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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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召會恩光堂 遷堂經費籌募
親愛的恩光肢體﹕
願在疫情社情等不安的情況下，主恩典夠你用，主的平安臨到你和你一家!
去年 12 月突然收到業主的信件，向本會提出要在今年六月二日終止原定在 2023 年
6 月屆滿的六年租約，並要求在該日前遷離現時華明堂址，使本會正努力面對一波又一波
的疫情影響恆常社區收入的情況下，再來一個巨浪，有感無力招架，甚是艱難和無奈!
但透過在 12 月 6 日與會員、核心領袖、組長及部份弟兄姊妹的網上交流，大家一同分
享和商議，再次體會到神家裡的同心，那怕困難有多大，我們就是神所選召的一群，務
要繼續堅守恩光的使命——傳揚福音、建立生命、服務社群。同日，教牧同工和值理在
諮詢律師後，作出詳細評估後，決定一方面展開與業主的談判，為著弟兄姊妹昔日建堂
時一分一毫的捐獻作出最大的爭取；另一方面，即使面對仍受疫情而出現財務虧損的狀
況下，憑信為著延續上主給恩光堂的使命要尋找新址。感謝主垂聽大家的禱告，在多個
可供選擇的單位中，我們通過租用牽晴間約一千九百呎的單位；及後經過多次與業主洽
談後，從起初提出的租金調低了大約 25%，並且在一月的教會禱告會中，同心尋問主的
心意時，讓我們再次認定主的帶領。雖然未來香港的整體狀況仍然存在很多變數，新堂
址面積較目前為細小，但我們可大幅減省租金開支，深信恩光未來的三年在牽晴間新址，
為主繼續燃亮，榮耀主聖名。
我們會於 2 月初簽訂新堂址租約，預算在 4 月 15 日起租，簡單裝修後便會在 5 月 15
日遷入。在遷離華明後未能即時搬入新堂期間，教會將繼續用網上直播崇拜；若疲情緩
和及政府容許實體宗教聚會，將會與友好教會跟進借用該堂的主日下午時段作現場崇拜
聚會，我們會按時給大家知悉最新的安排。
為要應付突然的搬遷和新堂裝修開支費用，預算要籌募 70 萬元，款項用途如下:
(1) 三個半月按金，首月的租金、管理費及冷氣費：約 20 萬元
(2) 搬遷及還原費、儲存物資及裝修費：約 40 萬元
(3) 備用金：約 10 萬元
參與方法如下，先禱告後按領受和能力回應，表格將於 2 月 1 日後在教會取或以電子版回
覆。
(1) 自由捐獻 (可一次或分多次捐款)
(2) 給予借貸，貸款期為一年或以上，免息或收取利息，可註明
願主賜能加力，使能繼續持守踐行恩光堂的使命——傳揚福音、建立生命、服務社群 !
神召會恩光堂全體教牧同工、
值理會及執行委員會
謹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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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講題

黑夜的惡夢

曾勝基牧師

經文：詩篇30:1-12
1 耶和華啊，我要尊崇你，因為你曾提拔我，不叫仇敵向我誇耀。
2 耶和華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醫治了我。
3 耶和華啊，你曾把我的靈魂從陰間救上來，使我存活，不至於下坑。
4 耶和華的聖民哪，你們要歌頌他，稱讚他可記念的聖名。
5 因為他的怒氣不過是轉眼之間，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雖然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
6 至於我，我凡事平順，便說：「我永不動搖。」
7 耶和華啊，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穩固；你掩了面，我就驚惶。
8 耶和華啊，我曾求告你。我向耶和華懇求說：
9 「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甚麼益處呢？塵土豈能稱讚你，傳說你的誠實嗎？
10 耶和華啊，求你應允我，憐恤我！耶和華啊，求你幫助我！」
11 你已將我的哀哭變為跳舞，將我的麻衣脫去，給我披上喜樂。
12 好叫我的靈歌頌你，並不住聲。耶和華我的神啊，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
反思問題:
1,你能否在詩篇三十中找到詩人遭遇的不幸事嗎？
2,如果發生在你身上的不幸事，與你對神的認知（祂是全能、全知）相違，你會有什麼反應？
3,如果遭遇不幸的事，可以向神發牢騷，甚至與祂爭論，求個公道嗎？

堂會消息
1.下週崇拜講員：張可榮牧師
2.月禱會：定於 2 月 3 日(三)晚 8:00-8:30 zoom 舉行，鼓勵大家一同出席，為教會守望禱告！
3.組長會：日期：2 月 7 日(日)
時間：下午 2:00 – 3:30
註：當日會以 Zoom 進行，請各組長、實習組長預留時間
4.栽培部課程：初信造就 - 認識耶穌、開始新的生命
日期：2 月 7,21,28,3 月 7 日(共四堂)
時間：早上 9:00-10:00
教師：陳柏羲助理傳道
地點:待定
※截止報名日期： 2 月 3 日(三)
註：初信造就課程為浸禮必修課程，適合初信者。
浸禮班將會於 3 月 7 日(日)下午 12:00–1:00 舉行
上半年浸禮將訂於 3 月 14 日(日)舉行
5.為教會守望代禱：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教會領袖經過一番的商討，決定租用牽晴間作為聚會的新場地，稍後會簽訂新租
約，祈求主保守一切順利。另一方面，教會領袖與舊業主商討遷離的細節，但仍未得到回覆，懇請各
位弟兄姊妹繼續為教會的需要守望禱告：
(1) 求主催促舊業主的回覆，能帶來快速及正面的回應(包括提前交還場地，以及不用還原場地)
(2) 求主保守新舊場地的交接，能夠順利接軌，減少辦公室恆常運作及崇拜聚會的影響
(3) 求主賜下智慧予籌備搬遷及裝修的各隊工，彼此配搭，使新地方在規劃和安排上，
有最適切的決定，帶來美好的效果有最適切的決定，帶來美好的效果
(4) 求主引領教會在新場地的發展，能夠為主開拓新的服侍，承接福音使命，高舉主愛。

社會服務部
1.《社會服務部調整服務時間》本中心將維持有限度服務如下：
據教育局指引，本中心面授的學生的數目以中心最高限額的六分一的學生為限，故繼續維持有限度
開放，及仍然加強消毒檢疫等操作。2 月 1 日至 2 月 15 日暫定功輔面授，農曆年假後 2 月 16 日復
課。中心開放時間為 10:00-19:00。
2.《3050 英文躍升研究計劃》本中心為獲授權教育中心，參與牛津大學創新科技有限公司 Oxford
University Innovation Limited 的研究合作計劃，獲挑選參加學生：可以在 6 個月內，讓成績一
般的學生把校內成績大幅度提高 30% 至 50%；或讓成績中等的學生，把校內成績精英化提高 10%
至 15%。上課可以是網上及/或實體綜合模式進行，詳情可致電查詢。
3.《港講訴 Time to Heal」心理情緒支援、精神科醫療現金資助計劃》
任何人士因最近社會動盪或新型肺炎疫情而出現的心理創傷情緒健康需要，可經轉本中心初步評估
過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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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仲康牧師

領唱：

陳仲康牧師

伴奏：

徐沛沂、譚景華

音控：

黎汛晞

伴唱：

祝健輝

視像：

陳柏羲助理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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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55,900.00
4,200.00 ----60,100.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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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1

週六晚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現場人數

--

--

--

Facebook(同步觀看)

--

66

--

Facebook(總觀看)

--

253

--

聚會時間 (2020 年 1 月 1 日開始)
聚會名稱
晚堂崇拜
主日崇拜
兒童主日學
月禱會
守望主日禱告會

日期
星期六
星期日
星期日
每月逢第一個星期三,及
每月逢第三個星期六
星期日

時間
晚上 6:00-7:30
上午 10:30-12:00
上午 10:30-12:00
晚上 8:00-9:30
早上 8:00-9: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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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仲康牧師、陳柏羲助理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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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