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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9 月 12 至 13 日 
 

在疫情下，我們只能用網路敬拜。  

但我們的心是相連(因上帝是無所不在)。 

請各人用禱告記念，網路的順暢(因上帝是無所不能)。 

請各人預備心靈，投入敬拜及聽道(因上帝是無所不知)。 

 

 

 

 

 

 

 

 

 

 

 

 

 

 

 

 

 

 

 

 

 

 

 

 

 

 



牧者的話               「十周年堂慶的反思和感恩」(一)                張可榮牧師 

 

今年是恩光堂十周年，今天距離 10 月 11 日（10 月第二個星期）的堂慶日子只有一個月，可能你會問

為何只剩一個月的時間，現在才作公佈。 
 

其實這也是負責十周年堂慶籌委們的掙扎，當然主要是因為疫情的爆發。從年初同工們開始構想時便

出現第一波疫情，至確立堂慶籌委成員後出現第二波疫情，稍為和緩還未開第一次堂慶籌委會議便出

現第三波疫情，確診數字還高企連日過百人，政府宣佈剎停所有宗教聚會、居家隨離、居家檢疫、居

家工作，實在令籌委苦煞思量。因為恩光堂的過去十年滿是恩典，實在希望能與眾肢體齊齊感恩，但

實際環境的不確定，初步商討出兩個方向：一是以媒體製作，先做好訪問錄影作網上播放，便不會受

實體影響，又可以繼續 10月 11日的十周年堂慶感恩崇拜，但是想到若沒有肢體在當中同慶，難免感到

可惜；於是，想到不如把堂慶的感恩作為延伸項目，期望未來疫情放緩或受控時，便一起聚集感恩，

但有誰人能確知未來，同時失卻 10 月第二周的特別日子。感謝主，當日子越逼近，卻見到確診數字下

降，逐步恢復民生。同工和籌委找緊時間，在一兩星期作出信心的心懷，決定在 10 月 10 日和 11 日兩

天的，願眾肢體為這所定的日子代禱，更為自己在恩光與神與人同走天路的心志交託給主。 
 

「恩光人 10年最喜愛詩歌」 
提名期：9月 13-26日，投票期：9月 27日-10月 10日。 

恩光 10 歲了，10 年走過的路盡是艱難，但亦滿懷恩典，許多詩歌安慰了我們的心靈，又奮興了我們的
生命，您曾想起那首詩歌呢？您又會選邊首呢？選出你心目中的年度詩歌。最終獲選的詩歌有機會於
堂慶崇拜中與大家一同唱出。 
 

「十年恩光人感恩見證分享」 
不論您 10 年裡是在那一個時段加入恩光這個大家庭，相信無論經歷有高有低的日子，但總是恩典處處，
若您想與大家分享見証，歡迎大家報名參與，報名後將會聯絡您。 
 

「小組齊賀恩光十歲生日快樂」 
今年開展了小組更新，惜大部份時間都要網上小組，或甚至未能開組，現誠邀恩光各小組運用創意錄
製一段 1分鐘內的短片，祝賀恩光 10歲生日，亦可以在影片中表達出未來的希望。 
 

「10月 10日恩光十年反思聚會」 
為恩光走過十年而感恩，想到無論環境如何改變，仍是要積極持守主耶穌給我們的使命。那信徒的成
長和委身，領袖的接棒，不能輕忽，所以，就在堂慶感恩崇拜的前一天，正好是跟十周年的兩個十的
日子，10 月 10 日的下午透過三個主題作出彼此交流分享，盼望藉著沉澱反思，得著從上而來的能力，
作承先啟後的時代屬靈人。 

* 若未能參與的亦鼓勵恩光人在 10月 10日任選 10小時禁食守望恩光的未來。 
 

願我們在所定的日子，同反思、同感恩、同慶賀、同傳揚，榮耀全歸主聖名！ 

 

本周講題                                 新世代 · 新挑戰                      楊啟毅牧師 
經文：約書亞記1:1-9 

1 耶和華的僕人摩西死了以後，耶和華曉諭摩西的幫手、嫩的兒子約書亞說： 2 「我的僕人
摩西死了。現在你要起來，和眾百姓過這約旦河，往我所要賜給以色列人的地去。 3 凡你們
腳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應許摩西的話賜給你們了。 4 從曠野和這黎巴嫩，直到幼發拉
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處，都要作你們的境界。 5 你平生的日子，必無一人
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樣與摩西同在，也必照樣與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 

6 「你當剛強壯膽！因為你必使這百姓承受那地為業，就是我向他們列祖起誓應許賜給他們的
地。 7 只要剛強，大大壯膽，謹守遵行我僕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離左右，使
你無論往哪裏去，都可以順利。 8 這律法書不可離開你的口，總要晝夜思想，好使你謹守遵
行這書上所寫的一切話。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順利。 9 我豈沒有吩咐你嗎？你
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哪裏去，耶和華你的神必與你同在。」 
 



反思問題: 
1.面對世界(社會)的變幻,上帝給你我(教會)有何憑據/應許助你往前行? 
2.我們恩光的使命是什麼? 該如何去完成? 如何活化小組? 
3.經過神召會小學,和興村,華明商場,...恩光教會下一站將會在那? 該如何部署 ? 
4.如何幫助新世代上來帶領教會? 
 

堂會消息  
1. 下週崇拜聚會及講員：週六特別晚會(小組聚會)* ; 黃天相博士(主日) 

*註:示範一次 4W的小組內容，藉此鼓勵大家疫情後建立更有質素的小組生活 
2.因應「新冠狀病毒肺炎」疫情，教會聚會將有如下安排: 
-本週 9月 12、13日設有現場和直播崇拜，現場人數上限為 50人， 只開放給柏羲牧區。 
因考慮到牧區中的長者大多沒法使用電子網絡參與網上崇拜，是最需要的一群。                              

-下週 9月 19、20日崇拜照以上安排進行，唯原定政府公佈有關之群組聚集至 17/9， 
若有更新放寛，本會將在網站更新公告。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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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請各位有限公司會員出席或選擇以 zoom 視像會議方式参加，詳情容後通知。會議
文件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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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10 週年堂慶活動 
(1) 十年恩光人感恩見證分享 - 不論您 10年裡哪一個時段加入恩光這個大家庭，相信也是有高有

低，但恩典處處，若您想與大家分享在恩光所經歷神的見証，歡迎大家報名參與，您的見證有
機會於崇拜親身分享、拍製成影片、文字方式刊登...報名後我們將會聯絡您。 報名方法：
https://forms.gle/aPrYLtnPchLPZZCe9 / 聯絡恩光各教牧同工 

(2) 小組齊賀恩光拍片活動 - 生日快樂！希望... 今年開展了小組更新，惜今年雖然大部份時間我
們都在網上小組，或甚至未能開組，但恩光 10歲生日期望各小組能參與的當中；現誠邀恩光各
小組運用創意錄製一段 1 分鐘內的短片，祝賀恩光 10周年並表達出未來的希望。影片將會在恩
光 10週年活動；如技術上有問題，可找柏羲助理傳道。 完成後請上載至：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DrwqdbQhzm0K2GNtwNRydaDEdguR9hiu?usp=sharing 
或 WhatsApp 傳送至： https://api.whatsapp.com/send?phone=85265354141 

  (3) 恩光人 10年最喜愛詩歌 - 提名/投票活動 
恩光 10歲了，10年走過的路盡是艱難，亦滿懷恩典，許多詩歌安慰了我們的心靈，又奮興了我
們的生命，要選出最喜愛的，您曾想起邊首詩歌呢？又會選邊首呢？  
第一階段：提名期：9月 13-26日 
透過 恩光堂 Facebook「恩光人 10 年最喜愛詩歌」帖子上留言，提名「恩光人 10 年最喜愛詩歌」
以及成為你心目中喜愛詩歌的原因。 
又或是點讚「like」同樣是你心目中年度詩歌的留言。 
最多提名及 like的頭五首詩歌，就可以進入「投票期」。 
投票期：9月 27日-10月 10日 
大家可以透過網上投票，從入圍的 5首詩歌，選出你心目中的年度詩歌。 
（密切留意下一輪詳情公布） 

(4) 恩光十年反思聚會 
10 月 10日 下午 15:00-18:30，內容稍後公佈，請預留時間。  
走過十年為恩光感恩，同時面向未來的服侍是不輕易的一代，猶其年輕一代的承先啟後，加上
社會或宗教政策、離港潮等狀況下。當日有回顧感恩和前瞻仰望聚會，鼓勵小組或信徒抽空參
與聚會，沉澱反思作時代屬靈人。  
*未能參與的亦鼓勵恩光人在 10月 10日任選的 10小時禁食守望恩光的未來。  
如有查詢，請聯絡柏羲助理傳道 (2947-5665) 

 

社會服務部  
1.《幼兒托管課程》 
幼兒托管課程現已開展, 星期一至五早上 9時至下午 6時, 內容有功輔, 律動遊戲, 等等, 幫助
父母照顧 K2-P5子女，以便他們能夠繼續工作，或尋找工作或參加再培訓課程／就業實習訓練，
加強自力更生的能力；為單親家庭、新來港人士、綜援家庭提供支援性服務，協助他們自力更生；
及防止家長獨留子女在家，減少發生意外機會。 

2.《2020-21「強化家庭功能」社區教育撥款計劃》 
本中心喜獲社署撥款推行上述計劃，在今年 9月至明年 1月推行一連串「鄰里展愛心」活動，部
分撥款會用於購置物資以支援受新冠狀病毒疫情影響的家庭，物資包括防疫物資(口罩、搓手液、
護目鏡)、糧食包、清潔消毒及特殊處理塗層等等。現招募投標供應商，有意了解或參與競標商戶
可聯絡本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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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柏羲助理傳道; 主日:黎鳳霞助理傳道 

領唱： 
周六:李灝軒 
主日:黎鳳霞 

伴唱： 
周六:李彥彤、何誠謙、曾智華 
主日:祝健輝 

伴奏： 
周六:胡筱妤、盧浩軒、朱文希、陳浚彥、陳柏羲 
主日:譚景華、徐沛沂、陳仲康 

音控： 黃卓男、陳志斌 視像： 黃卓男、李苑瑜、陳偉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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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200.00 ----- 35,500.00   4,500.00    2,500.00 42,7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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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6/9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Facebook(同步觀看)              9 73 

Facebook(總觀看)            148            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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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