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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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 日
棕枝主日
講題：「伯大尼的使命」
講員：陸振耀牧師
詩歌
開會詩

《和撒那》(頌樂樂 29 首)

聖道詩

《真神羔羊》(頌新 23 首)

回應詩

《古舊十架》(頌主 137 首)

散會詩

《永生之神，我主基督》(頌主 143 首)

經文(和合本修訂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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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11：1–11

(新約

71 頁)

代禱消息
1. 為緬甸政局禱告，求上帝的公義及和平臨在，讓國家早日回復正軌。
2. 為香港政府官員有合宜的方法，去處理接種疫苗的安排禱告，讓接種者能夠
安心。
3. 為即將在復活節崇拜內領受聖洗禮、堅信禮、過會及過堂禮的弟兄姊妹禱
告，求上帝堅定他們的信心，緊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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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消息
 曾燕雯姊妹將於 4 月 1 日(週四)履新，成為本堂傳道同工。

堂會消息
 聖週聚會安排 因受疫情及政府頒布的防疫措施影響，安排如下：

聖 週 聚 會
日期

聚會

舉行形式

講員

本週 3 月 28 日
(主日)

棕枝主日崇拜

直播(上午 9:30)

陸振耀牧師

晚上 8:00
(地點:天恩堂，若
香建明牧師
未能進行實體崇拜,
(主題:天國路，生命糧）
將改為網上直播)

本會荃葵青嶼區
立聖餐日崇拜

4月1日
(週四)
4月2日
(週五)

受苦日祈禱會

直播(上午 10:30)

-

4 月 3-4 日
(下週六及主日)

復活節崇拜暨
聖洗禮、堅信禮
過會禮及轉堂禮

待定

陳沁漢牧師

【洗禮】(成人): 吳丹丹、凌劍雄、張淑英、劉錦添、李淑萍
(兒童):曾恩穎(父：曾宏恩，母：陳明麗)
鄭一言(父：鄭浩全，母：李羡宜)
【堅信】蔣淑妹
【過會】温頌詩、梁婉玲
【轉堂】曾燕雯

請為他們禱告，求上帝堅固他們的信心！
 「起動·金齡」金齡事工分享會 原定於 3 月 28 日舉行的分享會，因應政
府限聚令延至 3 月底，分享會將會延後至恢復實體聚會日子後安排盡快
舉行。祈求主上帝在這段彼此等候的日子裏，在禱告中尋求主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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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日至 4 月 16 日(工程期為一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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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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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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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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查詢，請與辦公室聯絡。
 新一批「可續期葬位」公開領用 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轄下香港薄扶林道
《華人基督教墳場(香港)》，新一批「可續期葬位」即日起公開領用。
該批葬位合共 29 個。
其他詳情請到本堂辦公室索取資料，或向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查詢
(電話:2337-4171)。

活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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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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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至 3 月 31 日）
鑑於本港疫情因近日出現群組感染而再趨緊張，防疫措施未能放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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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日至 3 月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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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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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平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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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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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