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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愛說謊(一) 
 

「狼來了」是伴隨我成長的經典「伊索寓言」故事。從這童話中，知道不應說謊，說

謊不但對別人作出被欺騙的傷害；說謊者也會失去別人的信任，最後當說真話時，別

人也不相信，自己也會受到虧損。(這是我的理解) 

 

年紀漸長，這童話沒有再看了，同時也少有在電視中重演這經典的教導。而且對謊言

卻有另外的認識，原來謊言是有顏色的，因為有「白色的謊言」，年少時是未曾聽過！

這「白色的謊言」被理解為「善意」的大話，因著別人的好處，不把事實表明，而作

出了另一不同的內容表達，意圖為對方帶來「好」的結果。這樣，說謊就不再的錯的

事？更有聽過，謊言用白色來形容，因為這說話有如白色般是「純潔/聖潔」！不知

大家的看法如何？ 

 

成長中更學到，「直腸直肚」說話的人，是不夠「成熟」，要學習說話技巧，圓滑一點，

這才能與周圍的人建立好關係，作事也事半功倍。圓滑的說話是否也包括「白色的謊

言」？ 

 

不知大家有沒有留意聖經是如何評價謊言？舊約利未記兩次提不可說謊 (利 6:3; 

9:11)，箴言有 18 次對謊言作負面的評價。大先知書 32 次，小先知 13 次指責謊言或

虛謊。新約聖經更有這樣的論述(約翰福音 8 章 44 節)； 

 

「你們是出於你們的父魔鬼，你們父的私慾，你們偏要行。他從起初是殺人的，不守

真理，因他心裏沒有真理；他說謊是出於自己，因他本來是說謊的，也是說謊之人的

父。」 

 

說謊在聖經中是嚴重的罪，更是迷惑世人、迷惑世界的罪。何解今日的人，甚至在信

徒之間可以看得如此的輕，接受謊言可以是「白色」的呢？我們在電視中看到不同的

議員、代表政府的官員在說謊，我們又如何看他們？是不以為然，還是理所當然？ 

 

陳志輝先生 

（待續） 



 

 

二零一六年九月十八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八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詩篇 79 篇 9, 13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拯救我們的神啊，求你因你名的榮耀幫助我們！ 

  為你名的緣故搭救我們，赦免我們的罪。 

應：這樣，你的子民，你草場的羊，要稱謝你，直到永遠； 

  要述説讚美你的話，直到萬代。 

3. 讚美 ...............................擁戴我主為王 (生命聖詩 9 首) ............................ 眾  立 

1) 擁戴我主為王，聖羔在寶座上，請聽天上歌聲悠揚，樂聲壓倒羣響， 

我靈速醒同唱，頌主為我受傷，歡呼祂為至大君王，千秋萬歲無疆。 

2)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仁愛之王，祂手祂足肋旁受傷，今仍顯明天上， 

何等奇妙奧祕，發出榮美光芒，天使驚奇不敢仰視，一同俯首頌揚。 

3)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和平之王，普天之下戰爭停息，和平統治四方， 

遍地禱頌聲揚，國權萬世永長，美花環繞曾受傷足，朵朵歷久芬芳。 

(間奏) 

4) 擁戴我主為王，祂是萬世之王，宇宙天體乃主創造，榮美無可比量， 

齊來頌讚救主！祢曾為我受死，讚美之聲永不止息，永遠感恩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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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祢的信實廣大 (生命聖詩 18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耶利米書 8 章 18 節至 9 章 1 節 ............................ 眾  坐 

路加福音 16 章 1-13 節 

7. 獻詩 ...........................一主一神恩賜多 (普天頌讚 502 首) ........................ 詩  班 

8. 奉獻 .............................我何等愛耶穌 (生命聖詩 302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啟示錄 2 章 8-11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與中國教會同行 ......................................... 眾  坐 

11. 回應 ........................ 主，我願忠心於祢 (生命聖詩 348 首) ...................... 眾  立 

1) 主，我願忠心於祢，賜我能力，賜我能力， 

主，我願與祢同行，時刻不息，時刻不息。 ** 

2) 主，賜祢火熱的心，住我心內，住我心內， 

賜我祢善良性情，脱離諸罪，脱離諸罪。  ** (間奏) 

3) 我每日要如此行，祢意必遵，祢意必遵， 

惟獨耶穌，惟有祢，充滿我心，充滿我心。 ** 

** 我願跟祢腳踪行，遵祢命令，遵祢命令； 

道路上若遇荊棘，導我前行，前行。 



 

 

 

 
12. 家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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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遠東廣播張連有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今天家庭團契聚會組別為中學級子女的橄欖組，請參加肢體一時到副堂

集合。下主日為哪噠組家庭團契聚會。 

4) 下主日 25/9 上午 10:30 於教會禮堂舉行本年度兒主結業暨升班典禮，恭

請所有家長蒞臨觀禮，共證主恩。 

5) 2016-2017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10 月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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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目名稱 導師 

基礎 探索、成長、經歷主 鄧綺雯姑娘 

中級 智慧箴言 孔啟源先生 

進階 基督教倫理學 麥志成牧師 

周四主日學 認識崇拜、齊來崇拜 麥呂曼珍師母 

初中主日學 我要傳福音 劉皓然弟兄 

高中主日學 我要傳福音 梁小儀姊妹 

6) 本年第二次洗禮班將於 10 月 2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12 月 25 日

洗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7) 由 10 月 4 日起，逢週二晚上 7:30，麥牧師在副堂舉行祈禱查經班，研讀

《傳道書》，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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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Interlude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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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張連有先生 張連有先生 尚佩冰牧師 尚佩冰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周鈺貽姊妹 林湛基弟兄 周鈺貽姊妹 黃翰濤弟兄 陳　諾弟兄 李英楠姊妹 陳　諾弟兄 蔡小鳳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潘裕圖弟兄 林溢輝弟兄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林美荃姊妹 陳雅媛姊妹

招待: 葉翠蓮姊妹 陳惠霞姊妹 張慧清姊妹 康　全弟兄 何艷愛姊妹 趙惠蘭姊妹 梁淑敏姊妹 温寶儀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孫俏娟姊妹 方子仁弟兄 丘嘉敏姊妹 葉蔓菲姊妹 袁麗娟姊妹 譚建偉弟兄 林小蓮姊妹

當值: 高燕萍姊妹 黃瑞玲姊妹 羅志威弟兄 朱麗麗姊妹 甄志賢弟兄 陳惠霞姊妹 黃香娣姊妹 林禮標執事

影音: 郭浩賢弟兄 周　溢弟兄 許偉賢弟兄 柯綽瑤姊妹 陳貽添執事 何淑怡姊妹 黃曉媚姊妹 夏振傑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雷偉勝執事 陳永祐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林月娥姊妹 楊彥君姊妹

插花: 潘燕玲姊妹 葉玉娥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梁振平弟兄 呂君達弟兄 梁振平弟兄 呂君達弟兄

司琴: 陳曉晴姊妹 劉己惠姊妹 陳曉晴姊妹 劉己惠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陳　諾弟兄 黃浩恩弟兄 區惠娟姊妹

温柔: 黃麗堅姊妹 麥穎珊執事 麥永佳姊妹 黃麗堅姊妹 麥穎珊執事 麥永佳姊妹

和平: 黃斯南姑娘 蕭桂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何艷愛姊妹 黃斯南姑娘 蕭桂蘭姊妹 陳可媚姊妹 何艷愛姊妹

喜樂: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陳敬蓮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暫　停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暫　停 周寶頤姊妹 范煥蓮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九主日（綠）(9月25日) 聖靈降臨節後第十八主日（綠）(9月18日) 

本月奉獻累積: $282,498  (包括發展及購堂: $3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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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799

本週獻花: 何晉輝弟兄、麥淑容姊妹、許偉賢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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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6年8月 總數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451,025         386,575   4,250       7,800       7,000       6,000       39,400         

現金支出 543,314         451,358   21,000     16,580     6,000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92,289)         (64,783)    (16,750)    (8,780)      1,000       1,000       (3,976)          

月底現金結存 1,426,538      399,011   397,770   628,078   (17,800)    10,000     9,479           

月底未償還貸款 3,645,868      

2016年8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  財務摘要  ********************************************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