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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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十一月神家代禱                                  黎鳳霞助理傳道 

  經文羅馬書 8 章 26 節「況且，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告，只是聖靈親自

用說不出來的歎息替我們禱告。」有時候，因著生命乏力，也曾出現重重複複的禱告，或只能呼求主

阿、主阿，甚至連第一句也不知道如何開口，直到有一次敬拜中，敬拜者讀出以上的經文，提到，假

若不知道如何開口禱告，你就用方言禱告，因為聖靈用說不出的嘆息為我禱告，當時再一次提醒了我，

聖靈的力量，不只是不斷為我們成就事情，就連我們的禱告，看似微小，因著愛的緣故，聖靈也要幫

助我們，「幫助」有如伸出一隻手拉住我的手一樣，即使我們無能力知道自己的狀況，無法正確的禱

告，聖靈總是能深深的瞭解我們的狀況和上帝的心意，為我們作最好的代求。 

弟兄姊妹，今天的你，你需要聖靈來幫助你一起禱告嗎？聖靈是最明白我們，即使生命中，面對

任何境況，也要「幫助」我們，向我們伸出手，更會為你言明一切，引領你，只需要我們踏出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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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教會感恩和禱告：進入 11 月感恩月份，感謝神的帶領，過去數星期也有弟兄姊妹的感恩見證分

享，實在十分激勵人心，現在雖然仍面對疫情，但看到年初的小組更新，弟兄姊妹間的連結，現在再一

次可以現場聚會，實在感謝主。代禱教會同工預備來年計劃項目，有屬神而來的引導，帶領教會繼續前

行。繼續代禱各小組的連結，求主加力給組長，組員，傳揚福音，建立生命。 

 

2. 為各牧者、領袖、義工禱告：願主保守同工、值理、領袖、社區同事各人及家人身心靈健壯，彼此配

搭，使各方面能發揮美好果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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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社會服務部：繼續為到社區恢復和開展的服務班組代禱；K2-P5 託管服務、港講訴情緒支援計劃、劏

房家居改善計劃、強化家庭功能計劃，11 月中的賣物會、及義工出隊售賣愛心劵等，求主帶領，預備各

樣需要，使用項目祝福有需要的社區人士。代禱教會辦公室搬遷，使到各人萬事互事效力，祝福各工作

人員，身心靈健壯。 

 

4. 為兒童、青年牧區禱告：繼續代禱學校的防疫措施能保護學生。代禱 11月進入考試，求主賜下智

慧、記憶力、信心，幫助學生們在有限時間，能充足預備考試。又代禱本會學生，能在學校中，為主作

美好見證。   

 

5. 香港的狀況：代禱在疫情放緩下，醫護人員的身體健康。代禱香港，求主賜下平安在各人的心，在生

活中仍能見證恩主，基督徒更多為香港守望，繼續宣揚福音，特別下月放寬的防疫措施，能有益於香

港，市民。繼續為到工作不穩或已失業的肢體代禱，求主帶領他們的前路，堅定信靠主的保守和看顧，

賜下生活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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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身體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代禱： 

陳秀蓮姊妹，求主保守身體需要，幫助她身心靈有力量。代禱何雅婷姊妹 11 月 4 日進行腸手術，求主保守

手術順利，看顧姊妹身心靈得平安、休息。活力的成員錦蘭婆婆趺倒骨折，求主保守身體的康復，開放她的

心能願意相信主。 

 

 

 

本周講題                                   知恩報恩                   張可榮牧師 
使徒行傳26:9-23 

9 「從前我自己以為應當多方攻擊拿撒勒人耶穌的名， 10 我在耶路撒冷也曾這樣行了。既從
祭司長得了權柄，我就把許多聖徒囚在監裏；他們被殺，我也出名定案。 11 在各會堂，我屢
次用刑強逼他們說褻瀆的話，又分外惱恨他們，甚至追逼他們直到外邦的城邑。」 

 

12 「那時，我領了祭司長的權柄和命令，往大馬士革去。 13 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時候，



看見從天發光，比日頭還亮，四面照着我並與我同行的人。 14 我們都仆倒在地，我就聽見有
聲音用希伯來話向我說：『掃羅，掃羅！為甚麼逼迫我？你用腳踢刺是難的！』 

15 「我說：『主啊，你是誰？』 

「主說：『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穌。 16 你起來站着！我特意向你顯現，要派你作執事，作見
證，將你所看見的事和我將要指示你的事證明出來。 17 我也要救你脫離百姓和外邦人的
手。 18 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從黑暗中歸向光明，從撒但權下歸向神；
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聖的人同得基業。』 

19 「亞基帕王啊，我故此沒有違背那從天上來的異象， 20 先在大馬士革，後在耶路撒冷和
猶太全地以及外邦，勸勉他們應當悔改歸向神，行事與悔改的心相稱。 21 因此，猶太人在殿
裏拿住我，想要殺我。 22 然而我蒙神的幫助，直到今日還站得住，對着尊貴、卑賤、老幼作
見證。所講的，並不外乎眾先知和摩西所說將來必成的事， 23 就是基督必須受害，並且因從
死裏復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傳給百姓和外邦人。」 

反思問題: 
1.我們為主作見證的生活，是否像保羅一樣，由信主直到離世的那天都願意貫徹始終？ 
抑或是已經忘記或是已停頓下來？ 

2.異象改變了保羅的一生，你的異象是甚麼？ 
3.大家可以把自己的得救見證簡單地說出來嗎？那就能在日後傳福音時隨時分享。 

 

堂會消息  
1.下週崇拜講員：陳仲康傳道(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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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0周六晚上 6:00 
及 1/11 主日上午 10:30設公開崇拜聚會, 1/11同步設有網上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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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禱會–定於 4/11(週三)晚 8:00-9:15舉行，請屆時出席，同心祈禱。 
4.組長會: 11月 1日(日) 下午 1:30-3:30  地點:禮堂 
所有組長或見習組長請預留時間出席，使能被裝備。 

5.肢體消息： 
恭賀潘婥媚完成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新約研經證書課程，11月 1日下午 3:30舉行畢業典禮。 
恭賀劉慧嫻完成完成神召神學院神學學士課程，12月 6日下午 4:00舉行畢業典禮。 

6.2021教會掛曆：歡迎會友及嘉賓到接待處索取，每家庭一個。 

 

社會服務部  
1.《免費分班試評估/托管服務》 

繼本會特別安排 P1-P5免費分班試評估，以安排小朋友報讀相應強化班或補底班，除固定的星期
三課節外, 亦會加開星期五課節以應付分班試和評分試的逼切需求, 為家長及孩子尋找全面的解
決方案。幼兒托管服務逢星期一至五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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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中心更有社工跟進特殊需要, 歡迎查詢。 

2. 《辦公室遷移》 
教牧及社會服務部辦公室已於 10月底順利從 F02單位遷移至 F01單位內, 而接待處亦重新規劃以
加強服務效率, 整個搬遷過程儘量不用額外費用, 感謝各位義工信徒在背後的默默支持及侍奉, 
謝謝大家。 
接著我們會推展「社署 2020-21強化家庭功能社區教育計劃」, 籌辦嘉年華及義賣類型活動, 以
活化遷移後剩餘物資, 活動計劃稍後公佈。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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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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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柏羲助理傳道 

領唱： 周六:曾智華;  
主日:馮美蘭 伴唱： 周六:江易葭、何誠謙;  

主日:陳鍾漢、沈鈺 

伴奏： 周六:黃卓男、盧浩軒、陳柏羲;  
主日:徐沛沂、朱文希、吳偉漢、譚景華 

音控： 周六:李彥彤; 主日:蔡偉林 視像： 周六:李彥彤; 主日:陳偉傑 
接待： 蘇家文、廖錦清、溫壽基、譚瑞蓮、李金蓮、陳綺祈 
糾察： 鄭志明、黄金滕、黄教賢 
場地總監： 黃玉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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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10 4,075.00 119.20 26,676.00 300.00 ---- 31,170.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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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5/10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現場人數 29 F1:94/F2:20 22 

Facebook(同步觀看) 5 28 -- 

Facebook(總觀看) 113 19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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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semblyOfGodGraceLightChurch,Ltd.」 

網址:www.aogglc.org.hk電郵:office@aogglc.org.hk電話:29475665傳真:2947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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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