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79  路德會協同堂  堂址：九龍大坑東道十二號
復活節第

201
主禮：馮錦麒牧師 
證道：陳柱中教師 
襄禮：關俊爵教士、陳志華主席
序樂 ··········· 主在聖殿中
唱詩 ··········· 頌主聖詩
昭示、認罪、赦罪······························
榮耀頌 ···········································································
讀經 ··········· 徒1:12
獻詩 ··········· 藍青24
福音 ··········· 約17:1
認信 ··········· 尼西亞信經

  ◆ 兒童主日學學員可以離席到
唱詩 ··········· 頌主聖詩
證道 ··········· 弗6:1-
奉獻 ··········· 奉獻文
唱詩 ··········· 頌主聖詩
教會公禱 ········································································
聖餐禮 ········ 《因祢榮耀
祝福 ··············································································
報告 ··············································································
唱詩 ··········· 頌主聖詩
兒童主日學獻詩·· 《爸爸媽媽的

◆爲保持安靜的心靈敬拜，請於崇拜前將手機鈴聲關上。本年主題：常傳常告思恩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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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6（新約179頁）／約壹5:9-15（新約387
24《這世界非我家》·······························
11下-19（新約170頁）·································

尼西亞信經·················································兒童主日學學員可以離席到C302-303室上課 ◆ 
頌主聖詩261《合一聖餐》······························

3;太19:14;箴23:25《可敬愛的母親
奉獻文·······················································
頌主聖詩362《我心向主仰望》················

········································································
因祢榮耀》··············································

··············································································
··············································································

頌主聖詩222《禮拜完畢，求主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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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默禱散會 彼此問安 ◆    ◆爲保持安靜的心靈敬拜，請於崇拜前將手機鈴聲關上。  ◆崇拜儀式中站立的項目，可按身體情況坐下。本年主題：常傳常告思恩主  全力全心展福音

路德會協同堂 2787 9312 網址：www.clc.org.hk 
崇拜程序 

領會：陳志華主席
領詩：冼永強執事
讀經：黎煒業弟兄
·············· 眾立 

··················· 眾立 
······························ 眾立 

··········································································· 眾立 87頁）········· 眾坐 
···················· 眾坐 

································· 眾立 
···························· 眾立 

······························ 眾坐 
可敬愛的母親》··········· 眾坐 
··························· 眾立 

················· 眾坐 
········································································ 眾立 

············································ 眾立 
·············································································· 眾立 
·············································································· 眾坐 

··············· 眾立 
························· 眾坐 

◆崇拜儀式中站立的項目，可按身體情況坐下。全力全心展福音 



 

講道大綱 
日 期 ： 二 零 一 八 年 五 月
講 員 ： 陳 柱 中 教 師  
經 文 ：（弗6：1-3、太
講 題 ：可敬愛的母親    

引言：弗弗弗弗6666：：：：1111----3333：「：「：「：「作兒女的作兒女的作兒女的作兒女的

                                            使你得福使你得福使你得福使你得福，，，，在世長壽在世長壽在世長壽在世長壽

太太太太19191919：：：：14141414：「：「：「：「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耶穌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

                                            樣的人樣的人樣的人樣的人。」。」。」。」    

箴箴箴箴23232323：：：：25252525「「「「你要使父母你要使父母你要使父母你要使父母歡喜歡喜歡喜歡喜，，，，

（（（（甲甲甲甲））））    引引引引    言言言言    

‧‧‧‧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

‧‧‧‧現今世代的看法現今世代的看法現今世代的看法現今世代的看法    

‧‧‧‧《《《《聖經聖經聖經聖經》》》》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的教導    

（（（（乙乙乙乙））））    經文經文經文經文觀察觀察觀察觀察    

母親是可尊敬的原因母親是可尊敬的原因母親是可尊敬的原因母親是可尊敬的原因    

‧‧‧‧埃埃埃埃2222：：：：1111----2 2 2 2 （（（（摩西的母親摩西的母親摩西的母親摩西的母親

            ‧‧‧‧提後提後提後提後1111：：：：5555（（（（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

                            ‧‧‧‧撒上撒上撒上撒上1111：：：：20202020（（（（撒母耳的母親撒母耳的母親撒母耳的母親撒母耳的母親

                            ‧‧‧‧太太太太1111：：：：24242424----25252525（（（（耶穌的母親耶穌的母親耶穌的母親耶穌的母親

（（（（丙丙丙丙））））    結語結語結語結語、、、、反思反思反思反思    

‧‧‧‧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

‧‧‧‧作兒女的要孝敬父作兒女的要孝敬父作兒女的要孝敬父作兒女的要孝敬父母母母母

                                                                                康乃馨康乃馨康乃馨康乃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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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十 三 日  

太19：14、箴23：25） 

作兒女的作兒女的作兒女的作兒女的，，，，你們要在你們要在你們要在你們要在主主主主裏聽從父母裏聽從父母裏聽從父母裏聽從父母，，，，這是這是這是這是理理理理所當然的所當然的所當然的所當然的

在世長壽在世長壽在世長壽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誡命誡命誡命。」。」。」。」    

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讓小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阻止不要阻止不要阻止不要阻止他們他們他們他們，，，，因為因為因為因為天國天國天國天國

，，，，使生你的使生你的使生你的使生你的快樂快樂快樂快樂。」。」。」。」    

講講講講    道道道道    大大大大    綱綱綱綱    

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母親節的由來與意義    

摩西的母親摩西的母親摩西的母親摩西的母親    ----    利未女子利未女子利未女子利未女子    ----    冒著生命危險冒著生命危險冒著生命危險冒著生命危險，，，，用智慧保存兒用智慧保存兒用智慧保存兒用智慧保存兒

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提摩太的母親友尼基    ----    宗教教育的重視和培養宗教教育的重視和培養宗教教育的重視和培養宗教教育的重視和培養））））

撒母耳的母親撒母耳的母親撒母耳的母親撒母耳的母親    ––––    哈拿哈拿哈拿哈拿    ––––    敬拜耶和華敬拜耶和華敬拜耶和華敬拜耶和華，，，，賜生兒子賜生兒子賜生兒子賜生兒子

耶穌的母親耶穌的母親耶穌的母親耶穌的母親    ----    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馬利亞    ––––    完成子女的志願完成子女的志願完成子女的志願完成子女的志願。）。）。）。）

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作父母的不可惹兒女生氣    

母母母母    

                    
                                                                萱草萱草萱草萱草（（（（忘憂草忘憂草忘憂草忘憂草））））    

所當然的所當然的所當然的所當然的。。。。當當當當孝敬孝敬孝敬孝敬父母父母父母父母，，，，    

天國天國天國天國的正是這的正是這的正是這的正是這    

用智慧保存兒用智慧保存兒用智慧保存兒用智慧保存兒））））    

））））    

賜生兒子賜生兒子賜生兒子賜生兒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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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詩詞 
《遊子吟》（盛唐‧孟郊）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  

 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  

 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忘憂草》（唐•吳融) 

 繁紅落盡始淒涼，直道忘憂也未忘。 

 數朵殷紅似春在，春愁特此繫人腸。 

  

 當你老了 

 作詞：葉芝 趙照  作曲：趙照 

當你老了 頭髮白了 睡意昏沉  

當你老了 走不動了 爐火旁打盹 回憶青春 

多少人曾愛你 青春歡暢的時辰  

愛慕你的美麗 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個人 還愛你虔誠的靈魂  

 愛你蒼老的臉上 的皺紋 

當你老了 眼眉低垂 更多更詳盡歌詞 燈火 昏黃不定  

 風吹過來你的消息 這就是我心裡的歌 

當你老了 眼眉低垂燈火 昏黃不定  

 當我老了 我真希望 這首歌是唱給你的 

 

 張子騫牧師改編民歌 

 世上只有耶穌好，信耶穌的女兒像個寶； 

投進耶穌的懷抱，幸福享不了﹗ 

 下周經課 
周一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周六 

書 
1:12-26 

撒上 
16:1-13 上 

賽 
4:2-6 

亞 
4:1-14 

耶
31:27-34 

結 
36:22-27 

弗 
3:1-13 

弗 
3:14-21 

弗 
4:1-16 

弗 
4:17-32 

弗 
5:1-32 

弗 
6:1-24 

太 
8:5-17 

太 
8:18-27 

太 
8:28-34 

太 
9:1-8 

太 
9:9-17 

太 
9:8-26 

周日： 結 37:1-14 詩篇 139:1-12 徒 2:1-21 約 15:26-27；16:4 下-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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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事項 

1. 歡迎各位親友、來賓，誠意邀請你繼續參加主日崇拜及各項聚會。 
2. 弟兄姊妹如有需要教會探訪，請與關顧部陳莉莉執事聯絡。 
3. 本主日於祈禱室當値之教牧同工爲關俊爵教士，歡迎弟兄姊妹造訪。 
4. 陳煜新牧師師母、黃胡雪英師母及女兒昌穎、陳柱中教師師母將於5月

16-23日期間乘坐郵輪往日本大阪旅遊。 
5. 二零一八年春季敎友大會謹訂於五月二十七日崇拜後於禮堂舉行，議程已附

在程序表內。 
A. 有關申請爲投票權敎友之資格： 
i. 申請者須爲年滿廿一歲之堅振（聖餐）敎友； 
ii. 申請者必須先以書面申請，並於一次敎友大會中親自列席，申述其意

願； 
iii. 申請者必須於該次敎友大會前12個月內，曾參加最少30次本堂崇拜，

當中必須包括不少於18次普通崇拜及12次聖餐崇拜； 
iv. 申請者必須親自出席提交申請後之下次敎友大會，經出席者過半數通

過接納，方正式成爲投票權敎友。（申請表請到辦公室索取）。 
B. 凡投票權敎友如欲於敎友大會中投票，必須符合以下條件： 
必須於該次敎友大會前12個月內，曾參加最少30次本堂崇拜，當中必須
包括不少於18次普通崇拜及12次聖餐崇拜（出席次數乃根據閣下每次參
加崇拜簽名之出席表爲準。） 

6. 2018.5.27主日崇拜後舉行2018年度春季教友大會，敬請弟兄姊妹預留時
間出席。 

7. 祝賀母親們母親節快樂，教會特別預備了一份禮物送給各位母親。 
8. 2018.5.06 主日崇拜出席人數：120  
本會消息 

1. 香港路德會社會服務處點蟲蟲熱線之「黃燕霞校長講故事」，可按以下方
式收聽：  
� 網上收聽：http://www.touchbug.org/story/ch_list8.php 
� 電話收聽：2385 8555，再按 8-8-1-1 
最新一輯有關環保的廣播《哭泣的小黑熊》已於2018.4.26上載，歡迎收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