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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赦會與禕先楳拜
每個人對祭祺的定義，恐怕都不太一樣。

我想基督徒本不應讓父母傷心的，因爲聖經教導我們

「要孝順父母」的，只是什麼叫做孝順父母呢？這可以好

好討論。敬拜祖先跟孝順不應該直接打上等號的，這是將

某些宗教儀式直接加在倫理上了。

父母跟上帝本不一樣，我們尊重父母，我們尊重他們

是我們的父母，我們接受他對我們有相當的主權，我們當

在主裡聽從父母，我們尊重他們，所以不將他們當砷來敬

拜，因爲他們不是神，紳是公義的，我父母可以有私心，

可以有犯錯的時候，可以嫉妒，可以不完全，這些如果發

生在上帝的身上，我會無法接受，但發生在我父母身上時，

我會接納，我仍會愛他們，仍然以他們為榮。父母本就跟

上帝不一樣。

' 身體髮膚受之父毋，不敢毀傷，

孝之始也。立身、行道丶捲名於後

世，以顯父毋，孝之終也。

什麼叫做孝順呢？是以誰的標準來定義孝順父母呢？

孝經第一章「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

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夫孝，

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這些標準基督徒有哪

裡沒有做到嗎？

「孝子之事親也，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者

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

親。」「養生送死」「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葬之以禮丶

祭之以禮」，這些大多是孔子的主張，其重點是在教化和

禮儀，今天我們所看到的祭祖儀式是否有表現出當有的意

義呢？是否有滇終追遠的意義在其中呢？ 一定要按照民間

的祭拜方式才算追念祖先嗎？難道基督徒在親人去世時舉

行的告別禮拜就不算懷念他們，就不算致其哀嗎？難道在

親人過世週年時舉行的追思禮拜就不算滇終追遠嗎？如果

不算，那就要再請問，什麼才叫滇終追遠？祭祖的意義到

底是什麼呢？

家庭的衝突常是基督徒心中最大的掙扎，祭祖的問題

又常是家人最敏感的問題，也是很直接要面對的問題，就

像周聯華牧師說的＇「祭祖問題不是這一代過去就沒了，

下一代還會再遇到，還會存在很多代的。」這是我們所要

面對的問題。

真的是傳統，不易割捨，是一份感情，一份天性，中

國人的天性，很保守很守舊，認爲以前的傳統比較好的保

守觀念，雖然外表我們可以接受新的科學觀念，但是內心

仍然不願意放下對傳統的愛護，這樣未必不好，只是怕會

有點偏差。

中國教會剛開始時對祭祖問題一直就是以偶像崇拜來

定位，所以一開始就否定它、排斥它，中國原本的知識份

子不了解聖經信仰的基督，看到基督徒不拜祖先，自然也

就加以排斥，這恐怕是基督教很難本土化的原因之一。

有一些中國人（或民間信仰）是認兌祭祖是向祖先求

平安，是拜他們，但實際上祭祖還有其他的意義，就像表

達孝思、教化子孫、延續生命等等的意義和功用在，每個

人對祭祖的定義恐怕都不太一樣，教會如果一味的排斥它

恐怕並不太有智慧，而是應該表達清楚我們所反對的是什

麼，我們所肯定的又是什麼。我想我們今天所作的就是如

此吧！

祭祖也是一種民族情感的表達，我們反對偶像崇拜，

但是應該要尊重中國人表達民族清感的方式，我們不贊成

現在的方式，我們應該提出一套可以讓中國人表達民族情

感的方式，讓國人可以接受，不致因此而誤解和排斥。

面對祖先崇拜時（無論是自己或別人的問題），記得不單

單只是要強調「不能拜偶像」，要體會祖先崇拜背後所要

表達的感情和意義。

祭祖到底有什麼意義呢？說清楚大家再來談。不說清

楚就罵基督徒不孝實在是受不了。我覺得有人辦喪禮是第

了辦得比別人好看、風光、不被人笑，看不到一黯禛終追

遠和孝順的意義，我不認爲基督徒要如此跟隨潮流。

記得不單單只是要強調「不能拜偶

像」，要體會祺先崇拜背後所要表達的

烕情和意義。

上香到底代表什麼意思呢？如果是代表尊敬，爲什麼

不能用別的方式來表達呢？如果不曉得拿香拜祖先的意

思，又有什麼權利來批評別人不拿香拜祖先就是不孝呢？

對基督徒來講，將神以外的人事物當作神來拜本來就

是不對，我們尊重祖先，所以當他們是祖先、是人，不會

當他們是神。



本來拿香算不得什麼，但是今天拿香來祭祖已經有它

特別的宗教含意了，基督徒就算自己可以了解自己不是在

拜偶像，但是爲了不讓人誤解，應該特別謹慎，所以一樣

是代表懷念，卻要特別換個方式，像獻花等。

老一輩的人認舄祭祖又代表什麼意思呢？他們什麼觀

念不容易改呢？如果認篦人死後下陰間，還需要陽世的子

孫供養才能免他們在陰間受苦的話，那我只能說，這樣的

觀念是道教的觀念，聖經的觀念並非如此，聖經所說的，

活著的人跟死去的人是無法有溝通的，基督徒死後與主同

在，是好得無比的，根本不必後世子孫的供應了，所以不

必燒紙給他們，更不必擔心他們需要我們的供應。

如果只為懷念、尊敬，我們為什麼需要向「神主牌」

來祭拜呢？我們懷念祖先，時常拿出家譜、祖先的事蹟來

懷念，這樣不代表懷念嗎？一定要「砷主牌」嗎？知道「砷

主牌」是怎麼來的嗎？其實還是跟民間宗教的鬼魂觀念有

關，跟孝順父母與否倒是無關了。用追思禮拜的方式就不

本來拿香算不得什麼，但是今天拿

香來祭租已經有它特別的宗教含意了。

代表慎終追遠了嗎？爲什麼我們所重視的都只是外表的型

式呢？對每個型式後面的意義怎麼好像都沒有人重視呢？

拜祖先跟孝順父母未必劃上等號！我很懷疑，今天祭

祖所要表達的意義和情感，有哪一項是基督徒（或說教會）

認爲不應該的呢？哪一項是基督徒所沒有作的呢？何以大

家會認篦基督徒不孝呢？實際上只是一些刻板的印象而

已，不拜祖先就是不孝順，這實在是... 0 

基督徒不敬拜祖先是因爲它有不合真理的意義，

而不是因爲怕被審判。就像人不犯罪並不是因爲怕被處

罰，而是因爲那是罪。當然更不會因爲某些人的諷刺「看

吧，你就是不敢犯罪，因爲你怕被處罰」就跑去犯罪的。

作者：洪秦男（摘錄）

信息意義與傳者使命
最近在各大小電子及文字媒體，刊登一系列的廣告，

內中宣傳口號是「生有限，活無限」，心中感覺這輯廣告

甚有意思，不單可以回顧昔人中外有名之人士，亦重新認

識他們，雖然他們死了，但仍活現眼前，好像與我們對談，

細訴他們過往的生活事宜，與此同時亦播著家駒所唱的歌

曲，真的像告之「生有限，活無限」的活現感覺。

而個人方面比較喜歡系列當中三位人物，一位是影帝

喬宏，他代表著「平凡的人、不平凡的人」．一位是李小

龍，他的代表是「龍，不只活在中國」；另外一位是德蘭

修女，「愛是永不止息．．林前十三 8」這就是她的代表，

她的表現，她的信息。

以上的例子，是一個訊息，可以說是超越地域、文化、

種族與生活，它有著實質的意義與作用，雖是宣傳廣告，

但往往也帶來一種新的觀念與洞見。而作篦福音傳遞的牧

者，目的是藉著幫助世人獲得信息的最基本洞見，但在後

現代的處境中，在不是問「真理是甚麼? (What is truth?) 而

是轉向更基本、更尖銳的問題：「真理有可能嗎鬥 (Is truth 

possible叮，因鈣後現代對今天的文化與信息，有強烈衝

擊， 對「絕對、客觀」的否定、「基礎、中心」的質疑、「權

威 、秩序」的挑戰以及「理性、意義」的解構，所以，如

何向「現代人」傳揚或宣講「真道」或「信息」不是二十

一世紀的最大挑戰，而是向「後現代人」傳揚或宣講「信

息」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再者，「信息」本身亦出現了的問題與挑戰，其一是

信息累贅它引發失去創作性反應的能力沒有信息可聽，

如何向「現代人」傳楊或宣講「真

道」或「信息」不是二十 一世紀的最大

挑戰，而是向「後現代人」傳楊或宣講

「信息」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

而受眾產生厭倦與逃避，在聆聽信息時，只會閉上眼睛丶

心靈，魂遊象外；其次就是引起驚恐，若「信息」等同或

包含著「真理」的話，她是激進，也帶來人生的命的根源，

活現及清楚個人的實相，但這卻帶來人的不承認、拒絕及

不相信，甚至驚恐，以致惱怒及攔阻人們通往更新、自由

的省厝之路。故此傳道者信息的傳遞是一件艱巨的任命 ·

去宣告這世界的大多數受眾，這既不新又不好的好信息。

爲此緣故，在日後的分享中逐－細訴，有三個大方

向作篦討論，一）信息詮釋的討論；二）傳者生命與宣講

使命之再思；三）現況世界（社會、文化、思想）與受眾之

認識，從分享與討論下，我們可以健康、有效、適切 、 正

確將「信息」宣告，使人得著信息帶來的真理，可以聆聽丶

接受、理解、相信及體會，獲得基本的洞見與心靈空間的

開放。

而作爲現代的傳遞信息者，廿一世紀新時代教會的

宣講者，現借用沈保羅牧師所言，有三件事是必須肯定的 ·. 有甚麼樣的講道就有甚磨樣的教會；. 那裡有神的道，那裡就人多；. 神藉著牠的語來工作，神也照箸花的活來工作，神
更是用牠的語來工作。

而話語本身是一種能量的單位 (unit of energy) , 話

一說出去事情就發生；話語實在也是行動的一種 (a form 

of act) 。神的話是能力，砷的話與神的工作密不可分，因

爲「沒有神的話，就沒有神的工作 (No word, no work) 。」

所以，司徒德說得好．「傳道人蒙召是要忠實地解明

他的信息，當他這樣做的時候，而車的說話，同時聖靈也使

聖經 (the written word) 成爲活的。因此二十一世紀教會

最大的需要莫過於恢復解經講道的事奉 (Hence the 

tremendous need for the church is to recover the ministry of 
expository preaching) 。」 O 冼錦光（頌愛塗傳道）



救世軍澳門事工開幕

救世軍去年九月正式在澳門開展服務，今年三月廿五

日（六）下午四時在議事亭前地舉行「救世軍澳門事工暨

祐漢堂」開幕禮，現場有香港救世軍銀樂隊演奏，場面熱

鬧。稍後，眾嘉賓移師黑沙環菜園路 253 號寶暉海景花園

地下，為「救世軍澳門祐漢堂」舉行奉獻典禮（下圖）。當

晚，銀樂隊又在議事亭前舉行「救世軍澳門音樂會」。

匭承蒙 各教會丶 主 內同 工 、各方友好蒞臨出席本
軍於三月廿五日舉行之「救世軍澳門事工開展典禋暨祐漢

圭搞磊儀式」，深感榮幸，謹此多謝各位的出席、致送的

賀襪及花籃。

本軍自當靠箸 神之大能及恩典，盡力為澳門服務，

傳捲 祚的福音，榮神益人，不負各位的期望。

放世軍祐滇管洛

金巴崙長老會金禧感恩

金巴崙長老會澳門堂於三月廿六日下午四時半假氹仔

君怡酒店大堂舉行五十周年感恩崇拜，由余達心牧師證

道，向會眾發出「磐石中哂蜜，堅石中吸油」的信息。到

賀嘉賓逾百 ，場面熱鬧，會後設宴款客。

據悉五十年代時，本澳只有志道堂、浸信會、聖公會、

四方會、上帝五旬節會共五間基督教會。由於難民湧澳，

金巴崙長老會先賢遂於下環一帶先後開辦識字班、幼稚

園 、小學，以漁民爲主要佈道對象。八六年遷入現址，目

前主日崇拜人數約四十人。（圖為主喧者與詩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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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傳」 差會同工訪澳
華人差會『華人福音普傳會』部份同工及宣教士於

3 月 24-27 日相約訪澳，其中包括有總主任林安國牧師，
副總主任何俊明牧師，香港辦事處主任鍾國良長老等人。
訪澳期間，在多間教會參與事奉。 24 日中午宴請本地教
會領袖，分享該會成立目的 、 工作方向 、宣教工場近況等 。

一~,,~e-aamm

9/4 優質的敎學事奉
由香港基督教教育研究院彭孝廉院長主講的「優質的

教學事奉」專題講座，四月九日（主日）上午十一時三十

分在中華基督教會志道堂舉行。不必報名，歡迎本澳教師

及關心教育工作的人士參加。

9/4 上帝五旬節會遷堂

基督教澳門上帝五旬節會於四月九日遷往提督馬路

l l l - 113A 號華寶商業中心 8 樓 D 、 E 座，新電話號碼篦

256932 。當日晚上該會亞洲區總監梅永恩牧師蒞臨主持擴

堂奉獻典禮及感恩崇拜。

15-19/4 美國球壇名星冤費訓練
一隊來自美國男女子籃球隊及排球隊成員，包括美國

前NBA球員及前國家排球隊多年冠軍球員，將於復活節

期間來澳進行球技表演及免費訓練，同時亦會與本澳勁旅

進行友誼賽。所有活動由晨光福音堂主辦，免費入場，各

位球迷萬勿錯過。

4 月 15 日 下午 3:00-5 :00 筷子基平民大廈球場

4 月 16 日 下午 4 :30-7:00 筷子基平民大廈球場

晚上 7:00- 10 : 00 望廈體育館

4 月 17- 18 日 晚上 8 : 30- 10 : 00 塔石球場

4 月 19 日 下午 4:30-7 : 00 筷子基平民大廈球場

16/4 樂在花城嘉年華

澳門聖經學院學生會定於本年四月十六日 （星期日）

下午三時至五時半在氹仔花城公園舉行「樂在花城嘉年

華」慶祝復活節活動，內容包括歌唱 、 默劇、魔術表演等，

另設醫療保健檢査及諮詢服務，又有專人拍攝合家歡相

片。所有活動老少咸宜，不設門券，免費入場，歡迎各界

人士參加。

23/4 復活節晨曦聯合崇拜
時間四月廿三日（復活節主日）早晨七時半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主題．復活的主·復活的我

講員陳宇光先生（基督教聯會主席）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電353170)

3-28/4 宣明會愛心助學申請

世界宣明會澳門分會舉辦「風雨童路」愛心助學行動

於 4 月 3 -28 日接受申囍，援助低收入家庭之學生。

申譜者須就讀本澳註冊之中、小學校，有意者可親往

該會辦公室（台山巴波沙馬路 78 號嶺南大廈一樓 F座）

索取申請表，辦公時間 ： 週一至五，早上十時至一時，下

午二時至六時，週三早上休息，査詢電話 431 764 。

（續後頁）



28/4-7/5 忠僕號訪港

全球最悠久的海上客輪「忠僕號」 定於 4 月 28 日至

5 月 7 日訪問香港 ，停泊在尖沙咀海運碼頭，每日朝十晚

十免費開放給港澳市民上船參觀。「忠僕號」於一九一四

年建造，是現今仍然航行的最老客輪，列入健力士世界紀

錄大全。該船屬世界禕音動員會，往來世界各地港口，舉

辦海上書展 ，船上 300 名基督徒義工來自三十多個國家。

30/4 青年讀經日營

主題．以人爲鏡－士師記人物研究
講員 ＇徐志強先生（香港讀經會同工）

日期 ： 4 月 30 日（下午 2 :00 - 5:30) 

5 月 1 日（上午 9:00 - 5:30) 

地點＇志道堂（注意：場地己 更換）

對象十八歲或以上青年基督徒

費用葡幣 30 元（包材料、午餐、茶點）

報名：請電 353774 I 3926199 聯絡讀經會；

或電 302953 聯絡信心堂蔡師母。

方法譜向教會牧者報名／塡寫「集體報名表」。

要求＇參加者入營時繳費，營前須讀士師記一次。

主辦：澳門讀經會（電話／傳真: 353774) 

f亭干lj? :r~O! 
去年本澳出現一份與《時代雙月報》 (Macau Times) 

英文名稱相同的周刊，幸好其不久另改新名。該報內

容豐富，且在網上發行。但創刊不足一年，上月初宣

佈因經濟問題而停刊。

上月，美國最老牌又最知名雜誌《LIFE》也宣佈

將於本年五月停刊，原因是「預測前景不佳」。

同樣是上月，本會曾在此分享我們的異象，我們

不僅毫無停刊的念頭，更願肩負更大的使命，走更遠

的路。我們深願《時代雙月報》可以成爲澳門人的心

靈良伴，《基督教月報》可以成為眾教會的溝通管道。

最近 ，我們收到很多主內同道的關心，若您對文字宣

教有負擔，可將奉獻直接存入本會下列銀行戶口

中國銀行 21 -012-000633- l /大豐銀行 213- 1 -00289-0

然後將入數單據寄 紅街市郵箱 6199 號文字協會收，

以便本會發出收據。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敬啓

• 澳門基督教聯會因事工需要，徵求二手傳真機、
電腦打印機各一部，有意者睛於四月十五日前致電 353170

聯絡聯會林姊妹。

洎息預声 I 

敎牧跨文化宣敎學習團

日期本年八月十八至廿六日（共九天）

地點：中華福音使命團（簡稱「中福」）泰北工場

目的 ： 讓教會的牧者、傳道、差傳領袖親身在宣教工場

作跨文化的宣教學習和體驗。

內容 ： 跨文化的課堂理論、認識與體驗 、 反省與討論。

人數： 20 人（若人數太多需甄選決定，參加者不得異議。）

費用：港幣伍仟元正

顧問：朱昌鋖牧師（中疆國際總幹事）

查詢 ． 驤電 6673 880 聯絡澳門中福宣教士王大爲

截止報名：五月十五日

活動 長者讀親營

日期 2000 年 5 月 6 日

合辦澳門讀經會、下環浸信會、志道堂、華人基督會 、

澳門神召會（查詢 353774 讀經會）

活動 澳門基督敎文化節

日期 2000 年 7 月 1 -2 日（星期六、日）

內容教會／機構暑期活動巡禮， 青年團契康樂日，

基督教現代音樂晚會，余德淳親子講座．．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少年讀緤營

日乳 2000 年 8 月 27-29 日（星期日至二）

主辦澳門讀經會（電35 3 774)

活動 差傳嘉年華

日期 2000 年 9 月 9 日（星期六）

地點· 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內容下午三時至五時 聯合團契

晚上八時至十時 差傳培靈會（黃克勤主講）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聯合培靈會

日期 2000 年 10 月 19-21 日（星期四、五、六）

地點·志道堂 講員：余達心牧師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活動聯合佈道會

日期 2000 年 11 月 10- 11 日（星期五、六）

地點澳門神召會（皇都酒店對面）

主辦澳門基督教聯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