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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是否可以慶祝萬聖節? 

 
  剛過去 9 至 10 月份本港市面不論是商舖，抑或是商場和酒店室內裝橫，紛紛看到
萬聖節奇形怪狀、張牙舞爪及扮鬼扮馬的鬼怪面譜道具蹤影出沒。 唉! 又是那些商人為
了賺錢或吸引顧客到商場消費之搞作。無可否認萬聖節已是無孔不入地滲透了香港各界
文化; 尤其是商界更將萬聖節包裝成可愛有趣、開心好玩令人容易接受的商品推出市場。
或是青少年及兒童食品包裝、衣著圖案設計及玩具或多或少也滲入萬聖節鬼怪臉容元
素，甚至一些沒有宗教背景的校園也將 10 月最後星期訂為慶祝萬聖節派對，全校師生
一同穿著萬聖節有關的扮相服飾回校慶祝。此外，香港海洋公園為了每年增加入園人數，
繼續鼓吹以哈囉喂全日祭及激嚇血腥電影《恐懼鬥室》主題鬼屋做招來，與及以殭屍突
襲「殭屍森塚」、恐怖「城寨驚魂」、妖怪慶典、入夜惡靈「凶」群出沒、獨家進入慌宅
17 神秘鬼屋等驚嚇體驗﹗可見本港對於慶祝萬聖節已成為一鼓深入民心的熱潮!  
 
  可是當我們仔細了解哈囉喂(Halloween) 背景及由來時，可能大家就不用再懷疑及掙
扎基督徒為甚麼不可以慶祝萬聖節? 皆因萬聖節背後意義涉及偶像崇拜、交鬼、通靈等
祭祀活動。所以基督徒若然參與萬聖節活動及慶祝有以下兩大不良影響 :- 
 
  第一、會在意識不良及邪惡意念上被受迷惑。由於古時萬聖節活動性質已是打正旗
號以崇拜偶像和鬼魔為中心，當中活動內容用祭祀方式來安撫死亡之神、又與交鬼、接
觸靈界、與邪靈行淫、殺動物及殺人事件有關; 因此作為一位信耶穌成熟的基督徒不可
以借參與萬聖節活動來犯舊約聖經 (出 20:1-5, 13-14&17) 十誡的罪 : 「除了神之外不可
有別神。不可跪拜和事奉偶像，因為耶和華你們的神是忌邪的神。」「不可殺人。」「不
可姦淫。」「不可貪戀別人的財物和東西。」這都是神提醒我們不可以犯上的罪行。假如
基督徒參與其中，就會容易在未信的人面前失去好見證。令未信主的朋友會疑惑你究竟
信神還是信鬼呢? 還有小孩子係節日之中，逐家拍門問人取糖果吃，又講出威脅說話﹕
「請吃糖，不然就搗亂」這都是帶有威嚇人的玩意及作弄別人的遊戲。這會助長社會建
立一種恐嚇人及貪愛別人東西的負面壞風氣，令小朋友有樣學樣變成一位愛欺負人的
人。 
 
  其次，會減低我們對正邪、美醜、善惡上的戒心及分辨能力。因為許多參與萬聖節
活動的人心態只是玩玩化裝遊戲，既然不是交鬼，為何不能參加呢？ 可是參與扮鬼化
裝的活動豈不是已幫助宣傳其中意念嗎？歡慶者以一些朽曲容貌，血淋淋、青面獠牙的
鬼相為樂、競相以越恐怖越威水為追逐目標，在不知不覺中美化了這些醜惡的形象，認
為是可接受的，也甚至以為鬼魔是英雄，是好玩的對象，因而失去了對邪惡勢力應有的
戒心。 
 
  因此奉勸各位家長小心提醒子女不能參加萬聖節一切慶祝並加以教導; 正如聖經
(利未記 19:31)「不可偏向那些交鬼的和行巫術的，不可求問他們，以致被他們玷污。我
是耶和華---你們的神。」及 (林後 11:14)「……因為連撒但也裝作光明天使。」以歡慶戲
玩粉飾自己，當人失去對牠的戒備時，便可掠奪人心。 
 

朱美儀姑娘 



 

 

二零一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廿三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70 篇 1-2, 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神啊，求你快快搭救我！耶和華啊，求你速速幫助我！ 

應：願那些尋索我命的，抱愧蒙羞；願那些喜悦我遭害的，退後受辱。 

合：願所有尋求你的，因你歡喜快樂； 

  願那些喜愛你救恩的，常説：「當尊神為大！」 

3. 讚美 .................................. 堅固保障 (生命聖詩 50 首) ............................... 眾  立 

1) 上主是我堅固堡壘，永不動搖之保障；上主是我隨時幫助， 

使我脱危難恐慌；歷代仇敵撒但，仍欲興波作浪， 

牠奸狡又勢強，殘忍毒辣非常，無比兇惡真難防。 

2) 我們若靠自己力量，雖然奮力必失敗；有大能者在我一方， 

祂是上主所選派；若你問祂是誰？基督耶穌元帥， 

又稱全能主宰，世世代代不改，祂至終勝利奏凱。 

3) 縱全世界充滿鬼魔，恐嚇要將我毀滅，我們不怕，因有神旨， 

靠主真理必告捷；幽暗之君雖猛，我們也不心驚， 

狂暴我們能忍，因他永刑已定，主言一出即倒傾。 (間奏) 

4) 主言權能無邊無量，遠勝世上眾君王，我們領受聖靈恩典， 

因主時常在我旁。親戚貨財可捨，渺小浮生可喪， 

身體縱被殺害，真理依然興旺，上主國度永久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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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神的保護 (生命聖詩 46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馬太福音 25 章 1-13 節 ................................... 眾  坐 

帖撒羅尼迦前書 4 章 13-18 節 

7. 獻詩 ...............................迦勒看見主 (生命聖詩 363 首) ............................ 詩  班 

8. 奉獻 ....................................... 詩格庫彌頌曲—行板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37 章 18-22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勇敢表達 ............................................... 眾  坐 

11. 回應 ........................ 永恆之君，求前導 (生命聖詩 379 首) ...................... 眾  立 

1) 永恆之君，求前導，出發時期已到，從此靠主常得勝，我家就是軍營； 

長期受訓練教養，主恩使我堅強，今朝永恆的君王，請聽戰歌高唱。 

2) 永恆之君，求前導，直到血戰完成，聖善心懷低聲誦：“阿們”甘美和平， 

非藉刀劍的交鋒，非藉戰鼓聲隆，乃藉遵行主大愛，天國才能到來。 

(間奏) 

3) 永恆之君，求前導，我眾毫無憂驚，何處主聖容顯現，歡樂就如黎明， 

輝煌十架高高擧，光照我們旅程，華冠等待得勝者，懇求真神引領。 



 

 

 

 
12. 公禱、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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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9 日會友大會通過當選執事為陳可媚、楊穎君、陳貽添、王偉樂，

並下年度聘用「信茂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堂核數師。 

3) 教會元旦大旅行已開始接受報名，有關詳情請參閱海報。 

4) 執事會於 11 月 15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新舊執事依時出席，並求

主賜智慧商討聖工。 

5) 以諾團於 11 月 21 日(二)下午二時於副堂舉行長者健康講座，題目為「認

識糖尿病」。歡迎有興趣肢體依時赴會。 

6) 教會周年神學講座於 11 月 25 日(六)晚上 8:00 舉行，題目為「借回來的經

文？」，誠邀弟兄姊妹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7) 「香港福音盛會 2017」佈道大會於 11 月 30 日至 12 月 2 日一連四場假香

港大球場舉行，請肢體守望禱告，求神使用聚會祝福未信主的港人。如已

邀約親友參加的肢體，可向教會索取門票。 

8) 聖誕感恩分享會定於本年 12 月 24 日下午二時至四時正舉行，邀請肢體

以個人或家庭名義報名。分享內容：見證、獻唱、音樂呈獻等。詳情請參

閱海報。 

9) 本年度第二次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者請

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10) 2018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歡迎肢體認獻。奉獻金額為$300 或

以上。 

11) 麥志成牧師於 11 月 17 日至 18 日到鶴山教會事奉。 

12) 孔先生於 11 月 16 日至 11 月 24 日放假。 

13) 公禱：為弟兄姊妹在世界的見證、為弟兄姊妹明年參與教會的讀經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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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新歌歡頌讚主名 (普天頌讚詩 96b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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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鄭佑生牧師 鄭佑生牧師

主席: 林禮標執事 林禮標執事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柯綽瑤姊妹 林湛基弟兄 柯綽瑤姊妹 朱麗麗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張金生弟兄

司琴: 周　悠姊妹 林瑞萍姊妹 周　悠姊妹 林瑞萍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潘裕圖弟兄 鄺淑芬姊妹

招待: 何艷愛姊妹 鄭倩雲姊妹 温寶儀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笑寶姊妹 楊美美姊妹 林碧蓮姊妹 方子仁弟兄

司事: 鄭穎儀姊妹 黎蓮妹姊妹 何美蘭姊妹 雷瑞玉姊妹 李德恩弟兄 蔡月媚姊妹 呂進雄弟兄 莫雪貞姊妹

當值: 王炳生弟兄 余國培弟兄 鄧民亮弟兄 張金生弟兄 鍾偉貞姊妹 朱麗程姊妹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黃永賢弟兄 李育如姊妹 陳國榮弟兄 藍天晴姊妹 葉蔓菲姊妹 周　溢弟兄 劉焯凡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雷偉勝執事 林殷宏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潘燕玲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馬智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梁銘章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梁頌康弟兄 梁頌康弟兄 蔡　舒姊妹 蔡　舒姊妹

讀經: 盧穎君小朋友 何嘉熹小朋友 陳　灝小朋友 呂曦晴小朋友

司事: 譚梓泓小朋友 徐子曦小朋友 周旨亮小朋友 李嘉懿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施慧君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麥永佳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鍾偉貞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陳敬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陳玉燕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施慧君姊妹 林淑容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廿四主日（綠）(11月19日) 聖靈降臨後第廿三主日（綠）(11月12日) 

本月累積奉獻: $163,322  (包括發展及購堂: $23,300) 上週奉獻總數: $163,322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江慧芬姊妹、羅楚文姊妹

**************************************  奉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