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週訊第 533 期  

2020 年 10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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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光十年感恩大事記 

年份 日子 重要事件 

2010 年 7 月 1 日 與當時母堂粉嶺神召會小學聚會處安排交接 

 9 月 1 日 神召會恩光堂開始在基督教粉嶺神召會小學以三合一模式開展教會。 

黎汝文主任牧師、袁啟明先生、張可榮姑娘、永光堂短宣隊、 

神學生陳柏羲和黎鳳霞 

 12 月 第一屆浸禮 8 人受洗 

2011 年 3-4 月 基於人事及堂會發展方向的考慮，神召會恩光堂(“本會”)與母堂 

粉嶺神召會達成共識，本會以社團形式註册為獨立堂會。 

 1-12 月 本年度 11 人受洗 

2012 年 3 月 聯和墟設「青年熱點」拓展青年服務至 2014 年 

 8 月 8 日 本會獲批為註冊非牟利有限公司，並獲慈善團體免税地位。 

 8 月 Band Show 1 

 1-12 月 本年度 21 人受洗 

2013 年 7 月 Band Show 2 

 8 月 11 日 同賀黎汝文牧師六十壽辰 

 1-12 月 本年度 16 人受洗 

2014 年 8 月 Band Show 3 

 1-12 月 本年度 12 人受洗 

2015 年 1-12 月 本年度 12 人受洗 

2016 年 5 月 15 日 按立張可榮傳道為牧師 

 8 月 31 日 辦事處遷離小學到和合石村匯林, 及繼續租用小學 1 年作主日聚會 

 1-12 月 本年度 19 人受洗 

2017 年 5 月 16 日 與領展簽署六年租約, 租用華明商場 1 樓及感恩籌募逾九百萬元 

 9 月 3 日 完滿 7 年在小學聚會及服侍, 當日崇拜散會後出發到華明新堂 

 10 月第二周 華明新堂址奉獻禮, 並訂立十月第二周為本堂堂慶 

 1-12 月 本年度 8 人受洗 

2018 年 8 月 黎汝文牧師忠心事主四十多年, 同慶六十五歲榮休 

 1-12 月 本年度 16 人受洗 

2019 年 1 月 黎汝文牧師為本會創會牧師 

 8 月 聘任楊啟毅牧師為顧問牧師 

 1-12 月 本年度 11 人受洗 

2020 年 2 月 小組組長差遣禮 

 10 月 11 日 10 周年堂慶 

  創會牧師: 黎汝文牧師 

教牧: 張可榮主任牧師、楊啟毅顧問牧師、陳仲康傳道、 

黎鳳霞助理傳道和陳柏羲助理傳道 

 11 月 22 日 預告陳仲康傳道按立牧職禮 

慈愛主信實無變，時時看顧，處處看顧，願榮耀都歸祢！ 

 



主日講題   信仰和教會應有的風貌–從哥林多教會看如何突破信仰的起伏和困境                          

黎汝文牧師 
經文： 
哥林多前書3:6-9 
6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 7 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也算不得
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 8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
自己的賞賜。 9 因為我們是與神同工的，你們是神所耕種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參考經文： 
哥林多前書1:22-24 / 26-31 
22 猶太人是要神蹟，希臘人是求智慧； 23 我們卻是傳釘十字架的基督。在猶太人為絆腳石，
在外邦人為愚拙； 24 但在那蒙召的，無論是猶太人、希臘人，基督總為神的能力，神的智慧。 
26 弟兄們哪，可見你們蒙召的，按着肉體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貴的也不
多。 27 神卻揀選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揀選了世上軟弱的，叫那強壯的羞
愧。 28 神也揀選了世上卑賤的，被人厭惡的，以及那無有的，為要廢掉那有的， 29 使一切
有血氣的，在神面前一個也不能自誇。 30 但你們得在基督耶穌裏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為我
們的智慧、公義、聖潔、救贖。 31 如經上所記：「誇口的，當指着主誇口。」 
哥林多前書2:3-5 
3 我在你們那裏，又軟弱，又懼怕，又甚戰兢。 4 我說的話，講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
語，乃是用聖靈和大能的明證， 5 叫你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哥林多後書12:9-10 
 9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
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10 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
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腓立比書1:12 / 21-23 
12 弟兄們，我願意你們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興旺， 
21 因我活着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處。 22 但我在肉身活着，若成就我工夫的果子，我就
不知道該挑選甚麼。 23 我正在兩難之間，情願離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反思問題: 
1.「日光之下並無新事」這句話是描述一種常態，還是提醒你避免陷入惡性循環中呢？ 
2. 從「疫情影響」與「社會動盪」的情境發展下，信仰生活、教會形態可能受到限制。 

你如何預備「洗去繁華、回歸簡樸」的信仰生活呢？ 
 

堂會消息  
1.下週崇拜講員：陳柏羲助理傳道(周六); 楊啟毅牧師(主日) 
2.因應疫情現況，教會聚會安排如下: 
政府公佈宗教活動獲豁免及限制在原來容納人數的 50%。因此, 教會於 11/10設公開崇拜聚會, 
周六晚上 6:00及主日上午 10:30,同步設有網上直播。 *10/10周六晚沒有晚崇,17/10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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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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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請最遲於 11/10(今日)，到接待處報名  ※本科適合初信者，為浸禮必修科目。 

4.肢體消息：崔榮峰弟兄劉嘉韻姊妹謹訂於 2020年 10月 18日(星期日)下午 4:15 於沙田源和路一號
沙田大會堂婚姻登記處舉行結婚典禮。歡迎親友在下午三時正於沙田大會堂拍照留念，恭候光臨。 

5.教牧消息：陳仲康傳道夫婦蒙主賜一對孖女，於 29/9出世，母女平安，大女重 2.76kg，細女重
2.78kg，感謝大家的禱告。請代禱陳仲康傳道一家四口，母女們身體健康，特別細女身體需要，求
主看顧保守，預備一家生活各種需要。 

6. 鼓勵一同閱讀、生命成長 - 即日起至 25/10可分批到會議室選擇書籍,歡迎自由奉獻。 
(同時間約 10人在內，保持社交距離。) 

 

社會服務部  
1.《愛心劵招募義工》 

愛心劵 2020慈善籌款活動即將舉行, 支持建立敬老護老文化, 本會於 11月份在粉嶺區發售愛心
劵,需要大量義工於當日支援,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 詳情刊於附頁。 
2.《港講訴 Time to Heal」心理情緒支援、精神科醫療現金資助計劃》 

為回應大眾迫切情緒健康需要，任何人士因最近社會動盪或新型肺炎疫情而出現難以應對的心理
創傷，經轉介社工初步評估過後，就可申請現金資助。涵括輔導心理治療、家庭治療、藝術治療、
音樂治療等。本中心更有免費評估及社工跟進服務，歡迎查詢。 



3.《幼兒托管服務》 
隨著學校復課，幼兒托管服務現已開展,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2時至下午 6時，內容有功輔及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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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心更有社工跟進特殊需要，
歡迎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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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可榮牧師 
領唱： 馮美蘭 伴唱： 馮軍悅、趙綺雯、沈鈺 
伴奏： 黃卓男、李秀芳、蘇蓬、陳鍾漢 
音控： 黎汛晞 視像： 李苑瑜 
接待： 蘇家文、廖錦清、譚瑞蓮、溫壽基 
糾察： 鄭志明、黄金滕、黄教賢 
場地總監： 黃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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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 3,721.00 349.00 50,600.00   4,800.00        ----- 59,47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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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0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現場人數           17 94 15 

Facebook(同步觀看)            8 41 -- 

Facebook(總觀看)           130           16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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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ilto:office@aogglc.org.hk


*《愛心劵招募義工》(詳情附頁) 

 

2020 年 10 月 11 日 

社會服務部消息 

 

售賣敬老護老愛心券 2020 – 招募義工 

由本會籌得善款有 85%會回撥给本會發展及推動長者事工，呼籲弟兄姊妹義賣愛心劵，於街頭協

助售賣愛心券， 5 個日期時間，供弟兄姊妹選擇參與，請於接待處登記。 

日期 時間 地點 

4/11/2020(三) 上午 10:00- 

中午 12:00 

華明商業中心與華明邨巴士總站之

間的行人路 

8/11/2020(日) 下午 2:00-4:00 粉嶺花都廣場（惠康門口對出） 

15/11/2020(日) 下午 1:00-3:00 華明商業中心與華明邨巴士總站之

間的行人路 

22/11/2020(日) 上午 8:00-10:00 粉嶺華明路雍盛商場對出 

 

下午 2:00-4:00 粉嶺港鐵站往蓬瀛仙館出口行人天

橋與行人隧道交界 

    (1) 愛心劵每張 10 元，每本 100 元，可到接待處購買。 

  (2) 以上每個時段需要義工 3-5 名。 

(3) 如有查詢，請致電 26775831 與本部職員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