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望覺週刊
  2022 年 4 月 10 日
  棕樹主日
  基督所等待的門徒：信靠基督、回歸聖言、實踐教導
        棕樹主日	 	 	 								馮天聰牧師

棕樹主日(Palm	 Sunday)以耶穌凱旋進入耶路撒冷而聞名。這是耶穌
在復活前一周來到聖城耶路撒冷的時候。耶穌來不是為了奪得任何政權，
而是以愛、恩典和憐憫來贏得人的心，引領人歸回上帝。傳統上，信徒會
在棕樹主日首先齊集在教堂外，各人手持棕枝或樹枝參與巡行禮，圍繞教
堂外面一同巡行。群眾一邊行走，一邊高唱聖詩，目的是紀念救主昔日謙
卑地騎著驢駒進人耶路撒冷，受到群眾夾道歡迎，並高呼祂為王。

一些教會又稱「棕樹主日」為「苦難主日」(Passion	 Sunday)。隨著
這個主日的到來，意味著到了預苦期的最後一周，由棕樹主日到復活節的
這一個星期，是一年中重中之重的一周。棕樹主日是耶穌在地上生命道路
的分水嶺，因為自那一天他來到耶路散冷之後，他在地上的生命路程已經
走到了盡頭，為要完成上帝的使命去拯救世人，而獻上自己的生命。

主耶穌在向耶路撒冷走去的時候，相信他的心情是十分複雜的，尤其
是在進城的那一剎那，百姓夾道歡呼，把衣服鋪在路上，手裡拿著棕樹
枝，前隨後行的呼喊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
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但耶穌清楚地知道在幾天之後，當他們的慾望
得不到滿足時他們現在的歡呼聲就會變成「釘他十字架」的喊叫聲。就是
這群高呼「和散那」人最後高呼「把他釘十字架」。所以，當時場面是喜
慶的，但耶穌內心可能卻是難過的。難怪聽過一些人分享，他們會覺得，
教會不應該鼓勵會眾在棕樹主日崇拜裡，仿效昔日耶路撒冷群眾高舉棕枝
揮動。難道我們要跟這些人一樣，轉過頭當發現耶穌所講所做的不合自己
口味時，就要殺死耶穌嗎？關鍵在於，今天我們是否視耶穌如一個魅力領
袖或KOL去follow，而不是以耶穌作為我們的救主去跟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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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樹主日崇拜

事奉人員
主    席：陳志堅牧師                   讀    經：陳志堅牧師
宣    道：馮天聰牧師                司    琴：劉俊謙宣教師

等候上帝的話
宣    召……………………馬太福音 21 章 9 節……………………眾  立

「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
高高在上和散那。」

靜    默………………………「主在聖殿中」………………………眾  立
主在聖殿中，主在聖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    

都應當肅靜，肅靜，肅靜，應當肅靜。阿們。
始 禮 詩………………普天頌讚第 144 首「乘驢歌」………………眾  立
                        ( 歌詞見第 5頁 )
啟 應 文……………………詩篇 118 篇 22-29 節……………………眾  坐

啟： 匠人所棄的石頭已成了房角的頭塊石頭。
應： 這是耶和華所做的，在我們眼中看為希奇。
啟：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應： 耶和華啊，求你拯救！耶和華啊，求你使我們亨通！
啟： 奉耶和華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我們從耶和華的殿中

為你們祝福！
應： 耶和華是上帝；他光照了我們。理當用繩索把祭牲拴

住，牽到壇角那裡。
啟： 你是我的上帝，我要稱謝你！你是我的上帝，我要尊崇

你！
應： 你們要稱謝耶和華，因他本為善；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祈    禱…………………………………………………………………眾  坐

領受上帝的話
讀    經…………馬太福音 21 章 1-17 節 ( 新約 29-30 頁 )………眾  坐

( 經文見第 4頁 )
宣    道………………………「聞名不如見面」……………………眾  坐
榮 耀 頌…「但願榮耀歸於父子聖靈，父子聖靈，起初這樣，…眾  立

現在這樣，以後也這樣，永無窮盡，阿們。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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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應上帝的話
奉    獻………請將奉獻放入奉獻封，待日後回到教會時交回……眾  坐

「你們要以感謝為祭，獻與上帝；又要向至高者還你的願。」
~詩篇 50 篇 14 節 ~

獻 禮 文…………………「萬物都是從主而來，……………………眾  立
我們把從主而來的獻給主。阿們。」

會務報告…………………………張漢強牧師…………………………眾  坐
主 禱 文…………………………………………………………………眾  坐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父的名為聖，願父的國降
臨，願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們日用的飲
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又求饒恕我們的罪，因為我們饒
恕得罪我們的人。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拯救我們脫離兇
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父的，直到永遠。阿們。」

祝    福…………………………張漢強牧師…………………………眾  立
阿 們 頌……………「阿們，阿們，阿們，阿們。」………………眾  立
飭    歸……………普天頌讚第 146 首「無量榮光歌」……………眾  立

( 歌詞見第 5頁 )



- 4 - - 5 -

聖經經文
馬太福音 21 章 1-17 節 ( 新約 29-30 頁 )
1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在橄欖山那裏．2 耶穌就打發
兩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往對面村子裏去、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裏、
還有驢駒同在一處．你們解開牽到我這裏來。3 若有人對你們說甚麼、
你們就說、主要用他．那人必立時讓你們牽來。4 這事成就、是要應驗
先知的話、說、『5 要對錫安的居民〔原文作女子〕說、看哪、你的王
來到你這裏、是溫柔的、又騎著驢、就是騎著驢駒子。』6 門徒就照耶
穌所吩咐的去行、7 牽了驢和驢駒來、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耶穌就
騎上。8 眾人多半把衣服鋪在路上．還有人砍下樹枝來鋪在路上。9 前
行後隨的眾人、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的子孫、〔和散那原有求救的
意思在此乃稱頌的話〕奉主名來的、是應當稱頌的．高高在上和散那。
10 耶穌既進了耶路撒冷、合城都驚動了、說、這是誰。11 眾人說、這
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穌。12 耶穌進了　上帝的殿、趕出殿裏一切作
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之人的桌子、和賣鴿子之人的凳子．13 對他們
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禱告的殿．你們倒使他成為賊窩了。』
14 在殿裏有瞎子瘸子、到耶穌跟前．他就治好了他們。15 祭司長和文
士、看見耶穌所行的奇事、又見小孩子在殿裏喊著說、和散那歸於大衛
的子孫．就甚惱怒、16 對他說、這些人所說的、你聽見了麼。耶穌說、
是的．經上說、『你從嬰孩和喫奶的口中、完全了讚美的話。』你們沒
有念過麼。17 於是離開他們、出城到伯大尼去、在那裏住宿。

□ 主日及周六崇拜
講員：馮天聰牧師
講題：聞名不如見面
經文：馬太福音 21 章 1-17 節

大綱：
1. 騎驢駒的主
2. 喊和散那的群眾
3. 禱告的殿

心得、記錄或回應 ( 請於適當方格內剔選所回應之講道 )

周六崇拜□   主日崇拜□   

* 歡迎寫下回應，完成後請具名並投於堂外奉獻箱內。

回應者姓名： 聯絡電話：



- 4 - - 5 -



- 6 - - 7 -

【基督受難日崇拜安排】
基督受難日崇拜將於 4月 15 日 ( 五 ) 早上 11:00 由馮天聰牧師證道，
於望覺堂 Youtube 平台上直播。

【疫情下最新聚會安排】
為更有效地減低新冠狀病病毒散播的風險，特區政府進一步收緊防疫及
社交距離措施，其中一項要求宗教場所。為配合政府的緊急措施，本堂
商議後將採取以下措施：

（一）本堂所有場地暫停開放。所有實體聚會及會議亦須暫停。
（二）信徒可善用網上(網址：www.youtube.com/c/CCCMongkokchurch)

及「打電話．聽崇拜」服務 (3700-5444)，參與崇拜。由於政府
只容許受薪員工進入宗教場地以製作網上直播或錄播崇拜，本堂
只會直播主日上午11時舉行之崇拜，週六黃昏崇拜直播將暫停。

（三）辦事處照常運作。弟兄姊妹如因事（包括奉獻）需到辦事處，請
先與同工聯絡，以作安排。

（四）日後本堂若能重新開放，按《預防及控制疾病（規定及指示）（業
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 章）最新的修訂，任何人士進入宗
教場所均必須使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和符合「疫苗通行
證」的相關要求。我們盼望與未能接種疫苗而暫時未能回到禮拜
堂的弟兄姊妹透過不同方式保持聯繫，互相關心。若有任何需要，
請隨時與同工聯絡。

上述各項安排將持續生效，直至另行通告為止。兄姊若對以上安排有任
何疑問，請聯絡辦事處 (2394-1412)。

【教會奉獻安排】
「少種的少收、多種的多收．這話是真的。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
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上帝所喜愛的。」

哥林多後書 9章 6-7 節

由於現時疫情嚴峻，教會暫停實體崇拜，為鼓勵弟兄姊妹能持續作金錢
奉獻的操練，除可將奉獻納入奉獻封，待回堂時投入奉獻箱外，亦可透
過以下兩個途徑奉獻：

1. 如以支票奉獻，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MONGKOK CHURCH)，另請在支票背面，寫上奉獻者
芳名，奉獻類別和金額（只限傳道捐、感恩捐及花刊捐）郵寄或交予
本堂（地址：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 5 樓）。

2. 可轉帳存入教會戶口（名稱：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MONGKOK CHURCH)

 滙豐銀行戶口號碼：(004-001-5-273204)( 戶口名稱：TTOTCOCICMCH*I)

堂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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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展銀行戶口號碼：(016-452-528018386)
 請將入數紙擷圖，連同奉獻者芳名，奉獻金額和類別 ( 只限傳道

捐、感恩捐及花刊捐 )，傳真（2787 3438）或電郵（mkc@hkcccc.
org）。

【復活節獻花紀念去世親友】
復活節將臨，為便於兄姊紀念已返天家的親友，以彰顯慎終追遠，天上
地下聖徒相通，情誼永存，凡擬於復活節主日紀念去世親友者，請將獻
金納入復活節紀念親友奉獻封，於 4 月 10 日 ( 本主日 ) 前寄 / 交回辦
公室，或參考【教會奉獻安排】作奉獻，以便將姓名集於 4 月 17 日刊
登周刊，藉以追思紀念。

【「一杯涼水」計劃】
面對當下的逆境及疫情，不少人均面對不同程度的困難和挑戰。本堂教
牧同工除樂意聆聽及關心大家身心靈的需要外，教會亦本著聖經的教
導，通過成立「一杯涼水」計劃，與本堂有緊急經濟需要的基本教友，
藉分享「一杯涼水」，表達主內的關心和服事。有需要之兄姊可直接與
教牧同工或執事聯絡。

另若大家希望藉此計劃與有緊急經濟需要之弟兄姊妹作愛心的分享，亦
可將「愛心奉獻」納入奉獻封或信封內 ( 封上請註：「一杯涼水」) 交
回或寄回即可。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作在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 
就是作在我身上了。」(太 25：40)

【2022 年區會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崇拜】
因受疫情影響及限聚令的限制，本年度區會「基督設立聖餐日聯合聖餐
崇拜」定於 4月 14 日 ( 星期四 )晚上 7時半以網上錄播方式舉行，
主題為「在新逆轉下，『新約』與『新命令』的反思」，
由許開明牧師擔任宣道。

播放網址為 https://sl.hkcccc.org/maundythursday2022

【花刊捐】
黎少芳紀念郭六嫂、黎金水



- 8 - - 9 -

【代禱事項】
世界：
1. 全球疫情仍然嚴峻，求主憐憫並看顧世人，保守各地政府和醫療系

統能作出合宜的應對，特別看顧貧窮與缺少資源的國家。願主格外
施恩予一班在疫情反覆和壓力下仍然謹守崗位的醫護人員，保守他
們的健康和平安。

2. 俄烏戰事持續超過一個月，仍未有停戰安排，雙方都傷亡嚴重。求
主止息暴力，賜下平安與醫治，賜智慧給各國領袖解決困難。

香港：
1. 感恩本港疫情已有慢慢紓緩的趨勢，求主保守市民健康，避免疫情

反彈；又求主醫治確診者，讓藥物發揮作用，減少重症患者和死亡率。
2. 記念年長獨居、住安老院舍或留醫者，也為失去至親或身心靈軟弱

的人禱告。記念因疫情致工作、情緒、家人關係受影響的人，求主
看顧保守。

教會：
1. 請記念教會聘請同工的需要，求主預備合適的人選加入事奉團隊，

讓各項事工得以繼續發展，肢體生命得以被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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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二年四月份奉獻芳名】
(2022 年 4 月 3 日截數 )

姓      名 傳道捐 感恩捐 花刊捐 建設捐 差傳專款 植堂捐 啟愛福音事工 生命互補事工 一杯涼水

A 歐潘麗萍  200.00  300.00 

歐陽家翹  10.00  10.00  10.00 

歐美恩  2,000.00 

歐詠恩  2,000.00 

C 陳振強  100.00  100.00 

陳文丕  200.00  200.00  100.00  100.00 

陳鳳英  200.00 

陳應城  5,000.00  500.00 

陳岑國欣  5,000.00  500.00 

岑陳清蓮  500.00 

張志全  1,000.00 

張余靖敏  100.00 

張榮耀  2,000.00  500.00  300.00  500.00 

周卓榮 ,胡美紅  5,000.00  3,000.00 

徐希琳  1,000.00 

徐　珺  100.00  100.00 

周佩霞  600.00  600.00 

程鄧淑芬  300.00 

陳明德  500.00  200.00 100.00  200.00 

陳李玉芳  500.00  200.00 100.00  200.00 

陳興安  3,000.00 

陳金祥  50.00 

陳吳麗貞  50.00 

陳兆強  50.00 

鍾志榮夫婦  1,000.00  1,000.00 

張潤添  86.00  12.00  12.00 

C135  2,000.00 

徐少芬  800.00  200.00 

C150  3,000.00 

C151  21,400.00 

陳志堅 ,龐婉貞  10,000.00 

陳潔儀  400.00 

C160  50.00  50.00 

F 傅海連  200.00 

馮天聰  2,000.00 

霍麗好  1,000.00  500.00  300.00 

H 何韻瑩  500.00  500.00  500.00  300.00  300.00 

洪新傑  1,000.00 

L 李凱潔  2,200.00 

李黃瑞意  500.00 

梁慧茵  500.00  500.00 

梁蘊棠 ,李藹慈  3,000.00 

劉溫達嘉  500.00 

羅裕琛 ,袁潤芬  500.00  500.00 

羅裕華 ,陳慧蘭  1,000.00  1,000.00 

賴玉芬  200.00  200.00 

林國強  700.00 

林張愛蓮  300.00 

黎偉業  3,000.00  3,500.00  3,500.00  2,000.00 

黎余詠璋  1,000.00  1,000.00  1,000.00 

羅陳慧中  100.00 

羅澤棠  100.00 

賴鳳霞  1,300.00  500.00 

賴陳福英  300.00 

賴玉蘭  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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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94  4,000.00 

劉少冰  400.00  200.00  140.00  160.00 

劉燕華  1,500.00  600.00 300.00 

李　意  500.00  100.00 

梁振初  2,000.00 

林斯蕾  200.00 
李輝明 ,
李胡美倩

 500.00  300.00 

劉王美玲  500.00 

林麗清  100.00 

陸鎮威  10,000.00 

林黃璇苑  2,500.00  1,000.00  10,000.00  1,000.00 

梁彥信  100.00 

李黃徐順  1,000.00 

呂志培  1,000.00  200.00  500.00 

李陳玉霞  500.00  500.00 

廖芍瑩  50.00 

羅文標  1,500.00 

羅薛詠珊  500.00 

羅文輝  500.00 

呂維國  3,000.00 

呂張佩姍  5,000.00  5,000.00 

M 馬杰志 ,鄭佩雯  2,000.00  2,000.00 

梅浩洲 ,謝丕慈  5,000.00  5,000.00  20,000.00 

麥　耀  400.00  200.00 

麥簡錦紹  400.00  200.00 

N 吳吳鳳霞  2,000.00 

鄭秀雲 ,吳麗芳  2,700.00  300.00 

吳何蕙嫦  3,000.00  3,000.00 

吳金娥  1,500.00  400.00  500.00 

P 彭智欣  500.00 

潘仲華  6,500.00  6,500.00 

潘國輝 ,麥慕淳  500.00  500.00 

彭　娣  600.00 

S 蘇佩儀  100.00 

T 譚余玉瑤  600.00 

譚潔雲  600.00  70.00 

譚顯富  600.00 

曾筱玲  100.00 

陳詠敏  400.00 

曾心泉  100.00 

曾　洪  300.00  300.00 

曾李妙桃  300.00  300.00 

曾培靈  1,000.00  1,000.00  500.00 

唐霈鈴  300.00 

唐蘇惠儀  200.00 

謝信生  1,800.00  800.00  100.00 

鄧偉材  3,000.00 

鄧煒鵬  2,000.00 

鄧吳婉兒  500.00  1,000.00 

譚雅文  1,000.00 

唐立基 ,甘麗斯  4,000.00 

譚玉珍  1,500.00  2,000.00 

竇小華  1,000.00 

W 黃嘉恩  3,000.00  3,000.00 

黃慶康 ,譚奕雯  6,000.00  1,000.00 

黃朱曼喬  300.00 

黃勤達  500.00 

黃馮貺意  400.00 

王安妮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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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德祥  500.00  200.00 

黃芳人  7,600.00 

黃美華  600.00  300.00  100.00 

Y 甄智達 ,蘇婉瓊  1,500.00 

余宗嶽 ,袁汝文  1,000.00  2,000.00 

容美霞  1,000.00  1,000.00 

Z 江寶珠  3,000.00  3,000.00 

黃護明 ,麥蕙蘭  1,000.00  1,000.00 

楊慧莊  300.00 

黎少芳  300.00  300.00 

李偉傑  1,000.00 

許敬略  5,000.00  5,000.00 

合        計 133,536.00 105,642.00  412.00  3,650.00  760.00 500.00  610.00  33,100.00 31,500.00 

【註：由於本堂之「生命互補事工」已於 2020 年底正式獲政府批准成為非政府組織 (NGO)，獨
立於望覺堂，因此教會將按季將兄姊對該事工之奉獻轉撥給新成立之「生命互補教育基金」。】

 如有錯漏‧敬請示知 

教友每月奉獻請儘量採用支票，抬頭請寫「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或「The Church Of Christ In China Mongkok Churc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