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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與我團契！？ 

 
早前，與母親同住的工人姐姐，因著假期回印尼探親，為免母親獨自一人，家中兄弟
姊妹們彼此安排，輪流陪伴她。不管是陪伴老人家在家中睡一晚又好，又或陪伴食餐
晚飯也好，總之，出動了所有兄弟姊妹、姐夫阿嫂，以至外甥姪仔，都是盡量的不讓
母親大人無人看顧。我這能力有限的不孝子，得到各人關照，在工人姐姐放假期間，
只需陪母親食一頓晚飯。在飯店與母親團契時，我問：「媽！今年幾多歲了？」，「八
十三喇！」說也奇怪，看著年邁母親，望著滿臉皺紋的她，我竟然想起父親來。 
 
父親八年多前離我們返回天家，作為兒子的我總是覺得，父親在世時，自己未盡孝道。
大家知道，中國人十分強調孝道，而且，我輩孔姓的人，又常與（無奈地）儒家拉上
關係，說，承襲了孔孟之道。孔孟的禮，使得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建立在禮儀上的互動。
「《論語》、為政第二：『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
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基督信仰在孝道倫理上，強調的是先敬拜上主，後服事親人的孝道觀念，事奉的對象
包括地上的父母及天父上帝。從聖經十誡的排列優先順序上可以得知，基督教的倫理
是先建立神與人的垂直關係，再建立人與人的橫向關係，其目的在於榮耀上主。因此
倫理的道德基礎與目的都是來自於神。先認識神，領受了基督的救贖，與神有了和好
的關係，藉著聖靈的引領與所賜的能力，才能具體實踐愛人如己的人際關係。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就著亞洲傳統社會中，「是否有神學上的根據來支持基督
教的敬祖」發表看法。他認為從哥林多前書七章十四節，可以將成聖擴展至祖先；他
引羅馬書十四章九節說明和詮釋基督敗壞了死亡，因此「基督的團契不僅是生者的團
契，也是死者的團契。它不僅是『兄弟和姊妹』的團契，也是母與女、父與子的團契，
也是母與子、父與女的團契。」縱使在死亡中，基督仍然的臨在。莫特曼也以彼得前
書三章十八至二十二節及四章六節及使徒信經，顯明死亡無法限制基督的拯救。1 
 
我們不必完全認同莫特曼的說法，但無可否認，基督信仰要進入中國文化，或說文化
福音化，必然會帶來神學詮釋的爭議。2但在這轉化中，問題在於我們如何突破其中
隱藏的框架，要完成這些轉化，需要我們自我的約束，以愛彼此謙虛聆聽別人意見。
讓我們肯定，對人而言不能做甚麼，但對復活的基督而言，祂也曾在陰間在死者的那
邊（使徒信經：降在陰間）。因著愛，基督的復活超越生和死的限制、超越敬祖祭祖
的爭議。「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林前 13：13） 
 

孔啟源先生 

                                                 
1 莫特曼（Jürgen Moltmann），〈敬祖與復活盼望〉，《莫特曼論中國文化》，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

年，頁 67-84。 
2 有興趣了解更多，可參：利查．尼布爾（H. Richard Niebuhr）。《基督與文化》。台灣：台灣教會公

報社。1967 再版。 



 

 

二零一六年七月二十四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138 篇 1-2, 8a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要一心稱謝你，在諸神面前歌頌你。 

應：我要向你的聖殿下拜，我要因你的慈愛和信實頌揚你的名； 

  因你使你的名和你的言語顯為大，超乎一切。 

合：耶和華必成全他在我身上的旨意；耶和華啊，你的慈愛永遠長存！ 

3. 讚美 ..............................讚美我主君王 (生命聖詩 42 首) ........................... 眾  立 

1) 我靈，讚美天上君王，主前俯伏獻我心，既蒙赦免，醫治，拯救， 

當永遠歌唱頌揚，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高聲讚美永生王。 

2) 讚美上主慈愛深恩，憐憫列祖解苦困，讚美上主，永不改變， 

不斷容忍常施恩，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頌主信實大慈仁。 

3) 主如慈父憐恤眷顧，知我輭弱無能力，主以慈手温柔護佑， 

救我脱離眾仇敵，哈利路亞！哈利路亞！頌主恩廣大無比。 (間奏) 

4) 天上天使同心敬拜，時常瞻仰主榮面，太陽，月亮，宇宙萬物， 

一同伏拜主面前，哈利路亞！哈利路亞！我們同頌主恩典。 

4. 祈禱 ................................................................................................................. 眾  立 

5. 歌頌 ...............................求聖靈充滿 (生命聖詩 161 首) ............................ 眾  坐 

6. 獻詩 ...........................變變變變新 (香港萬國兒童佈道團) ........................ 聖 經 班 

7. 誦讀經文 .............................. 創世記 18 章 20-33 節 .................................... 眾  坐 

歌羅西書 2 章 6-15 節 

8. 奉獻 ................................. 惟信靠主 (生命聖詩 278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使徒行傳 2 章 32-4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藍田堂 30 而立的傳承教會 ................................ 眾  坐 

11. 回應 .............................向萬邦傳福音 (生命聖詩 261 首) .......................... 眾  立 

1) 我們有一故事傳給萬邦，使人心回轉免淪亡， 

是真理與慈愛故事，講述平安與真光，講述平安與真光。 ** 

2) 我們有一詩歌唱給萬邦，要使人心向主歸降， 

這詩歌能勝過罪惡，能粉碎利劍矛槍，能粉碎利劍矛槍。 ** 

3) 我們有一信息傳給萬邦，主在高天掌權作王， 

差遣愛子救贖我們，顯明神慈愛無量，顯明神慈愛無量。 ** (間奏) 

4) 我們有一救主傳給萬邦，祂曾經歷痛苦悽愴， 

願全世界一切人民，皆來向真理歸降，皆來向真理歸降。 ** 

** 因黑夜必要轉為晨光，到午正更照耀輝煌， 

基督國度必降臨地上，全地充滿愛與光。 



 

 

 

 
12. 家事、代禱 ..................................................................................................... 眾  坐 

1) 歡迎初次蒞臨本堂之新朋友，散會後請移步往「咖啡閣(110 室)」，傳道人

或招待員會介紹教會概況，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堂聚會。 

2) 感謝基督教會恆道堂朱美儀姑娘蒞臨本堂證道！ 

3) 鶴山短宣體驗籌備會議今天下午二時十五分於 105 室舉行，請各參加者

出席。 

4) 成人暑期活動將於 7 月 31 日至 9 月 4 日期間舉行，內容詳情請參閱宣傳

單張，歡迎弟兄姊妹報名參加。 

5) 家庭團契將於 21/8 下午 2 時至 4 時舉行專題講座暨迎新會，講題為「讓

家長成為孩子的屬靈師傅」。歡迎有興趣的肢體報名，更鼓勵未入家庭團

契的夫婦按子女所屬的年齡加入合適之組別。另推介《兒童事工大醒覺》

一書，需要訂購者請在報名表上作示意。 

6) 感謝神暑期聖經班順利完成，多謝義工和教師們幫忙及忠心事奉，求主讓

所有學生能繼續返教會學習真理。 

7) 執事會於 7 月 13 日接納羅佩華姊妹申請轉入本堂為會友。 

13.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 眾  立 

14. 殿樂 ................ St. Peter No. 5 from Forty Hymn Tune Preludes .............. 眾  坐 

L. S. Lang (1891-1971)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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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一   星期六   主日 

        主日崇拜(早堂) 09:00 am-10:15 am  

星期二   福蔭團契 2:00 pm-4:00 pm (逢第二週)   主日崇拜(午堂) 11:30 am-12:45 pm  

以諾長者團契 2:30 pm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祈禱查經班 
7:30 pm-9:00 pm 

(逢星期二晚上) 
  
  

  兒童主日學(午堂) 11:30 am-12:45 pm  
成人詩班 5:00 pm 

星期四   大衛團 8:00 pm   中學級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馬利亞婦女團 9:30 am   約珥團  8:00 pm   成人主日學 10:30 am-11:15 am  

星期五   約書亞團(青年) 8:00 pm   兒童詩班 10:30 am-11:15 am  

以斯帖婦女團 7:15 pm (逢第二及第四週)   提摩太團(青成年) 8:00 pm   以利沙團(中學生) 12:00 pm-1:00 pm  

尼希米團 7:30 pm 

  雅 各 團(青成年) 8:00 pm   家庭團契 
2:00 pm-4:00 pm 

(約一季一次) 男士組 8:00 pm (逢第一及第三週) 

 

***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連思樺姊妹 區惠娟姊妹 連思樺姊妹 黃翰濤弟兄 李芷珊姊妹 鄧民亮執事 李芷珊姊妹 鄧民亮執事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潘裕圖弟兄 朱天諾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瑞萍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瑞萍姊妹

招待: 李燕怡姊妹 梁銘章弟兄 鄒小敏姊妹 王偉樂弟兄 何玉燕姊妹 林燕芬姊妹 黃盛霞姊妹 黎美滿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朱麗程姊妹 羅志威弟兄 黃曉媚姊妹 陳惠霞姊妹 李雪葵姊妹 方子仁弟兄 莫綺湘姊妹

當值: 曾偉珩弟兄 戴志遠弟兄 馬志國弟兄 招楚筠姊妹 孔憲榮弟兄 楊鎧禎姊妹 林禮標執事 李德恩弟兄

影音: 郭浩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李建業弟兄 鄭穎心姊妹 陳貽添執事 周　溢弟兄 林殷宏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張漢榮執事 鄧民亮執事 麥穎珊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丘嘉敏姊妹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林二妹姊妹 葉蔓菲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鍾慧嵐姊妹 毛家寧姊妹 方早晞姊妹 毛家寧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黃浩恩弟兄 區惠娟姊妹 黃浩恩弟兄 林溢敏姊妹

温柔: 黃麗堅姊妹 吳綺薇姊妹 何慧玲姊妹 黃麗堅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斯南姑娘 蕭桂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黃斯南姑娘 蕭桂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何艷愛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暫　停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一主日（綠）(7月31日)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主日（綠）(7月24日) 

常費 : 丘嘉敏姊妹 4000 主知名1460 300 主知名G773 4500 主知名H799 1000 主知名I896 5000

主知名I926 500 主知名J107 1000 主知名J199 500 主知名J213 10000 主知名J214 2000

主知名J352 2000 林湛基弟兄 3000 林雲坤弟兄 1000 陳志煌夫婦 30000 陳妹姊妹 300

陳章浩弟兄 1000 陳醮英姊妹 350 黃盛霞姊妹 1200 雷偉勝夫婦 4500 雷瑞玉姊妹 1800

蔡加德夫婦 1500 鄭愛勤姊妹 1000 謝月芬姊妹 500 羅志威家庭 1000

慈惠 : 主知名J223 800

感恩 : 主知名H799 1000 主知名J191 1000 主知名J199 500 主知名J217 2000 吳玉嬋姊妹 200

周勤國弟兄 300 陳妹姊妹 100 劉匡姊妹 200 羅淡吟姊妹 300

發展 : 主知名I896 5000

差傳 : Chiu Wai Yi 3000 徐敏慧姊妹 200

神學生 : 主知名H799 1000

其他 : 主知名H799 3000

本月奉獻累積: $520,396  (包括發展及購堂: $52,400; 影音: $16,000)

每月奉獻目標: $48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07,392

本週獻花: 黃德祺夫婦

************************************************  奉獻芳名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