讓小朋友對電子世界有更深入的認知。 

* 各項新網上課程：和諧粉彩，劍球，英語班等等。 

３.《星兒新課程》 
相繼星兒循環訓練班陸續開課，更推出全新認知，專注，社交，言語，體能，手肌，協調
等課程。。 

*以上各項詳情可留意「恩光堂社會服務部」 Facebook / Instagram, 致電 26775831, 電郵
office@aogglcssd.org, WhatsApp 93354199 留言, 或親臨社會服務部查詢。 

 



本週崇拜聚會工作人員 

聚會主席： 周六:李灝軒; 主日:黎鳳霞助理傳道 

領唱： 
周六:曾智華 
主日:黎鳳霞 

伴唱： 
周六:李彥彤、何誠謙 
主日: 祝健輝 

伴奏： 
周六:胡筱妤、呂卓熹、盧浩軒、陳柏羲 
主日:祝健輝 

音控： 李灝軒、陳柏羲 視像： 呂卓熹、陳柏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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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8 21.00  ----- 12,200.00     2,000.00         ----- 14,221.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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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可按本頁以上地址郵寄到本會收。(請勿郵寄現金) 

 
 
出席人數 

上週 22-23/8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Facebook(同步觀看)             10 79 

Facebook(總觀看)            166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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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