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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 
The ELCHK Grace Lutheran Church (Tsuen Wan)  
地址： 新界葵涌葵盛圍 364號 網頁： http://gracetw.elchk.org.hk 

電話： 2480-5833 傳真： 2428-9884 電郵： gracetw@elchk.org.hk 
堂主任  ： 方承方牧師    
教牧同工： 林靜茹牧師 陸振耀牧師(進修假中)  

 陳沁漢牧師 葉健昌教師   
 陳慧冰教師 簡嘉欣教師   

替假同工： 陳惠琴牧師    

2021年教會全年主題：與基督同死、同活 
經文:「我們若與基督同死，也必與他同活。」(提摩太後書二章 11節下) 

2021年 2月 7日 

顯現後第五主日暨委身主日(二) 

講題：「亂世中的委身(二)」 
講員：方承方牧師 

詩歌 
開會詩  《全能上帝，萬福泉源》(頌主 13首) 
聖道詩  《我今聽主聲音》(頌主 342首) 
回應詩  《順服》(頌主 434首) 
散會詩  《你是否願跟隨》(頌新 88首，1、2、5節) 

經文(和合本修訂版) 
舊  約 約書亞記 24：14–18 (舊約   325頁) 
新  約 彼得前書 2：9–10 (新約  371頁) 
新  約 彼得前書 4：7–11 (新約  373頁) 
福  音 馬太福音 16：21–28 (新約   28頁)  
代禱消息 

1. 為世界︰緬甸發生軍事政變，局勢動盪，人心惶惶。請為緬甸這國家禱告，
讓局勢早日安定下來，人民重過國泰民安的生活。 

2. 為香港︰一年多的疫情，令香港在經濟和民生上都受到嚴重打擊。農曆新春

假期政府的限聚令和食肆晚市禁令仍未放寬，令有關假期的行業在新春期間
的生意蒙受影響。讓我們繼續為政府能早日控制疫情，香港社會能重回正常

生活禱告。 

3. 為教會： 
i. 今天二○二一年二月七日（主日）為本堂的教友大會，商討教會聖工。

展望將來，請繼續為我們自己和弟兄姊妹的靈性成長禱告，也求上帝堅

固我們的信仰，在這紛亂的世界作鹽作光。 
ii. 因受疫情影響，各項聚會暫停，2020年 1-12月份經常賬總結有

HK$251,340的透支。請大家記念教會的財政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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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消息 
 前監督蓋英魁牧師主懷安息 本會前監督蓋英魁牧師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

於律敦治醫院安息主懷，享年 93 歲。安息禮謹定於 2021 年 2 月 6 日(禮
拜六)上午 10 時 30 分，在本會真理堂舉行，隨即於道風山基督教墳場舉
行土葬禮。求主安慰蓋師母和蓋牧師家人。 

堂會消息 
 加設「天恩家庭服務中心」奉獻項目 天恩家庭服務中心為本區家庭提供

課託服務，讓家長及學生得到適切的服務。經執事會通過增設「天恩家
庭服務中心」奉獻項目，呼籲弟兄姊妹自由奉獻，請在奉獻封「其他」
一欄中註明「天恩家庭服務中心」。 

 宣教部消息 謝謝各位弟兄姊妹在二零二零年度曾經為宣教信心認獻，現
時因疫情關係未能回到教會。宣教部會藉謝函分享各項事工，也通知各
位奉獻的資料，而謝函會透過不同方式送達。如有任何查詢，歡迎向辦
公室、何愛蓮執事或張健國弟兄查詢。 

 抗疫支援 因應疫情帶來弟兄姊妹在家庭經濟上的緊張，慈惠賬於今年
(2021 年)加設「抗疫支援」項目，籌募目標：港幣五萬元，呼籲弟兄姊
妹自由奉獻，請在奉獻封註明「抗疫支援」。 
由於「抗疫支援」項目的性質屬於緊急支援，每次支援金額有限，這次
行動表達我們在愛中建立家庭，彼此關懷，共度時艱。 
查詢及聯絡人：各教牧同工及慈惠小組成員何鳳英執事、林美蘭姊妹。
備註:所有查詢及受惠者資料絕對保密。 

 會眾接收堂會 WhatsApp 廣播信息 請弟兄姊妹接收本堂發放的廣播資訊，
於手機內加入本堂電話(+852 2480 5833)，於一週內會收到由堂會發放
的測試訊息。如未能收到測試訊息，請與辦公室聯絡。 

 提供奉獻資料 感謝弟兄姊妹的奉獻，為配合堂會賬項入數處理，所有
經轉賬方式奉獻的弟兄姊妹，請於每月底前透過 WhatsApp 或傳真，將
資料給堂會，以便辦公室同工處理每月入賬項目，所有未能在月底前提
供轉賬收據及奉獻項目，就會將所有奉獻當作感恩奉獻。 
敬希大家垂注！ 

奉獻方法 

本堂歡迎弟兄姊妹以下方法奉獻: 

 支票:抬頭請寫「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並加上劃線，於支票背後

列明奉獻項目、姓名及代號(如有)，寄回本堂(地址：葵涌葵盛圍 364

號)。 

 銀行過戶:請存入本堂於恒生銀行之賬號:374-0-005578 

(名稱:「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天恩堂」/「The ELCHK Grace Lutheran 

Church (Tsuen Wan)」)，於收據背後列明奉獻項目、姓名及代號(如

有)，並將收據郵寄(地址：葵涌葵盛圍 364號)或 WhatsApp(+852 2480 

5833)到本堂。 

如有查詢，請與辦公室聯絡。 

 



3 

 

2021 年教友大會安排 
執事會決議 2021 年教友大會延於本週 2 月 7 日(主日)下午 2:00 在本堂舉

行，不設直播。主要報告 2020 年度事工及財政報告，並通過 2021 年度事

工計劃及財政預算。召開會議合法人數是本堂教友 133 人，請大家踴躍出

席，若人數不足，就要延期舉行。除了本堂教友出席之外，更歡迎非本堂

教友列席，共商聖工。 

 

本會堂會須要根據本會的組織大綱及組織章程實施細則召開教友大會，堂

會的教友大會在性質上類同於本會的會員大會，而本會的會員大會在公司

法角度上又類同公司的周年股東大會。在疫情下，對公司股東大會召開的

限制適用於本會的會員大會及堂會的教友大會。 

在現行政府的限聚令措施下，股東會議人數限制為每房間內或每區隔範圍

內最多 20 人，會議上不可飲食。 

又根據《公司條例》第 584 條，公司「可使用令該公司身處不同地方的成

員能夠在成員大會上聆聽、發言及表決的任何科技，在兩個或多於兩個地

方舉行成員大會，但須受公司章程細則的條文規限。」 

 

按照以上限制及條例，本堂在禮堂、副堂及各房間內分隔不同區隔範圍，

每區隔最多 20 人，透過視像同步舉行教友大會。 

 

請大家留意以下的事項： 

1. 教友大會於下午一時半開始報到，由於要安排大家到各區間，因此鼓勵

大家提早回來，減低人群聚集。 

2. 按防疫措施，不能進食，請大家先行用餐，自備飲用水，並在區外飲水。 

3. 大家需要遵守防疫措施，佩戴口罩。若有身體不適，請留家休息。 

4. 確保自己符合以下狀況： 

a. 現時及過去 14 日內並無以下任何症狀，包括發燒、乏力、乾咳、呼

吸困難或感冒症狀； 

b. 在過去 14 日內並無離開香港； 

c. 在過去 14 日內並未曾與任何確診人士或懷疑確診人士(無論在香港或

海外)有密切接觸。 

 

求上帝引導我們關心天恩家事，同心合意委身教會，傳揚福音，服侍鄰舍。 

為教友大會籌備工作及當日大會進行禱告，求主保守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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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本會各堂會暫停現場崇拜及公開聚會 14天之安排 
（由 1月 27日至 2月 9日） 

 

鑑於本港疫情仍然嚴峻，防疫措施未可鬆懈。本人經與副監督商討

後，認為未來兩個禮拜仍需維持暫停現場崇拜及公開聚會等措施。本

會現發出以下通告，請各堂留意及遵守： 

 

1. 本會所有堂會於 1 月 27 日至 2 月 9 日（共 14 天），暫停舉行任何

現場崇拜及公開聚會（婚禮及喪禮除外）。 

 

2. 而堂會在此時段的主日崇拜，可選擇直播及錄播，於主日崇拜時

段，與在家中的弟兄姊妹在網上一起崇拜。 

 

請各位繼續為香港及全球疫情禱告，求主讓疫情早日平息，並賜下信

心與能力，讓我們堅守崗位，牧養群羊。 

 

願賜平安的上帝常與你們同在 

 

張振華監督 

楊有志副監督 

2021 年 1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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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現期（Epiphany Season） 
 

是介乎耶穌基督降生和他受苦受死之間的一個節期，它由基督向博士們顯現
開始，由 1月 6日的顯現日開始，共有 6 至 8個主日，要視乎該年復活日之時期

而定，直至聖灰日（Ash Wednesday）結束。此日前的顯現期最後一個主日為變

像主日，記念耶穌登山變像（Transfiguration）。 
 

 顯現期的來源 

1. 在主後三世紀末期，亞歷山大港的人在 1月 6日慶祝「永恆之神的出生」，
所以「靈知派」基督徒就利用這天，作為基督徒受洗的節期。 

2. 在主後四世紀這慶節傳到其他的東方地方教會；她們就在這日紀念基督

在受洗時顯示了「聖三一」的信仰。聖父印證耶穌基督是祂的愛子。 

3. 博士來朝 

博士來朝，並非講述一個故事，而是宣告上帝在基督身上向萬民顯露了

祂的榮光，再次肯定了基督信仰的大公性；並與基督一起，為使萬民得
到真光，而獻出我們的生活，去繼續上帝救世工程 

（太 2:1-12，賽 6:1-6，弗 3:2-3，5-6）。 

 
 顯現期的意義 

顯現期的希臘文是 EPIPHANEIA，是上帝顯現或顯示的意思。顯現期中我們

要看見基督耶穌一而再地向全世界的人類顯現。我們要看見祂為普世的人
捨了祂自己的生命，並提醒我們必須把祂的救人之道傳遍世界。 

 

 顯現期信徒生活 
研修基督風範，慶祝救主道成肉身，向世人傳揚福音。 

 

 顯現期的顏色－金色/白色/綠色 
金色代表君王的顏色（三博士來朝見君王）。 

白色是主如真光照臨。 

綠色是希望、生命、生長。 
 

 顯現期中的一些特別日子 

從顯現期後第一主日後的星期一至「聖灰日」是「常年期」，「常年期是
綠色，代表生命成長，結屬靈的果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