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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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4 日
預苦期第四主日
講題：「恨惡與渴慕光明的時代」
講員：簡嘉欣教師
詩歌
開會詩

《讚美頌揚》(頌主 56 首)

聖道詩

《我每思想奇妙十架》(頌主 135 首)

回應詩

《得救本乎恩》(頌新 107 首)

散會詩

《怎能如此》(頌主 325 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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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消息
1. 為印尼西爪哇省一輛校巴在週三失控跌入 20 米深的峽谷，造成 27 人死亡禱
告，求上帝安慰失去至親的家人，並醫治受傷者。
2. 為香港選舉制度禱告，求上帝保守執政者有合宜的處理。
3. 為本堂應屆中學文憑試考生禱告，求上帝幫助馮浩賢、余思容及高錦新應考
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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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會消息

 本堂為籌備 2022 年開設的社會服務部，在事工上作多方探討，定於 3 月
18 日(週四)晚上 8:00，邀請了「教會關懷貧窮網絡」召集人：黎廣澤傳
道分享「社區關懷服事事工」。當晚會以 Zoom 形式進行，現誠邀弟兄姊
妹一起在網上參與，讓弟兄姊妹更了解和認識本堂可在社區中如何服事
鄰舍。
 最近本堂收到肢體轉告有家人被異端影響，導致情緒不安。本堂同工和
與肢體相熟的姊妹正跟進和關心這家庭。在此提醒弟兄姊妹一方面要裝
備自己有穩固的信仰根基，另一方面也要提防異端邪說 滲透和影響自己
和家人。若弟兄姊妹遇到或懷疑被異端硬銷其信仰，而不知如何拒絕和
面對，請務必立即與本堂任何一位教牧同工聯絡，尋求幫助和支援。
 「起動·金齡」金齡事工分享會 於 3 月 28 日(主日)，上午 11:30，在副
堂舉行。歡迎任何年齡及關心本堂金齡事工的弟兄姊妹參加。 (備註:將
按政府公佈可實體聚會指引)
 月禱會 將由 3 月 31 日(週三)改為 3 月 24 日(週三)晚舉行，敬請留意。
 LG1 天花翻新走廊工程(101 室至 108 室走廊) 詳情如下:
工程日期:由 2021 年 3 月中至 4 月中(工程期為一個月)
工作時間:早上 10:00 至下午 6:00
注意:
1. 工程期間有打鑿聲響，需避開幼兒學校睡覺時間及家庭中心課託時間。
2. 工作人員會配戴個工作證出入
3. 工程期間 LG1 走廊會局部性封閉，不影響家庭中心服務進行。
請大家為上述工程代禱。
 宣教部消息
 第四十一屆宣教年會：下週 3 月 20/21 日(週六及主日)(備註:將按政
府公佈可實體聚會指引)
本年度宣教主題：「甘心背十架，同活主愛恩」
經文：加拉太書二章 19 節下-20 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
面活著；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是因信上帝的兒子而活；他是愛我，
為我捨己。我不廢掉上帝的恩；如果義是藉著律法而獲得，那麼基督
就白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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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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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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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消息
 仁濟醫院院牧事工【2021 復活節愛心行動】 詳情如下:
行動日期：3 月 25 日（週四）
內容：致送禮物
今年因著疫情關係，取消了義工探訪部分。惟院牧仍會作代表致送禮物
予病友，在復活節前夕將耶穌基督愛的福音帶到院友當中。祈求主上帝
記念並看顧仁濟醫院的服侍及病患者得平安醫治。希望各位繼續為上述
事工代禱並作出奉獻。
歡迎弟兄姊妹踴躍參與禮物奉獻。
若有任何查詢與奉獻，聯絡人:何愛蓮執事、顏秀玲姊妹，孫雪芳姊妹。
 道聲出版社「飛躍行動——為孩子多走一里路」籌款活動 詳情如下:
籌款目的:為《童心飛躍》教材系列之出版及相關活動(包括教學、訓練)
籌募經費
籌款目標: 港幣 70 萬元
活動日期: 即日起至 4 月 4 日（主日，兒童節）
其他詳情請瀏覽道聲出版社網頁 http://www.taosheng.org.hk/
3

有關本會各堂會暫停現場崇拜及公開聚會 14 天之安排
（由 3 月 4 日至 3 月 17 日）
鑑於本港疫情仍未穩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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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本會所有堂會於 3 月 4 日至 3 月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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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弟兄姊妹留在家中透過互
聯網參與崇拜。
同時，亦鼓勵各教牧同工按實況繼續牧養信眾，並讓弟兄姊妹於主日
或平日，在有需要時（預先與教牧同工聯絡），可到禮拜堂祈禱或尋求
牧者的輔導及幫助（須注意做好防疫措施）。
敬希各堂執事會、堂主任及教牧同工依照有關做法，並讓所有弟兄姊
妹知悉有關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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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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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過預苦期？
預苦期所著重的，是記念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體會祂的
溫柔、愛、勇敢與孤寂。預苦期間，一般信徒多禁食禱告、悔罪，
以心靈誠實去親近上帝，預備自己迎接復活節。禁食的意義不僅在
吃喝方面，也包括在眼目和耳朵，與基督一同克己受苦，經歷試煉
和得勝試探，藉禁食或禁慾的操練，一方面操練自己的靈性，體會
與基督一同受苦，一方面也藉著饑餓與貧乏的親身經歷，體會饑餓
與貧乏者的痛苦。
預苦期中可以將所省下來吃喝玩樂的金錢，用來幫助有需要的人
或支持福音事工，本堂會將奉獻轉交瑪嘉烈、葵涌醫院院牧事工委
員會。(本堂設有奉獻盒，歡迎取用。因受疫情影響，大家暫時未能
到教會領取到奉獻盒使用，可以在家裡先使用其他的盒子或器皿儲
存省吃儉用的金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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