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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作者展示聖週（Holy Week）裡的人物如何面對抉擇，以及與我們

經歷相類似的感受。他探討六種權力，表明耶穌復活如何帶來一種新權力，

是會轉化我們生命中的激情。他生動地描繪圍繞著耶穌的十架和祂的復活

所發生的故事。我們會看到本丟．彼拉多和巴拉巴的軟弱，以及亞利馬太

的約瑟和尼哥德慕那種妥協的性格。我們會發現彼拉多妻子那種不易察覺

的權力，也會在彼得和抹大拉的馬利亞身上找著復活的真正權力，就是那

帶來寬恕並終結死亡的桎梏，是轉化所有人的激情。 

  在耶穌接受審訊的過程中，當時的羅馬總督（福音書譯作巡撫）本丟．彼拉多扮演著重要的角

色。身為羅馬帝國的高級官員，較一般平民百姓擁有更多的權力。但權力是一份恩賜，主要用來按

公正公義審理案件，給予人們自由。明顯地，彼拉多沒有善用這份來自上帝的恩賜，公開洗手表明

無辜，也洗脫不了他的懦弱與無能。只要他盲目地忠於羅馬政府，他便得到他想要的財富、地位和

權力。耶穌徹底推翻了世俗對地位傳統的觀念，祂說：「外邦人有君王治理他們，只是在你們中間誰

願為大，就必作你們的用人；誰願為首，就必作你們的僕人。正如人子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

要服事人。」(節錄自太 20:25-28) 耶穌不需要權力，羅馬政府是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攫取統治人民的

權力，然而祂是騎著驢，溫柔地踏著鋪上棕樹枝的路進入耶路撒冷；而不是騎著馬、帶著武器和軍

隊，以叛亂者的姿態自稱為王。因為耶穌的國度根本不屬於這個世界。祂以生命作為代價，對權力

的運用賦與全新的意義，又再一次顛覆人們對於權力的執著。 

  雖然，我們不像彼拉多位高權重，可以操控別人的生死，但在我們日常接觸的範圍裡，所擁有

的權力，往往超過我們的想像。即使平凡如一個家庭主婦，也可以運用她的權力，為家人選擇日常

飲食和生活方式、安排子女的活動、計劃全家旅行、決定添置家具、使用金錢的理念等；在工作場所

的員工也可以自己決定用那一種態度面對他的工作、同事、顧客、供應商和同業。作為管理階層，更

加有權力去影響別人、幫助別人、造福社群，還是只維護自己的利益。 

  在耶穌和彼拉多身上，我們看到兩種截然不同行使權力的方式，但願每當我們有權作出選擇和

決定的時候，少從自己的利益、地位和聲望出發，多想到別人的福祉，引導我們身處的群體走向更

美善、更健康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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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程序》 
 

主  席：陳力行  

司  琴：陳岳豐 

詩  歌：1.天開了  2.除祢以外    

  3.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  4.活出愛 

信  息：重塑健康人生(六)朋友：友共情  

講  員：黃智敏牧師 

經  文：傳道書 4:7-12 

 

彼此代禱 
 

＜肢體＞： 
 

1. 本堂教友胡文亮弟兄(床邊洗禮)已於 8/3 主懷安息，現定於 26/3(星期四)晚
上 8 時正在鑽石山殯儀館 1 樓舉行安息禮拜，並於翌日出殯。 

 

2. 本堂教友鄺仲姊妹已於 29/2 主懷安息，現定於 27/3(星期五)早上 11 時正在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舉行安息禮拜，並隨即出殯。 

 
3. 本堂教友黃有姊妹(葉美萍姊妹的母親)已於 4/3 主懷安息，現定於 17/4(星期

五)晚上 7:30 於紅磡世界殯儀館 2 樓永恩堂舉行安息禮拜，並於翌日出殯。 

 

＜事工＞： 
 

1. 鑑於疫情嚴重，將會取消以下活動： 

一. 23/3 健康廚神烹飪比賽 
二. 29/3 戶外崇拜暨運動日 

四月份祈禱峰會 
 

主題：同心為世界、這城求平安！ 

經文：「……你們要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因為那城

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安。」(耶 29:7) 

形式：4 月 1 日(星期三)晚上 8時，家中同心禱告 

✽邀請大家把代禱需要以 Whatsapp 或電郵交予區牧或教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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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節晚會 
 

主題：主耶穌的安息禮拜 

日期：4 月 10 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 7:30 - 9:00 

簡介：再思主的教導，記念主受的苦 

形式：網上進行，逾時不候，請準時參與 

每月經文(2020年 3月) 

「所以，要拿起上帝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

擋仇敵，並且成就了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以弗所書 6:13 
✽請踴躍向組長或同工背經文，並在完成後請他們為你在背經咭上簽名。 

溫馨提示： 
註 1：由於疫情下教會暫停實體崇拜，請弟兄姊妹於家中聆聽講道信息後，把奉獻

放在同一個奉獻封或信封中，待疫情緩和後，才在崇拜中投入奉獻袋中作奉

獻。 

註 2：為方便弟兄姊妹對教會作出奉獻，可選擇自行轉賬或入數教會銀行戶口內，

入數後請將收據／入數紙電郵：fin.kkchurch@gmail.com 通知教會，並請寫明

以下資料： 

你的中文姓名、奉獻金額、奉獻項目、入數日期，以便教會跟進及記錄。 

教會銀行名稱：渣打銀行（Standard Chartered Bank） 

戶口號碼：438-202-2328-4 

支票抬頭：錦江紀念禮拜堂（Kam Kong Memorial Church） 

註 3：如在入數／轉賬後沒有通知教會者，可能列作會眾不記名處理，多謝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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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各堂崇拜及聚會的最新安排及抗疫措施＞
(11/03/2020更新)  

 
有鑑現時新型冠狀病毒之疫情仍未減退，同工們在謹慎及再三考量下，為免病毒
進一步在社區擴散，本堂現更新各項抗疫措施下的聚會活動安排如下： 
 

＜崇拜及聚會安排＞： 
 
1. 各堂崇拜：未來三個星期（14-15/3、21-22/3 及 28-29/3/2020）即至 3 月底，各
堂崇拜將會暫停舉行，教會將繼續安排錄播，讓弟兄姊妹留在家中透過錄播參
與崇拜。崇拜的周刊也會透過教會網頁、Facebook 及WhatsApp 群組轉載。 

 
2. 各區小組：所有小組暫停直至另行通知，但鼓勵各小組使用不同網絡媒體軟件
如 Zoom cloud meeting, Hangout meet, Skype, WhatsApp 等進行小組開組分享及
聯繫。 

 
3. 教會祈禱會：由二月起，祈禱峰會將會暫停至另行通知，為了鼓勵弟兄姊妹安
在家中為教會及社會禱告，教會在祈禱峰會當天會透過教會網頁、Facebook 及
WhatsApp 群組中發佈祈禱峰會的內容。 

 
4. 少青區週六崇拜及小組聚會將會暫停至 20/4 止，請各少青區會眾及各家長們
留意。 

 
5. 兒童區(包括兒童主日學及兒童日光會)將會暫停至 20/4 止。請各錦江堂家長留
意。 

 
6. 本堂各區／各部的聚會、活動、會議及課程暫停舉行，直至另行通知。 

 

＜其他注意事項＞： 
 

1. 本堂同工、信徒及新來賓，如於近日個人或家人從中國內地回港，或與懷疑感
染新型肺炎的親友、鄰舍有接觸，即使沒有任何病徵，請自行留在家中隔離14
日，以觀察確認身體狀況是否良好。 
 

2. 教牧同工仍然會以不同形式或網絡渠道，作出牧養。 
 

3. 如會眾必需使用教會場地，請預早聯絡教會辦公室或各同工。並於進入學校或
教會範圍時必須佩戴口罩、以搓手液清潔雙手及量體溫。 
 

4. 會眾若有發燒症狀或感到身體不適，請盡快就醫及務必留在家中，安心休息與
敬拜主。 
 

5. 會眾或家人若有懷疑感染肺炎者，請即聯絡教牧同工，以作關顧代禱。 
 

6. 教會二樓廚房由即日起暫停借用直至另行通知。 
 

7. 教會將持續留意疫情發展，若有任何最新安排，將會盡快公佈，會眾可透過教
會網頁、Facebook 及 WhatsApp 群組知悉教會的最新聚會安排。謝謝各位關注。 

 

錦江堂同工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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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2 主日崇拜詩歌： 

詩歌： 【天開了】 

版權屬 玻璃海樂團 所有 

 

帶我進入祢同在 求帶我進入祢同在 

神是愛 神是愛 
 

天開了 榮耀降下來 浸於 主的愛海 

讓讚美 進入祢院宇內 讓敬拜 不止息 
 

天開了 榮耀降下來 

我心 只歸向主 來讓我 注目祢的國 

也全然奉上 全憑愛的揀選  

 

 

【除祢以外】 

版權屬 香港基督徒音樂事工協會（ACM） 所有 

 

除祢以外，找不到尊貴像祢； 

除祢以外，找不到更美名字。 

除祢以外，並沒有沒有別名， 

可以配受權柄，讚美以及崇敬， 

聖潔國度榮耀全屬祢。 
 

大地頌讚歡唱，讚美祢名字， 

耶穌尊貴高超過一切， 

萬族萬國高唱，讚美祢名字， 

從永遠到永遠祢超過諸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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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粵語） 

版權屬 讚美之泉音樂事工 所有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赦免你一切過犯罪孽，醫治你疾病復原。 

我的心，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的恩惠。 

祂以仁愛慈悲為你冠冕，為受屈的人伸冤。 
 

天離地有何等的高，祂的慈愛也可等的深， 

東離西有多麼的遠，祂使我的過犯也離我多遠， 

耶和華有憐憫的愛，且有豐盛無盡的恩典， 

從亙古直到永遠，耶和華祂是我的神。 

 

 

【活出愛】 

版權屬 泥土音樂 所有 

 

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 

測不透、摸不著、卻看得見。 

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 

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 

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 

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 

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