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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用愛心說誠實話，各方面向著基督長進，連於元首基督，靠著他全身
都連接得緊湊，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使身體漸漸增
長，在愛中建立自己。以弗所書 4：15-16

- 本主日事奉人員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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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就開口說：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
原來各國中，那敬畏主行義的人，都為主所悅納。
上帝藉著耶穌基督（祂是萬有的主）傳和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
人。
這話在約翰宣傳洗禮以後，從加利利起，傳遍了猶太。
上帝怎樣以聖靈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穌，這都是你們知道的。祂周流
四方行善事，醫好凡被魔鬼壓制的人，因為上帝與祂同在。
祂在猶太人之地，並耶路撒冷，所行的一切事，有我們作見證．他們竟
把祂掛在木頭上殺了。
第三日上帝叫祂復活，顯現出來，不是顯現給眾人看，乃是顯現給上帝
預先所揀選為祂作見證的人看，就是我們這些在祂從死裡復活以後，和
祂同喫同喝的人。
祂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祂是上帝所立定的，要作審判活人死人的
主。
眾先知也為他作見證，說：凡信祂的人，必因祂的名，得蒙赦罪。

讀經(路加福音24章1-12節)
1 七日的頭一日，黎明的時候，那些婦女帶著所預備的香料，來到墳墓前。2 看見
石頭已經從墳墓滾開了．3 他們就進去，只是不見主耶穌的身體。4 正在猜疑之
間，忽然有兩個人站在旁邊．衣服放光。5 婦女們驚怕，將臉伏地．那兩個人就對
他們說，為甚麼在死人中找活人呢。6 他不在這裡，已經復活了．當記念他還在加
利利的時候，怎樣告訴你們，7 說，人子必須被交在罪人手裡，釘在十字架上，第
三日復活。8 他們就想起耶穌的話來，9 便從墳墓那裡回去，把這一切事告訴十一
個使徒和其餘的人。10 那告訴使徒的，就是抹大拉的馬利亞，和約亞拿，並雅各
的母親馬利亞，還有與他們在一處的婦女。11 他們這些話，使徒以為是胡言，就
不相信。12 彼得起來，跑到墳墓前，低頭往裡看，見細麻布獨在一處，就回去了，
心裡希奇所成的事。
講道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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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報告
1.

今天是復活節主日，慶祝主基督耶穌勝過死亡復活，完成上帝的救贖恩典，
賜我們永生。我們依靠祂，與上帝建立永恆的關係。願大家彼此祝賀歡騰。

2.

致謝：本主日荷蒙黃俊傑傳道宣講主道，本堂謹致謝忱。

3.

疫情持續，為配合新疫情措施，教會於主日崇拜及各項實體事工將配合安排
如下：
（ａ） 2 月 24 日至 4 月 20 日期間，教會暫停開放，主日崇拜的實體參與
暫停，只進行網上直播，請弟兄姊妹參與網上崇拜直播。
（ｂ）教會舉行之實體活動將暫停，可以改為於網上進行，請各位留意。
（ｃ）同工將安排分流在家工作，如需協助，請直接聯絡洪宣及幹事。

4.

依據政府於 4 月 14 日宣佈，宗教場所於 4 月 21 日起，恢復開放，而參與
聚會人數規限不能超過容納人數五成。下週 4 月 24 日之主日崇拜將恢復實
體及直播形式同步進行，但鑑於學校禮堂用作文憑試應考場地，當天的聚會
位置於學校５樓多媒體活動室進行，請回來參與當天崇拜之教友，先與同工
登記，以便人數上作出安排。所有進入學校參與崇拜及各項活動之教友，需
要先掃瞄基元中學之安心出行二維碼，然後在進入崇拜或活動場地時，掃瞄
基元堂之安心出行二維碼。進入學校場地必須配戴口罩，如出現發燒及檢測
為陽性者，請留在家中參與視頻形式之活動。溫馨提示，鑑於疫情現況仍未
完全穩定，若政府於稍後對疫情安排作出修訂，本堂將於一家人群組中，另
行通知最新的安排。

5.

今天主日崇拜完畢後，繼續舉行「虛擬禮堂」視頻活動。讓基元堂弟兄姊
妹透過這活動的平台，彼此輕鬆交流傾談，保持連繫，互相守望祈禱。平
台將設立不同的獨立傾談區，讓大家自由組合，歡迎全堂參與。進入此平
台請鍵入下列之連結：
https://eduhk.zoom.us/j/2604147362?pwd=YkFyTlF0czBNRWtUYUlsS1hzY3E3Zz09

6.

社區持續疫情爆發，受感染確診的情況持續增多，確診者或其家人在病情下
影響生活的安排。本堂祈望為有需要者提供防疫物品或需用品上的協助，彼
此關愛，相顧支援。有需要者請進入下列之連結，填寫表格內容，以便安排
跟進。https://forms.gle/tktiE8kR4GjwtFhs7

7.

疫情下各行各業大受影響，弟兄姊妹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及在抗疫疲勞下身
心疲累；本堂願為各肢體在身心靈上守望。邀請各位，將你的代禱事項寫下，
讓本堂為你守望，也將你的祈求與主內弟兄姊妹分享，大家彼此同心，代禱
相連。請進入下列之連結，將祈禱的事情寫上，讓我們與你在禱告中同行。
https://padlet.com/keiyuenchurch/Bookmarks

8.

本堂主日崇拜繼續以網絡直播形式進行，歡迎各位堂友將網絡連結分享給
親朋。弟兄姊妹支持本堂福音事工發展，請將奉獻存入匯豐銀行戶口：636319717-001「中華基督教會元朗堂有限公司」；將入數紙傳給本堂司庫蘇
冠豪堂委（Whatsapp 號：62036118）
；請寫上姓名，以便發出收據。

9.

4 月 10 日出席主日崇拜直播人數 21 人。

代禱事項
1. 今天是感恩同歡，慶祝主基督耶穌復活的日子，我們彼此祝賀歡騰。
2. 求主幫助我們，在生活上作出調整，特意抽出時間空間，默想基督復活的力
量如何在我們身上彰顯。讓我們依靠祢過得力的人生，勇敢面對前方的困境，
逾越人生的困難，充滿信仰的生命力實踐在生活中。
3. 繼續為疫情下受感染者及受影響生活的人守望，求主幫助受感染者得合適醫
治可以完成康復；求主幫助受疫情影響生活的人，得適切的援助。求主加添
我們信心與勇氣，敏銳鄰舍的需要，關顧各人，幫助有需要者，也為他們的
靈性生命守望祈求。
4. 繼續為烏克蘭地區的人民守望，他們的生活陷在壓迫與戰亂中；求主引領各
方領袖以和平方式協調，盡快停止入侵及擾亂，讓全地得平安。求主為當地
人民的靈性守望，在大患難中對主的信心堅定，願主的靈在他們當中堅固他
們，安慰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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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期的五十天(Easter Season)

簡介

復活節期(Easter Season)由復活節主日的黃昏起計算，直到第五十天聖靈降臨主日，稱為「五
十天的大日子」
（the Great Fifty Days）
，共七個主日。這是教會節期中，充滿歡樂的節期，
教會傳統以白色或金色佈置聖壇或作為節期代表的顏色。
使徒時代的教會，並沒有今天慶祝的復活節，因為信主的猶太人是守逾越節。信基督的群體在
這時期守逾越節，也同時記念主的受死和復活，因為他們認為耶穌是在逾越節被釘死。古代信
基督的群體，稱這段節日為「逾越 Pasch」節期，Pasch 這個字引申自希伯來文 pesah；這字
包含「釋放 deliverance」及「逾越、跨越、通過 passover」之意。後來，基督教會為要與猶
太人劃清界線，設立主日，就是今天我們每週的主日，並在公元三百二十五年的尼西亞大會中，
規定復活節在春分後首次月圓之後的第一個主日，記念基督耶穌的復活。
第一個逾越節讓以色列整個民族從被奴役及受壓制裡，〝逾越〞到有尊嚴及身份的民族，成為
上帝的子民。新的逾越節期，基督耶穌道成肉身並且受死復活，〝逾越〞了死亡，成就上帝的
救贖計畫，信靠祂的人因此而得永生，過得勝的生活，教會也因祂的〝逾越〞而誕生。
宗教改革時期，教會領袖馬丁路德受到羅馬教廷追捕，過着多年來逃亡的生活，他感到身心疲
累，甚至失去起初的信心。他的妻子是一位對基督充滿信心，也很有智慧的女仕。她看到丈夫
灰心失意，為了激勵他的鬥志，她決定披上麻衣，站在他面前哭泣。馬丁路德立時大吃一驚，
問她是誰死了？他妻子说，是主耶稣死了。馬丁路德說：主耶稣雖然死了，但第三天復活了。
他妻子說：你既然知道主耶稣復活了，那你整天為何仍灰心失意？為何仍然感到困難而懼怕當
下要面對的景況？馬丁路德才恍然大悟，自此，他堅定信心，繼續改革之路。活在現今世代的
基督徒，面對生活上的困難壓迫，或是傷心失意，甚或是對世界的不公義感到無奈;我們是否
感到灰心失意，情願躺平而活？每年的復活節，並不止是記念的日子，這日子是要提醒我們，
我們是有盼望的群體，能夠依靠主過得勝人生的信眾，因為「除祂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
下人間，沒有賜下別的名，我們可以靠著得救。(路 4:12)」
。
在這節期裡，我們可以在生活上作出調整，特意抽出時間空間，默想基督復活的力量如何在我
們身上彰顯。讓我們可以〝逾越〞那些擺在我們前方的困境，
〝逾越〞沒有生命力的屬靈狀態，
〝逾越〞那種對社會感到無奈的狀態，依靠勝過死亡復活的主，將充滿生命力的信仰，實踐在
生活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