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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 

 
  最近本土話題熾熱，廣東話或稱粵語（內地稱白話）成為爭議之一，為了保持地
方特色，主張教學和日常用語都應維持使用廣東話，強調這種方語歷史悠久，文化
價值甚高。 
 
  根據資料原來早在秦朝，嶺南一帶稱為百越，遭秦始皇收復，中原漢人開始南
移，產生文化交融，古粵語漸漸成形，當然這些南移的漢人中，不少是名門望族、頗
有教養的達官貴人，所以古粵語也很優雅。經歷盛唐影響，古粵語滲入不少古漢語
語法，不過居於山區的百越人，仍保持一套粵語獨特的詞彙和文化結構。後宋北方
落入外族，不少中原人逃亡到嶺南，奠定粵語的文化地位。元朝以後中原漢語傾向
北京官話，某些古韻消失，與粵語差距也越來越大，南方因不受外族管治，故此粵語
可不受北方影響而繼續發展。清朝官話再進一步消除古韻，惟獨粵語仍保持這些古
代語文風貌，所以用粵語來讀古詩，比官話更能讀出古韻味，難怪有人甚至認為粵
語是中國語文化石。 
 
  當然古雅的粵語也有粗俗的一面，那就是所謂「粗口」了，一般相信流行於較低
下、少受教育的階層，像其他文化的粗言穢語一樣，都是拿視為禁忌的「性」作為話
題，既然是禁忌，當然不為大部份人接受，認為是粗鄙和不禮貌的行為，有教養的人
都不該習染這樣的說話方式。 
 
  然而卻有人認為「講粗口」在某些情況下，更能表達自己的感受，例如面對一些
「無恥之極」的人，非要用「粗口」不能表達自己的氣憤，又或是無權無勢的人，受
了眾多不公平對待，當「用盡了正常語言也徒勞無功時」，用「粗口」反而可起「和
平作用」，減少由口角引來「動武」，所以鄙視「粗口」的人，只是一些所謂「衛道之
士」的自義主張。 
 
  這完全暴露講「粗口」者的心態：當自己詞窮時—可能是由於文化水平，也可能
是自己理虧，就以「粗口」來發洩自己的情緒，甚至以此來挑釁對方，作為動武的理
據，以「粗口」可以減少動武，簡直胡說八道，筆者沒有用「粗口」表達，相信已可
以清楚表達意思了。 
 
  保羅教導信徒「污穢的言語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
的人得益處」（弗 4：29）雖然「污穢的言語」並不一定等同今天的「粗口」，但同樣
是不能造就人、使人得益處的說話，故此信徒應選擇祝福、饒恕、仁慈，而不是為發
洩心頭之憤而以「粗口」傷害人，污染優雅的粵語，把廣東文化變成市井粗鄙行為。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六年五月一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復活期第六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67 篇 1-7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願神憐憫我們，賜福給我們，使他的臉向我們發光， 

應：好讓全地得知你的道路，萬國得知你的救恩。 

啟：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應：願萬族都快樂歡呼；因為你必按公正審判萬民，引導地上的萬族。 

啟：神啊，願萬民稱謝你！願萬民都稱謝你！ 

應：地已經出了土產，神，我們的神，要賜福給我們。 

合：神要賜福給我們，地的四極都要敬畏他！ 

3. 讚美 ................................ 戰爭完畢 (生命聖詩 第 139 首) .............................. 眾    立 

   ** 哈利路亞！哈利路亞！哈利路亞！ 

   1) 戰爭完畢，奮鬬告終，生命之主已建奇功， 

   凱歌始唱，聲震天空；哈利路亞！      ** 

   2) 死亡權威，猖狂無雙，基督得勝，死權敗亡， 

   高聲歡呼，齊來歌唱；哈利路亞！      ** 

詩班：3) 三天哀傷，轉瞬已過，得勝君王，由死復活， 

   主首加冕，光輝閃爍；哈利路亞！      ** 

   4) 地獄之門，主已封閉，天堂之門，主已敞開， 

   高聲讚美，歡然奏凱；哈利路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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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倚靠永活主 (生命聖詩 第 13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約翰福音 14 章 23-29 節 ................................. 眾    坐 

啟示錄 21 章 10, 22-27 節；啟示錄 22 章 1-5 節 

7. 獻詩 .................................. 祢恩福降臨 (雙語頌讚曲集) .................................. 詩    班 

8. 奉獻 ..................................................... 觸摸 ...................................................... 樂器小組 

9. 信息經文 ...................................馬可福音 1 章 29-39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曠野路 .................................................... 眾    坐 

 



 

 

 

11. 認信 ............................................... 〈使徒信經〉 ............................................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2. 聖餐 ........ (1) Jesus Suffered Pain and Death By G. Merkel (1827-1885) ....... 眾    坐 

(2) 我靈要喜樂，不要憂傷 

13. 家事及代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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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參加 2/5 明天事奉人員退修會的肢體請於 9:30 前到教會報到。 

3) 2015-2016 年度第三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5 月 15 日開始，課程如下，弟兄姊妹

可索取課程簡介或參考電視機海報了解內容，歡迎報讀。 

課目編號 課目名稱 導師 

109 祈禱學習坊 孔啟源先生 

216 基礎神學 麥志成牧師 

217 基督教兒童教育（一） 資深兒童教育導師 

344 信仰反省---再思「金句」 陳志輝先生 

中學級主日學 快樂門徒 梁小儀姊妹 

4) 教會影音系統自搬堂至今已經使用十多年，因系統老化而影響崇拜進行的順暢。

執事會經多番商議，議決更換教會的影像系統。整個工程預算費用約 27 萬。

請肢體為事工禱告之同時，更能以奉獻支持。 

5) 2016 兒童暑期聖經班今天開始接受報名，請往圖書角索取報名表。另由於今

屆名額 100 位，故需大量義工，請肢體代禱求主預備。 

6) 提摩太團於 6 月 5 日（日）參與城市睦福團契舉辦的「端午關懷探訪」，期望

藉著節日，透過送贈禮物包以及探訪，送上關懷，為主作見證，歡迎弟兄姊妹

參加，名額 30 人，截止報名日期 5 月 8 日，查詢請聯絡孔先生，詳情如下： 

地點：將軍澳東北區（坑口） 

時間：下午 2:00-5:30（下午 2:00 藍田堂集合） 

內容：敬拜、探訪區內街坊、送贈端午節禮物包、分享及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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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102 Praludium G-Moll ........................................ 眾    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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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蔡定邦博士 蔡定邦博士

主席: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顧建德弟兄 連思樺姊妹 蔡小鳳姊妹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余冠希姊妹 楊明麗姊妹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鄭　琦姊妹 陳可媚姊妹 鄒小敏姊妹 梁銘章弟兄 楊妙玲姊妹 周潔頤姊妹 黃盛霞姊妹

司事: 朱月萍姊妹 孫俏娟姊妹 羅志威弟兄 林小蓮姊妹 李翠碧姊妹 鄭穎儀姊妹 呂進雄弟兄 莫綺湘姊妹

當值: 戴志遠弟兄 麥淑容姊妹 楊彼得弟兄 林志剛弟兄 温麗儀姊妹 曾偉珩弟兄 余穎欣姊妹 羅志威弟兄

影音: 葉蔓菲姊妹 梁睿熙弟兄 陳國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蔡加德弟兄 周　溢弟兄 黃曉媚姊妹 鄭穎心姊妹

執事: 余文耀執事 鄧民亮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林月娥姊妹 趙惠蘭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插花: 鄭穎儀姊妹 葉蔓菲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麥穎珊執事 徐保仙姊妹 麥穎珊執事 徐保仙姊妹

司琴: 潘裕文姊妹 蔡　舒姊妹 潘裕文姊妹 蔡　舒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李偉倫弟兄 林笑寶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李偉倫弟兄 葉佩鈴姊妹 林溢敏姊妹 呂淑琼姊妹

溫柔: 吳綺薇姊妹 雷朗昕姊妹 麥穎珊執事 劉皓然弟兄 吳綺薇姊妹 雷朗昕姊妹 麥穎珊執事 鄭翠珊姊妹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瑞馨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梁麗珠姊妹 林瑞馨姊妹

喜樂: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何玉燕姊妹 杜小青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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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復活期第七主日（白）(5月 8日) 復活期第六主日（白）(5月 1日) 聖餐

常費 : Winnie姊妹 300 主知名H260 6000 主知名H485 4000 主知名H577 4500 主知名H612 3000

主知名H814 1000 主知名I560 100 主知名I730 500 主知名I791 100 主知名I847 500

主知名I883 1500 朱麗麗姊妹 3000 何晉輝弟兄 4400 余冠希姊妹 320 張金生弟兄 3000

黃慧儀姊妹 500 謝月芬姊妹 500 鍾世傑弟兄 3000

感恩 : 主知名H352 500 主知名H762 500 主知名H814 2000 主知名I590 1000 吳玉嬋姊妹 200

林才明弟兄 100 馬智遠弟兄 3000 謝月芬姊妹 500

發展 : Chiu Wai Yi 2000 主知名H814 2000

神學生 : 主知名H485 4000 主知名H814 1000 陳章浩弟兄 2400

鮮花 : 主知名H881 300 主知名I645 250 主知名I749 1000 林義妹姊妹 300

其他 : 主知名H861 6500 主知名I585 200 朱麗麗姊妹 2000 吳兆隆弟兄 3500 袁麗嬋姊妹 500

張金生弟兄 1000

上月奉獻累積: $367,069  (包括發展及購堂: $26,600; 影音: $14,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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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937

本週獻花: Lo Wai Su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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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