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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為你們不住的禱告祈求……知道神的旨意……行事為人對得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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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Contemplation on "On Eagle's Wings" 《乘鷹翅膀》.................. 羅明輝弟兄

                                       (arr. Rebecca Groom te Velde) 

宣      召    Call to Worship .......................................... 讚美我恩主.............................................. 詩      班

                                                         曲、詞：方兆雄，2021

  讚美我恩主！讚美祂！哈利路亞！讚美我恩主！讚美祂！阿們！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57首 神配受崇拜.................................. 會眾立唱

開會祈禱 Invocation...................................................曹啟明傳道   胡美華傳道   明頌恩傳道  李潔珍傳道

間      奏    Interlude .........Liebster Jesu, wir sind hier, BWV 633《親愛的耶穌，我們在這裡》...... 羅明輝弟兄

                                                (Johann Sebastian Bach)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獻身心分享主愛............................. 會眾立唱

  分享主愛 (曲、詞：William J. Reynolds，版權屬Broadman Press/Genevox Music Group，張美萍譯)

1. 慈愛救主深恩大愛遠勝寰宇，遠勝遼闊無際深海洋，主愛遍滿大地，

   主賜豐富生命，只因神愛世人賜下獨生愛子。(副歌)

2. 每日存活只為傳揚主愛，生活中彰顯主同在，聖靈每日光照引導我生命路，

  只因神愛世人賜下獨生愛子。(副歌)

(副歌) 分享愛，傳揚主奇妙完美的作為，分享愛，分享你的信心，

         告訴世人耶穌基督在你生命何等寶貴，何真實。

更要盡心 (中文譯詞轉自恩頌聖歌305首，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1. 我未盡心認識恩主，和主恩典、智慧、能力，世界的事、繁複雜務充滿意念，騷擾心思；

     願得智慧，能認識祢，求賜真理，光照啟迪。 

 2. (詩班) 我未盡心敬畏恩主，未思恩主洞察萬念，未到主前謙恭俯伏，不慎言行，

             不察意念；願能憑信，蒙祢恩惠，知祢相近，深敬畏祢。

 3. (姊妹) 我未盡心敬愛恩主，未珍惜主對我的愛；求瞻主面，卻不切慕，

              不冷不熱盼主同在；求主賜我純潔的愛，使我深切感受主愛。

 4. (弟兄) 我未盡心事奉恩主，為主工作缺乏熱誠；許多職責撇開不顧，爭戰失敗，

              掙扎不勝；求主賜我能力、熱心，為主爭戰，工作勤奮。

 5. 但願盡心、盡性、盡力，認識、尊崇、愛主、侍主，直到跨進榮光之地，經過試煉，

     今生安度；願作準備，直到那天永遠供奉，瞻主榮面。（間奏轉調）

 獻我一生歸主用 (中文譯詞轉自恩頌聖歌第371第1,2,4,6節，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1. 獻我一生歸主用，將我身心全獻祢，願我歲月每分秒，頌讚歌聲不止息(2)。

 2. 獻我唇舌歸主用，傳好信息頌揚祢，願祢使用我聲音，使我歌唱榮耀祢(2)。

 3. 今將我愛傾主前，性命身心全獻祢，願祢悅納我一切，我願終生單屬祢(2)。(間奏)

 4. 獻我意志歸於祢，主權從今不屬我，但願我心屬於祢，奉獻歸祢作寶座(3)。

 (詩班) 獻我一生歸主用，阿們！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可9:38-50...........關錦昌弟兄  趙恩望弟兄  高悅昕姊妹  梁崇安弟兄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葉文菁姊妹  林雋智弟兄  郭啟業弟兄  陳耀光執事

主日獻金   Tithes and Offering(紅袋).............................................................................................會      眾

    How Lovely Are Thy Dwellings, from "A German Requiem", Op.45 《祢的居所何等可愛》
                                                    (J. Brahms, arr. J. Elloway)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領詩：卞星們弟兄   葉焯雄弟兄    王堅臣弟兄 黃念郇弟兄
指揮：方兆雄牧師   姚鳴德執事    方兆雄牧師 黃念郇弟兄
風琴：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羅明輝弟兄
伴奏：郭綺玲姊妹   郭綺玲姊妹    蕭碧蕊姊妹 蕭碧蕊姊妹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崇拜    



差傳獻金   Mission Fund(黃袋) ..................................(讚美詩) Doxology .....................................會眾立唱
獻      詩   Anthem ...................................................卸下沈重罪擔.................................................詩      班
                                  曲、詞：John Purifoy © 2011 Hal Leonard Corporation
             粵詞：劉永生，中文歌詞版權屬浩聲讚祂詠團所有 
  將沈重掛慮與窘憂放下，要決心壯膽無懼路障、不走岔；
  輕省來面對人世間悲、喜、痛、歡，基督施恩、照顧，也親作伴。
  (副歌) 卸下沈重罪擔，登高福音道路，要決心壯膽無懼罪惡捆綁，
                          真心相信、靠賴我主基督救贖。
                         就讓重擔卸下，(信靠上帝，輕省卸下，) 來！讓心中牽掛盡卸下，
                         就讓重擔卸下，(真心信主，輕省卸下，) 基督施恩親拯救我出死入生！
  將沈重困難與痛苦放下，靠信心懷願望獲上帝開解，
  歡呼！來踏上神賜福應許美境，冀盼基督一天再於天降臨。(副歌)
  拋開牽掛，拋開憂慮，重擔盡卸下，重擔盡卸下，
  真心相信、靠賴救主得釋懷。真輕省！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擁抱盼望，繼續……跑！」(帖後3:6-18).......................梁明財牧師

回應詩歌   Hymn of Response...........................世頌291首 耶穌基督是我一切................................ 會      眾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曹啟明傳道  胡美華傳道   明頌恩傳道  李潔珍傳道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338首 主耶穌，我曾應許.................................. 會眾立唱

祝      福   Benediction................................................................................................................梁明財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天天嘗主恩...........................................會眾立唱

                                   中文譯詞轉自恩頌聖歌459首，版權屬福音證主協會所有，蒙允准使用。

   願主天天以恩包圍你，助你遵祂走信心的路；  每日活在你心，保守你不犯罪，

    安心去，嘗祂愛，常歡喜。

殿      樂   Postlude..........Largo from Xerxes《緩慢曲》(George Frideric Handel) ......................眾      坐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
周六晚堂  李美儀 葉文菁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鍾志賢 黃日東                 
主日早堂  姚禧嘉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午堂  馮潔儀 黃日東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Mn. Daniel S.  
Title: Life: Hardship and Glory             
Presider: Irene Yeung
Hymn leader: Ms. Yolanda Liu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宋   軍牧師    講題：試煉中的得勝秘訣(雅5:7-20) 
主席：陳錦波弟兄    領詩：沈紹麗姊妹                    司琴：高文淑姊妹

11:45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6:00    講員：洪佩茜傳道   講題：不妥協的代價(但6:4-5,10-14)              主席：姚禧嘉傳道    
          司琴：曾思愛姊妹   讀經：梁鈞良弟兄   奉獻祈禱：吳日暉弟兄     司事：阿摩司成長班

10:00 

獻詩簡介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15   清早成長班
 8:30   清早堂崇拜、兒童崇拜
 9: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English Worship
10:30   English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English Youth  Sunday School
11:45   午堂崇拜、兒童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上午   9:4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禱告讚美會(每月最後一周)
下午   8:15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30   為這城守望祈禱小組(每月第一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00   普通話青年、成年團契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30   Sunday Youth Time+Fun (中一至中四)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兒童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473

主日清早堂           424          

主日早堂              667        

主日午堂              581        

主日晚堂                31            

普通話崇拜             45

兒童崇拜              109

English Worship       68 

    每 日 讀 經 圖書館：第三季「樂享閱讀」書籍推介

 
 (日)  哥林多前書     十六10-24

 (一)  歌羅西書        一1-14

 (二)  歌羅西書        一15-二5

 (三)  歌羅西書        二6-23

 (四)  歌羅西書        三1-17  

 (五)  歌羅西書        三18-四6

 (六)  歌羅西書        四7-18

李美儀傳道書籍推介《我要真關係──在人際中解結與成長》

若你覺得自己常常在人際關係上碰壁，但又不知道從何入手改善

與人相處的模式，推介你可以閱讀本書。區博士透過四個關係理

論幫助我們拆解與人相處的四個結，從自我接納到自我區分看群

體關係，逐步引領我們懂得如何明白自己的動機和行為的關係，

最終能夠在不同的人際關係中成長，讓生命得着滋潤。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普通話成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English S.S. & S.G.

※663

※1219

-

14

-

-

-

-

37

-

50線上崇拜瀏覽
總人數1745(截至21/9)

兒童線上崇拜瀏覽
人數1094(截至21/9)

※ 現場及線上總人數

實體崇拜總人數 2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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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友消息
◆	譚偉強弟兄、陳安琪姊妹將於10月2日(六)	
下午1時正，在本教會舉行婚禮。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會聞
◆	謹定於9月29日(禮拜三)晚上八時在本教會大
禮堂舉行九月份會友月會，請會友預留時間
同商會務，共建神家。

差會代禱事項
林瑞盛、馮淑芬伉儷(泰北：金齡短期宣教)
◆	求神加添智慧、體力和精神幫助他們夫婦二
人學習泰文，淑芬在幼兒園照顧孩童和瑞盛
在小學教授英語，記念他們能適當地使用中、
英、泰三種語言與當地同工和老師溝通。

◆	當地蚊蟲非常多，求神保護，讓他們能盡早
適應當地的生活環境。

查經祈禱會(29/9周三)
早上9時，晚上7時半(大禮堂)	
負責同工：方兆雄牧師
主題：禱告讚美會
上周出席	(早)	18	人			(晚)	41人
線上瀏覽人數	600	(截至21/9)

音樂部聖樂同樂日
第卅八屆聖樂同樂日將於本年10月17及24日
(主日)下午2時舉行，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包
括會友子弟及友誼會友等，踴躍報名參加各項
比賽。17日比賽項目包括：獨唱，小組合唱，
中西樂器獨奏、合奏，以及耆、壯組團體合唱
等；而24日比賽項目是兒幼至成年團體合唱。
請到會友服務處索取參賽表格及報名。
截止報名：延期至9月26日(主日)
章則及報名表請掃描QR code 

2022-2023年度「全職事奉探索日營」

傳道部神學生關懷組為鼓勵有意全時間奉獻之
會友，凡自行報名參加由香港浸信會神學院10
月8日至9日(禮拜五、六)舉辦之2022-2023年度
「全職事奉探索日營」者，可憑報名收據連同
本組發出之半額營費資助申請表格，於10月17
日或以前交回本組跟進辦理。表格可於會友服
務處或所屬成長班索取及遞交。

聯合浸禮班 (10-11月)
日期及時間
周六班：10月2,9,16,23,30日；11月6,13,20日
												(下午2:00-3:30)
主日班：10月3,10,17,24,31日；11月7,14,21日
												(上午10:00-11:30)
培靈營會：12月5日下午(周六及主日班務必參加)

對象：凡已完成信仰班課程，準備申請本年12

月25日浸禮的弟兄姊妹或凡希望重溫浸

禮班課程的已受浸者(均需得主任導師之

推薦)。

導師：梁明財牧師、吳彩虹牧師、陳宇恩博士

報名：請到會友服務處、五樓辦公室或掃描QR	

code報名
截止報名：9月26日
查詢請聯絡訓練事工同工
(電話:27674225/27674241)

福利基金特別「獻金封」
本教會設有福利基金，藉「一杯涼水免息貸
款」及「無償慈惠資助」，為有緊急財務需要
之會友提供不同數額之經濟援助。歡迎弟兄姊
妹愛心捐款，踴躍支持福利基金的工作。

通告
一號升降機於9月27-30日(一至四)更換地下門的
路軌工程，需四天停止服務以便進行，不便之
處，敬希見諒。

本年度1-8月份財政收支
	 						經常費													差傳
收入								32,643,049(1)			10,010,589(2)
支出								30,342,460							11,339,251
結餘/(不敷)	2,300,589								(1,328,662)
註(1)佔全年預算收入64.07%
			(2)佔全年預算收入46.48%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worship at 10:00am every 
Sunday in B01, Basement. 
5 Oct 2021(Sun)
Title:Education: The Disciple and the Right
       School Choice 
Speaker:Pastor Bryan 

自創福音單張2021設計比賽
目的：鼓勵弟兄姊妹發揮恩賜，想像力和創意，

透過畫作、平面設計、拍攝等各種途徑，

設計我們的福音單張，能夠幫助弟兄姊妹

更有效地參與、實踐主耶穌的使命。
參賽對象：本教會會友，或恆常參加成長班班員

組別：親子組、學生組、公開組、壯年組
截止日期：延期至10月1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參賽條款及細則、詳情及報名
請掃描QR code

華麗轉身心之姊妹互勉會
日期：9月30日(禮拜四)

時間：晚上7:30

地點：六樓禮堂

內容：見證、小組分享(兩位姊妹現身說法，分

享如何面對人生歷程、際遇中的轉變和

挑戰)

對象：成年、壯年的姊妹

回應：李潔珍傳道

婦女部主辦，查詢電話:27135111(馮潔儀傳道)

傳道部──個人佈道組消息
10月3日(主日)個佈組出隊，弟兄姊妹與樂富、
龍翔鄰舍中心安排預約長者到中心與弟兄姊妹
傾談問候(請按所報時段到中心)。
三段時段：1:30-2:15；2:30-3:15；3:30-4:15(每
時段8組，先報先得，若該時段已滿，會安排另
一時段)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截止報名：9月30日
查詢：李雅詠傳道(電話:27674332)
									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出隊日
日期：10月3日(主日)
集合時地：下午1:45(地庫小禮堂B01室)
															下午2:00出發)

佈道地點：啟晴探訪，九龍城、土瓜灣街頭佈

道
佈道員須為已受浸及有傳福音心志的基督
徒，請準時出席。

耆壯部2021年退修日營
主題：從靜與動中經歷神！
日期：10月14日	(禮拜四、公假)

時間：上午10:00-下午4:30

地點：四樓禮堂

講員：梁明財牧師

內容：詩歌、運動、聖經及大自然中安靜默想

對象：渴慕改變的55歲以上耆壯信徒

報名：請到會友服務處索取報名表(名額有限，

保留篩選權)

查詢：文淑娥同工(電話:27674264)

備註：請穿輕便服飾及運動鞋。

2021兒幼親子活動日
主題：城家「細」運會
日期：10月2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10時至12時30分
地點：本教會地庫

項目：花劍群英會、你追我趕睇住跑、Goal！

曲棍足球賽大作戰、乒乓搬龍門我至叻
當日活動以比賽形式進行，
以親子為單位進行四大精選運動，
敬請穿著輕便運動服出席是次活動。
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普通話事工15周年感恩崇拜 
日期：10月10日	(主日)	

時間：上午11:45-1:00	

地點：六樓禮堂	

講員：梁明財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出席，同證主恩＊ 

本地差傳歷史團–福臨香江陸路行
日期：10月30日(禮拜六)

時間：上午9:00-中午12:00

集合地點：金鐘地鐵站B出口(地面)

對象：35-65歲(健步的本會會友，恆常出席成

長班優先(需要行斜路或樓梯級)

費用：$30/位(不包括交通費，不設退款)

名額：12位(人數超過12人，則以抽籤決定，中

籤者將獲個別通知，並需付款作實。)

查詢：馬穎儀牧師或鄺潔明同工(電話:22467656)

截止報名：10月16日(禮拜六)

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孝順與敬重‧在「城」家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弗6:1-4】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1 年 9 月 1 9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廖凱珊姊妹

引言
有一位年輕的獨生女，她的媽媽在年輕時便守寡，後來女孩長大外出工作離開了媽媽，一

年才回家一次。這女孩每年只願意花一天探望母親，因為她覺得一天也嫌多！這是一個家庭

悲劇。

在破碎家庭中，許多人寧願往外跑，也不願回家──丈夫情願外出工作、不停勞碌，也不

願回家面對家庭的痛苦；孩子則寧願躲起來玩電競遊戲，麻醉自己。在不少家庭中，競爭的

氣氛是存在的。兄弟姊妹在當中尋求自己的身份和愛，希望自己比其他兄弟姊妹更出色，包

括學業成績、體育及音樂等各方面。家庭本來是避風港、安息之地，可惜現在卻變成充滿爭

鬥的地方。不論他們在家庭中會如何自處，包括防衛、反擊或退縮，最終也只會剩下哀傷。

的確，有時候家人是難以溝通和合一，而溝通也許是一個充滿痛苦和掙扎的過程。那麼，

我們應該如何建立和保持家庭裏的溝通，從而達致真正的合一呢？ 

第一是孝敬父母
「作兒女的，你們要在主裏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弗6:1）在古代的世界，人

們都強調對父母的尊重。在猶太教中，孝敬父母是信仰的核心，也關乎愛神、敬畏神。在新

約中，基督徒的孩子要聽從父母，父母也有神的權柄去教導孩子。聽從(hypakouete)是指「

聽指示」、「服從」、「跟隨」或「服膺」，就是接受神的旨意，並且付諸實行。因此，聽

從的第一個動機是因為在義當中是「理所當然」(right/dikaion)的，是基督徒在主裏聽從

父母的命令，因為當我們服從上主，便會服從父母，這是聖靈工作的標記，除非父母的說話

與主的教導互相違背，否則聽從父母是理所當然的。

聽從的第二個動機是強調孩子有孝敬的義務和責任(duty)。「『當孝敬父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弗6:2-3）實際上，保羅引用了出20:12十誡中

的第五誡：「當孝敬父母」。摩西強調孩子要打從心底孝敬父母，羞辱父母是不義的行為。

同樣地，保羅強調孝敬父母便是榮耀神。總的來說，孝敬父母是聖經中一條持久的原則，也

是我們的責任。也許你對父母有不滿，但請謹記，至少他們給予了你生命，我們必須為此感

恩。孝敬父母，不是因為他們值得，而是因為這是神的命令──當我們這樣行，便是敬畏

祂，並且通向美善。再者，父母是我們的根源，尊重他們便是尊重我們自己。除了孝道，尊

重孩子也是十分重要的。

第二是尊重孩子
「你們作父親的，不要惹兒女的氣，只要照着主的教訓和警戒養育他們。」(弗6:4）保羅

向做父親的發出第一個命令(imperative)，也是否定式的命令：「你們不要激怒兒女」。在



當時的文化裏，父親有絕對的地位，因此有些人會濫用權力。相比之下，基督徒因着神的命

令，比較懂得自我約束，不會輕易發怒、激怒孩子，他們為了榮耀神，會用耶穌基督的方式

去尊重孩子。另外，基督徒父親會將爸爸的樣式傳給下一代，即學像耶穌，然後將自己的意

願與耶穌的意願結連起來。

接着，保羅轉向一個積極的命令：「但要照着主的教導和勸戒養育他們。」教導(paideia/ 

discipline)有訓練的意思，也有紀律之意。意思就是要用主的教導去抗衡潮流文化，使孩

子們不被世界同化、朽壞。至於勸戒(nouthesia)，則指警告，要阻止孩子作出一些不好的

行為，因此當中牽涉管教──懲罰。假如孩子做錯事，父親不責罰他，這便不是使他通向美

善；相反，假如通過責罰能使孩子改過，這便是通向美善了。有這樣的一個故事：有一個小

孩子喜歡與蛇為伴，有一位父親阻止了他，另一位卻不以為然，任由他繼續如此，最終，小

孩被蛇咬死。你說，哪一位父親才是真正關心他的人呢？奧古斯丁認為，願意勸戒小孩的那

位父親才是真正的愛他。然而，作父親的必須要小心，我們是要建立孩子，而不是建立自己

──我們不是令孩子成為我們的玩具、寵物，這是保羅給我們的教導。

一些建議
保羅教導我們一方面要孝敬父母，另一方面也要尊重孩子。父母的責任是養育孩子，即教

導和勸戒。當我們這樣行，孩子就會孝敬父母，父母也會尊重孩子；當做到彼此尊重，家庭

便會合一。誰都想擁有合一的家庭，但這不是可以自然擁有的，我們必須尋求合適的方法，

使家人的關係更加緊密。

我們與家人可以一起計劃事情，例如家庭聚餐或旅行，透過溝通、合作，嫌隙便得以減

少。父母不能自把自為，應該多聽孩子的意見；孩子也不能一意孤行，叫父母必須按着自己

的意思而行。父母要放下自己，聆聽孩子的意見、讓他們可以多參與，自己則從中引導孩子

思考和如何做決定，這是生命成長的必經過程。

另外也有一些保持家庭合一的建議。首先，家庭成員分享每天所發生的事情。晚餐是一個

好時機，孩子可與父母分享當天做過甚麼事情、看過甚麼書，爸爸則可以與孩子分享工作上

的經歷。我們生命中的點滴對所愛的人來說都是重要的，同樣地，他們生活的點滴對我們來

說也是十分重要的。真誠及開放的分享是一種學習，有些不合宜的說話則不應該說出來，反

而應該說互相造就的話。當孩子感到灰心失望時，父母應該與他們一同禱告，因為祈禱是一

條使家庭合一的橋樑──它能提醒我們都是神的兒女，大家都是罪人，需要耶穌、需要倚靠

神。藉着禱告，一家人可以再一次結連起來，然後讓寬恕成為你們生活的方式。正如剛才所

說，我們都是罪人，不論父母或子女也會做錯事，因此我們要高舉十字架，求神憐憫、求基

督的寶血潔淨我們。如果我們常常學習寬恕，家庭便會變得更加健康和合一。

結語
家人每年只見一次是可悲的，請不要讓這事發生在我們身上──不論是城浸家，還是「睦

鄰中心」所關心的鄰舍身上。愛的反面不是憎惡，而是無視(neglect)──即使見到對方，

也把他當成不存在。冷淡(apathy)和無視往往比敵視(hostility)更能傷害家庭，愛是需要

用時間去建立的，因此我們需要花時間一同聚餐、一同旅行、一同祈禱。神能幫助我們建立

更合一的家庭，神亦希望我們的家庭能變得合一和充滿喜樂，以致我們「城家人」能愛鄰

舍。你願意與神同工，一同經歷那份應許、那份滿有喜樂的福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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