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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疫情下，我們可能要用網路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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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張可榮牧師 

 

「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歌唱！要向耶和華歌唱，稱頌祂的名，天天傳揚祂的救

恩。在列邦中述說祂的榮耀，在萬民中述說祂的奇事。」(詩篇 96:1-3) 

 

你提名咗未呀？「恩光人 10 年最喜愛詩歌」9 月 26 號星期六已截止，不過更重要的時刻係投票選出最

喜愛詩歌，投票是由 9 月 27 號星期日開始，直至 10 月 10 日早上 10 時結束。那被選出的最喜愛詩歌將

會在堂慶崇拜中一同歌唱，感恩歡欣唱頌神的歌。 

 

你報咗名未呀？報名……，有甚麼要報名呀？報名分享見證呀！「十年恩光人感恩見證分享」，9 月 27

日是第一個見證分享啦，盼望在未來的九個星期，都是恩光人感恩見證的時刻，在我們恩光這個大家

庭，無論你過去經歷過各樣大大小小的事，深信總是恩典處處，因為神與你同行，快來報名，述說神

的榮耀、述說祂的奇事。 

 

拍片……點解嘅？小組一齊慶祝生日是慣常事，「小組齊賀恩光十歲生日快樂」，就是各小組作出恭

賀或表達對未來期盼的好機會了，用 zoom 開組都可以攝錄各組員在螢幕上的祝賀，無論出鏡與否，都

記住要在 10 月 7 日前交給柏羲同工，緊貼是安排剪輯的工作呢！ 

 

最重要的是邀請大家預留日子出席「10 月 10 日恩光十年反思聚會」，同日上午 9:00 至下午 7:00 是 10

小時禁食守望，及「10月 11日恩光十年堂慶崇拜」，時間是上午 10:30-12:30。雖然未知是否因疫情仍

有限聚令，但恩光十周年 10 月 11 日，又遇上 10 月 10 日前一天是星期六，真是美好，是神給我們的美

好日子。因此，就讓我們先回顧過去十年感恩的事，預備自己，整裝待發。 

 

從 2010 年恩光堂在小學以「三合一」開展新堂，以教會連結教育和社會服務，實踐恩光的使命「傳揚

福音、建立生命、服務社群」。十年過去了，當中遇到不少暴風巨浪，堂址的搬遷、獨立的註冊、人

事的轉變等等，但感謝神是恩光的元帥，在巨浪中仍是隨著聖靈的風為恩光而航，在風暴中無減昔日

神給恩光和黎汝文創會牧師的召命，並且在未來的日子更是為「傳揚福音、建立生命、服務社群」使

命奮發。因此，即使自去年香港社會出現的情形和今年的疫情等等，教我們可如何能精神抖擻為主出

征？那就要像習武之人，先做紮好馬步的基本功。恩光迎向未來五年、十年、二十年的日子，更是要

做好基本功。所以，在 10 月 10 日下午 3:00-6:30 的反思聚會，將會以三個主題分享討論：「神召特色的

恩光堂」、「香港世情我感我想」、「恩光前路同行探索」。 

 

記低咗日子未？組長的你、領袖的你、未來的你、是神揀選在恩光歸屬和成長的你，預備自己的出席

「10月 10日恩光十年反思聚會」，使能在神的大能中經歷反思和更新，竭力為主得人，榮耀主名。 

 

最後，在此衷心多謝歷屆擔任值理的弟兄姊妹：陳林青、孔偉成、邵日坪、王滿全、陳秀蓮、區品聖、

陸展文、廖錦榮、陳子欽、陳志斌、蘇日強、黃玉蘭、黃教賢，你們多年來的忠心和辛勞，願天父親

自報答你們各人。 

 

 

周六講題                                  城造在山上                         陳柏羲助理傳道 
經文：馬太福音5:14 

14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 
 

 



主日講題                           立石為記、繼往開來                     陳林青先生 
經文：約書亞記4:1-24 

1 國民盡都過了約旦河，耶和華就對約書亞說： 2 「你從民中要揀選十二個人，每支派一
人， 3 吩咐他們說：『你們從這裏，從約旦河中、祭司腳站定的地方，取十二塊石頭帶過去，
放在你們今夜要住宿的地方。』」4 於是，約書亞將他從以色列人中所預備的那十二個人，每
支派一人，都召了來， 5 對他們說：「你們下約旦河中，過到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前頭，按着
以色列人十二支派的數目，每人取一塊石頭扛在肩上。 6 這些石頭在你們中間可以作為證據。
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你們說：『這些石頭是甚麼意思？』 7 你們就對他們說：『這是因為約旦河
的水在耶和華的約櫃前斷絕；約櫃過約旦河的時候，約旦河的水就斷絕了。這些石頭要作以色
列人永遠的記念。』」 

8 以色列人就照約書亞所吩咐的，按着以色列人支派的數目，從約旦河中取了十二塊石頭，都
遵耶和華所吩咐約書亞的行了。他們把石頭帶過去，到他們所住宿的地方，就放在那
裏。 9 約書亞另把十二塊石頭立在約旦河中，在抬約櫃的祭司腳站立的地方；直到今日，那
石頭還在那裏。 

10 抬約櫃的祭司站在約旦河中，等到耶和華曉諭約書亞吩咐百姓的事辦完了，是照摩西所吩
咐約書亞的一切話。於是，百姓急速過去了。 11 眾百姓盡都過了河，耶和華的約櫃和祭司就
在百姓面前過去。 12 呂便人、迦得人、瑪拿西半支派的人，都照摩西所吩咐他們的，帶着兵
器在以色列人前頭過去。 13 約有四萬人都準備打仗，在耶和華面前過去，到耶利哥的平原，
等候上陣。 

14 當那日，耶和華使約書亞在以色列眾人眼前尊大，在他平生的日子，百姓敬畏他，像從前
敬畏摩西一樣。15 耶和華曉諭約書亞說： 16 「你吩咐抬法櫃的祭司從約旦河裏上來。」 

17 約書亞就吩咐祭司說：「你們從約旦河裏上來。」18 抬耶和華約櫃的祭司從約旦河裏上來，
腳掌剛落旱地，約旦河的水就流到原處，仍舊漲過兩岸。19 正月初十日，百姓從約旦河裏上
來，就在吉甲，在耶利哥的東邊安營。 20 他們從約旦河中取來的那十二塊石頭，約書亞就立
在吉甲， 21 對以色列人說：「日後你們的子孫問他們的父親說：『這些石頭是甚麼意
思？』 22 你們就告訴他們說：『以色列人曾走乾地過這約旦河。』 23 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
在你們前面使約旦河的水乾了，等着你們過來，就如耶和華你們的神從前在我們前面使紅海乾
了，等着我們過來一樣， 24 要使地上萬民都知道，耶和華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們永遠敬
畏耶和華你們的神。」 

反思問題: 
1.每支派的代表都要從河中取一塊石頭放在吉甲，紀念神在過約但河的事上所行的神蹟，並向
子孫傳揚。適逢恩光堂10週年紀念，回顧過往多年，神實在祝福教會，叫弟兄姊姊多方經歷
祂豐富的恩典，你對神的思典當怎樣記念？ 

2.試從百姓過約但河這事看約書亞如何被神重用，使百姓都敬畏他。 
3.百姓在過約但河的事上不獨經歷了神的大能，更要將這信息給地上萬民知道（24）。作為神
的兒女，你除了享用神的恩典外，還要盡上什麽責任？ 

 

堂會消息  
1.下週崇拜講員：張可榮牧師 
2.因應疫情現況，教會聚會將有如下安排: 
感謝主,疫情逐漸放緩,因此,宗教聚會在遵守群組聚集的規定下可恢復舉行,26/9-27/9崇拜聚會將 
開放給本會信徒現場崇拜,或信徒選擇同步參與網上直播。                              
*注意事項: 於接待區量體溫、潔手液搓手、輸入信徒編號、按序入坐、及全程佩戴口罩。 

3.兒童主日學聚會：4/10兒童主日學小學級、小羊班恢復。 
4.栽培部課程：初信造就 - 認識耶穌、開始新的生命 
日期：10月 18至 11月 22日(逢主日,共 6堂) 29/11第 7堂為浸禮班 
時間：早上 9:00-10:00    教師：陳柏羲助理傳道    地點: 待定 
※ 請於 11/10(日)或之前，到接待處報名  ※本科適合初信者，為浸禮必修科目。  

5.值理會消息﹕感謝主! 本會會員大會已於 20/9順利舉行，新一屆值理會隨即舉行會議，互選職位的
結果如下﹕主席:陳林青; 副主席:王滿全; 書記:陳子欽; 司庫:黃玉蘭; 司數:陳鍾漢。謹此多謝剛
退任值理(陸展文、陳志斌、蘇日強、黃教賢)多年來的辛勞，亦求主恩領本屆值理會的工作。 

 



6.肢體消息：劉慧嫻姊妹陳慶輝弟兄謹訂於 2020年 10月 2日(星期五)下午 2:30 於竹園區神召會竹園
堂舉行結婚典禮。因仍有限聚，邀請大家在網上觀看婚禮直播。 https://fb.me/e/kXqw2HwtZ 

7.教牧消息：陳仲康傳道 29/9-9/10放假。 
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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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兼職》 

為配合托管班組發展, 現招聘以下兼職空缺: 

1.托管助理：上午 K3-P4協助照顧課堂內秩序及排洗活動。 

2.功輔班導師：下午二時至六時協助 K3-P3完成及核對功課，溫習默書測驗及考試；完成每月學

生評估及跟進學習進度；處理學生在學習上遇到的問題；管理課堂秩序及帶領活動或遊戲。 

* 歡迎大學生兼職，天數時間可彈性 * 

2.《招募義工》 

因教會及社會服務部將於 10 月至 11月一併搬到 F01單位，需要大量義工幫忙搬運物品，組裝傢

俱，清理及賣出辦公室物品等等，有興趣義工請到辦公室查詢及報名。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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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80份防疫物資(口罩、

搓手液、護目鏡)、糧食包、清潔消毒用品等等。現招募投標供應商，並於 10月份招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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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灝軒; 主日: 陳柏羲助理傳道 

領唱： 周六:李灝軒; 主日:馮美蘭 伴唱： 周六:曾智華、李彥彤 
主日:陳鍾漢、陳秀珍、徐靄欣 

伴奏： 周六:黃卓男、呂卓熹、盧浩軒、陳柏羲 
主日:譚景華、徐沛沂、陳鍾漢、吳偉漢 

音控： 周六:李彥彤;  主日:黎汛晞 視像： 周六:何誠謙; 主日:陳偉傑 
接待： 溫壽基、廖錦清、譚瑞蓮 
糾察： 鄭志明、黄金滕、黄教賢 
場地總監： 區品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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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9 4,665.00 ----- 41,400.00   4,440.00    1,500.00 52,00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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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9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現場人數               7 84 

Facebook(同步觀看)              10 44 

Facebook(總觀看)             153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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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