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年 11月 26 - 27日（第四週）座堂 

 

週六 

晚堂 5:30pm - 6:45pm 

Sober 7:15pm - 8:30pm 

 

週日 

中堂 10:00am - 11:15am 

午堂 12:00nn - 1:15pm 



  
靚太敬拜隊 

2022/11/26 
 

我牧養的教友許多是家庭主婦，她們相夫教子、洗衣煮飯、打理家

中大小事務，每天接送子女往返學校、補習社和興趣班。即或如此忙碌，

欣賞她們仍盡心盡力投入事奉和小組，關顧組員外，亦不時舉辦魚池活

動，抓緊每一個傳福音的機會。這一年，她們展露委身事奉的另一團火，

令我讚嘆不已！ 

去年九月，我在退修禱告時領受要開拓平日日間崇拜，首要建立「靚

太敬拜隊」。感謝梁牧師積極推動和社區服務部鼎力相助。六月至今，上

午舉辦了《結他初階班》、《結他進階班》、《敬拜神學》和《歌唱技巧基

礎工作坊》。課堂氣氛熾熱，大家的學習態度認真，課餘努力練習彈結他

或歌唱技巧，且在小組及家慶中帶領敬拜，實踐所學。 

現節錄兩位結他班成員的分享：「從沒有學過樂器，陪女兒參加親子

彈琴也因懶惰跟不上而放棄。去年家牧分享婦女敬拜隊的異象，聖靈對

我說：『是時候了』。當時很疑惑毫無音樂造詣的我，怎能與敬拜服侍拉

上關係呢？數個月後，得悉社區服務部舉辦結他初階班，「是時候了」又

在浮現，我不再猶豫，立即報名。學了四個多月，雖然距離站在台上事

奉還很遠，但我會繼續努力學習，好好裝備。」「最初沒想過要學結他，

因組員們的推動我才參加。初學時手指痛又不靈活，很挫敗，真的想放

棄。感恩大家互相支持，加上老師悉心教導和鼓勵，終於捱過最「痛」

的階段。雖然還有很長的日子才可以上台事奉，卻很享受練習過程，看

見自己的進步，漸有成功感。我把自彈自唱詩歌的短片與好友分享，她

們回應我愈彈愈好，很滿足啊！」 

感謝主！「靚太敬拜隊」正在努力裝備和組隊，她們蓄勢待發，體

會跟從神的帶領沒有難成的事。「因為人若有願作的心，必蒙悅納，乃是

照他所有的，並不是照他所無的。」(哥林多後書 8:12) 

 

 

 

 

 

 

 

 牧者的話 

主僕 陳慧琼 
  



* * * 會內消息 * * *  
2022年 12月份聚會： 

 敬拜  
《501委身敬拜班》  

這是本會最後一重，也是最重要的委身：委身敬

拜，指引信徒成為一位頂天立地，全然順服的門

徒。課程會講解敬拜的真義、捨己、背十架、全

然奉獻的意義，並鼓勵信徒立志以神為首、全然

降服，成為以生命敬拜的優質門徒。 

日期： 12 月 11 日(日) 

時間： 2:45 - 4:15pm 

地點： 座堂 

導師： 林文福傳道  

對象： 已完成 401 之教友 

報名： 請填妥「一般課程報名表」交辦公室或進

入以下連結報名： 

https://forms.gle/WGZFAfRZNxB1uHWt5 

逾期報名需另繳行政費用$50 

截止： 12 月 4 日(日) 

備註： 請於上課前觀看 501 課程(辦公室取書及

密碼)，先完成書本習作更佳 

 事奉  

1.《完成 301教友名單》 

熱烈祝賀以下 4 位教友完成 301 課程： 

(由 7 月 21 日至 11 月 24 日) 

侯婉雯、林振盛、許惜杏、李桂花 

2.《牧智事工招募事奉者》 

「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

上，就是做在我身上了。」(馬太福音 25：40) 

凡有心志服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帶

領他們認識信仰的弟兄姊妹，歡迎申請加入事

奉。 

當值： 周六下午或主日上午 

報名： 凡完成 301 的教友，可填妥「參加事奉申

請表格」交辦公室 

查詢： 梁婉秋傳道(2669 8111) 
 

 會友  
1.《嬰孩奉獻禮》 

2023 年 1 月 21 - 22 日(六、日)於本會崇拜聚

會中，將舉行嬰孩奉獻禮。 

對象： 嬰孩在 12 歲以下 

 父或母其一必須為已修畢《201 委身成長

課程》之本會信徒 

報名： 請填妥申請表格交回辦公室，並索取「獻

嬰須知」講道 CD，等候牧者聯絡 

截止︰ 2023 年 1 月 1 日(日) 

2.《101會籍班》 

凡參加本會聚會超過兩個月，並已決志相信

基督的來賓，歡迎你加入本會成為教友。 

日期： 12 月 11 日(日) 

時間： 2:45 - 4:15pm  

地點： 座堂 

報名： 請填妥「101 會籍班報名表」交辦公室 

截止︰ 12 月 4 日(日) 

3.《深度敬拜聚會》 

你渴求聖靈充滿、享受神臨在的喜樂，並期望
得到靈恩服侍隊的服侍，邀請你同來參與深
度敬拜聚會，一同經歷五旬宗信仰的豐盛。 

日期： 12 月 8 日(四) 

時間： 8:00 - 9:30pm 

地點︰ 大禮堂 

* 無須報名，歡迎自由參與 

4.《新增奉獻方法–轉數快》 

為方便教友，除現有奉獻方式：（繳費靈、櫃員

機/銀行、支票），現更可使用「轉數快」(FPS)

奉獻予教會，使用 FPS 時可輸入以下資料： 

⚫ 流動電話「98730195」 

⚫ 識別碼「169517711」 

( 以上流動電話只供奉獻 F P S 使用， 

不作任何溝通，教友請勿將訊息傳送) 

完成後請將成功轉數的畫面截圖及填 

報奉獻資料電郵至  

accounting_dept@aog.org.hk。詳情可瀏覽教會

網頁或向辦公室查詢。 
 

 座堂 Sober 

日期 週六晚堂 主日 週六 

3 – 4 
梁偉明牧師 
在地若天的祈禱(下) 

梁偉明牧師 
在地若天的祈禱(下) 

梁偉明牧師 
在地若天的祈禱(下) 

10 – 11 
黎昇輝牧師 
信是認定 

黎昇輝牧師 
信是認定 

黎昇輝牧師 
信是認定 

 



週訊內所有活動為成人牧區活動，18 歲以下教友請參考青少年崇拜週訊 

主任牧師 

梁偉明牧師 
 

副主任牧師 

周婉慈牧師 
 

教牧團隊 

陳慧玲傳道 
 
林文福傳道 
 
陳皓揚傳道 
 
石偉成傳道 
 
吳玉玲半職傳道 
 
林麗芳半職助理傳道 
 

青少年教會 
周婉慈牧師 
 
黃家沂福音幹事 
 

兒童教會 

梁婉秋傳道 
 

粉嶺神召會 
1.《誠聘合約文員》(6個月) 

職責： ‧協助接待處工作、資料庫輸入

及一般文書工作 

‧協助處理人事記錄 

‧課程統籌、崇拜事務、活動跟

進、物資管理等 

‧協助安排及執行辦公室事務 

資歷： ‧大專或以上程度 

‧具良好行政及溝通能力 

‧兩年或以上有關工作經驗優先 

‧熟悉電腦操作 (如 MS Word / 

Excel /PPT) 

‧中英文良好 
工作時間︰ ‧每週工作平均 40-44 小時

（需週六、日上班，逢週一   

休息） 

‧需輪班工作，每天工作 8

小時 
有意應徵者，請將個人履歷電郵至

hr@aog.org.hk 張小姐收（請於電郵主旨

註明：申請合約文員職位）： 

電話： 2669 8111 

地址： 新界粉嶺馬會道 301 號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關

職位的用途。） 

活動最新安排： 

2.《誠聘半職合約文員》(6個月) 

職責： ‧協助接待處工作、資料庫輸入

及一般文書工作 

‧協助處理人事記錄 

‧課程統籌、崇拜事務、活動跟

進、物資管理等 

‧協助安排及執行辦公室事務 

資歷： ‧大專或以上程度 

‧具良好行政及溝通能力 

‧兩年或以上有關工作經驗優

先 

‧熟悉電腦操作 (如MS Word / 

Excel /PPT) 

‧中英文良好 

工作時間︰ ‧星期二至五(其中兩

天) 4:15–8:15pm 

‧星期六 11:00–8:00pm 

‧星期日 9:00–6:00pm 

(每週工作 4 天，一星期

工作 24小時，每月重新

編更一次) 
有意應徵者，請將個人履歷電郵至

hr@aog.org.hk 張小姐收（請於電郵主

旨註明：申請合約文員職位）： 

電話： 2669 8111 

地址： 新界粉嶺馬會道 301 號 

（申請人資料將予保密及只作招聘有

關職位的用途。） 
 

 

  

名稱 日期 地點 

《主日午後靈修： 
「與主回望我的 2022」》 

11月 27日(日) 2:45 - 5:00pm 302-4 室 

               其他  

1. 《最新防疫措施安排》  

政府於 10/11 公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由本週六、日起，雖然進入教會宗教

場所的人士仍然必須符合「疫苗通行證」的要求，但教會將由主動核查變為

被動核查，即進入人士只需掃瞄「安心出行」而不需掃瞄針咭，敬請留意！ 

2. 請有編號的信徒在入口處簽到。上週出席人數統計：1010 總人數(包括網上) 

  座 堂 

 晚堂 Sober 中堂 午堂 兒童 青少年 網上 

現場點算 150 59 148 194 157 51 251 

簽 到 116 46 114 147 - - - 

嘉 賓 28 6 18 33 - - - 

歡迎會友加入 

教會廣播系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