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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愛說謊(二) 

 
上次提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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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看得如此的輕？」當我們嘗試用聖經的教導回應說謊的問題時，有兩段「經典」
的經文常被引用到； 
 
約書亞記 2:1-6：喇合把約書亞打發來窺探耶利哥的探子藏在房頂的麻稭當中，卻向
王派來捉拿探子的人說，他們在關城門的時候走了。 
 
撒母耳記上 16:1-5：神吩咐撒母耳往伯利恆膏立耶西的一位兒子作王，撒母耳回應若
掃羅聽見，必要殺他！神吩咐撒母耳向掃羅提出要向神獻祭，到時邀請耶西來吃祭
肉，神就會指示他當行的事。 
 
在網上也有討論到這兩段經文，指出這是否說明聖經也支持說謊沒有問題？ 
 
「喇合」的情況，在上星期的講道中已有說明。在約書亞記 2:12，清楚看到喇合只是
想到自己及家人的安危，而作出她個人的決定，以謊言騙走耶利哥王派來的人，以換
取約書亞攻取耶利哥城後一家都得以保存性命。希伯來書提及喇合的信心(來 11:31)，
所指的信心應該是(書 2:9-11)喇合已認定耶和華是天上地下的神，所以善待探子。而
且聖經從來沒有認為喇合所用的方法及所說的謊言是正確，這只是她個人的決定，甚
至可以說這方法是不當，只是結果救了兩位探子。神要救這兩位探子，可以有別的方
法。但對喇合來說，可能她也未懂如何尋問神！ 
 
至於撒母耳要去膏立耶西兒子一事(日後的大衛王)，網上有這樣的回應「神要撒母耳
去伯利恆獻平安祭，根據當時以色列人的習慣，獻平安祭，當地人是可以一起來分享
祭肉的；利用分享祭肉的機會，膏新的王。因著神的智慧，撒母耳沒有說謊，也完成
神交付的使命。」 
 
我也認為這不是說謊問題，而是有沒有把所有的資料說明的問題，不同於喇合說出不
真實的事。說個比方，在婚禮中，有人問及：「新娘美不美？」當回者應沒有將所有
資料提出，你會認為他在說謊嗎？ 
 
結論是喇合用了自己不當的方法，即說謊來回應；而撒母耳的獻祭屬於另一問題，不
能用以指出聖經也支持可以說謊。 
 

陳志輝先生 



 

 

二零一六年十月十六日聖樂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頌讚三一神 (普天頌讚 809 首) ............................ 眾  立 

1) 頌讚上主萬福之源；頌讚基督救贖恩洪； 

頌讚聖靈，我保惠師；崇敬至尊三一真神。 

3. 宣召 ..................... 詩篇 119 篇 97-98, 104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我何等愛慕你的律法，終日不住地思想。 

應：你的命令常存在我心裏，使我比仇敵有智慧。 

合：我藉着你的訓詞得以明白，因此，我恨惡一切虛假的行徑。 

4. 讚美 .................................. 主治萬方 (生命聖詩 16 首) ............................... 眾  立 

1) 日月所照萬國萬方，耶穌必為統治君王； 

東西南北海洋極岸，主國普及永久無疆。 

2) 各處各方萬族萬民，共享主愛歌頌不停， 

嬰孩也來同聲讚美，及早頌揚救主聖名。 

3) 在主治下多蒙福樂，罪人跳出捆綁束縛， 

倦者能享永恆安息，豐盈富足賜與貧者。 (間奏) 

4) 受造羣生皆當奮興，特向君王尊崇致敬， 

天使不停歌頌歡欣，地上萬民同應阿們。 

表彰我主大能 (生命聖詩 15 首) 

4) 我靈，我心，宣揚榮耀聖道，應許穩固堅定，恩惠至豐； 

我靈，我心，永遠宣揚我主，述説祂大能大德永無窮。 

5. 頌禱 .............................常年期 (普天頌讚 318 首禱文二) .......................... 眾  立 

6. 歌頌 .................................. 殿中敬拜 (生命聖詩 24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路加福音 18 章 1-8 節 .................................... 眾  坐 

提摩太後書 3 章 14 節至 4 章 5 節 

8. 獻詩 ..................... 傳揚喜訊腳步何佳美 (詠讚聲浩五 24 頁) ................... 詩  班 

9. 奉獻 ................................. 樂頌神恩 (生命聖詩 307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約翰福音 4 章 1-42 節 .................................... 眾  坐 

11. 信息 ..................................... 基督──崇拜的教導者 ................................... 眾  坐 

12. 回應 .................... 光輝、生命、恩典之日 (普天頌讚 370 首) .................. 眾  立 

1) 這天神言開展創造：大光傾注大地四周， 

求主今使明光普照，充滿眾靈聖輝榮耀。 

2) 這天我主救贖功成：十架捨命、復活得勝； 

懇求耶穌興起百姓，釋放罪奴出死入生。 

3) 這天上主聖靈降臨，火舌熾熱振奮人心； 

聖靈，今天求進我心，賞賜禱告、聆聽之恩。 (間奏) 

4) 光輝、生命、恩典之日，我眾聚集敬拜合一， 

念主慈愛神聖此刻－甘願向主再獻活祭。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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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香港聖樂促進會會長譚靜芝博士蒞臨本堂證道！ 

3) 會友大會及 2017 及 2018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下主日 10 月 23 日早上 10:30

舉行，請會友準時出席，會友大會議程及執事候選名單已張貼於接待處。

是日青成主日學及兒童詩班暫停一次。於 101 室有兒童托管服務。 

4) 10 月 25 日（星期二）下午 2 時至 3 時半醫療衛生講座：流感大流行（大

腸癌篩查計劃），衛生署會派員主講，歡迎 60 歲或以上長者參加。 

5) 兒童義工培訓：幼童崇拜導師培訓班將於 5/11、12/11 下午 2:30-4:00 在副

堂舉行，培訓內容為領唱技巧、說故事技巧及認識崇拜真義。歡鼓勵現職

事奉人員及有志裝備事奉的肢體報名參加。 

6) 本年周年神學講座於 11 月 5 日（六）晚上 8:00-9:45 在本堂舉行，題目：

道在人間。邀請了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主任，陳國權牧師主講，歡

迎各弟兄姊妹出席。詳情可參海報或向孔先生查詢。 

7) 24/12 平安佳音綜合晚會，詩班將獻唱「偉大真光」曲集。現招募肢體參

與獻唱，請有志於以頌聲傳播主誕降的肢體報名加入練唱的群體。(練詩

日期及時間 11 月 12 日、19 日、26 日、12 月 3 日、10 日、17 日、24 日，

週六晚 6-7 時。獻唱者均需出席練唱 5 次或以上。詳情參閱海報。) 

8) 青少年崇拜計劃於 11 月開始，暫定上午 11:15 至 12:00 於康樂室進行，

請為「青崇」事工的安排代禱。請有青少子女的家長多加鼓勵他們參加。 

9) 教會為配合事工安排，執事會議決將 101 至 103 室之間隔打通，現已聘請

承建商，工程費用約十七萬，施工日期為 10 月 24 至 11 月 5 日，請弟兄

姊妹留意，注意出入安全及為此禱告、奉獻支持。 

10) 教會冷氣系統保溫膠喉，發現有漏水情況，現籌劃更換全教會冷氣系統保

溫膠喉，請弟兄姊妹為此祈禱。 

11) 2017 年鮮花奉獻表已張貼於接待處，請奉獻者認獻。奉獻金額為$250 或

以上。 

12) 執事會於 10 月 19 日(三)晚上 8:00 舉行會議，請執事預留時間出席，求主

賜智慧共商聖工。 

13) 教會已經聘請朱美儀姑娘為本堂傳道，朱姑娘今天到任，請為她適應禱告。 

14) 本堂會友歐陽仲偉弟兄安息禮定於 10 月 24 日晚上 7:30 在世界殯儀館明

愛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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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殿樂 .................... Allegro Maetoso E Vivace by Mendelssohn .................. 眾  坐 

 

默禱、散會 



 

 

 
 

 

 
 

 

聚會時間  歡迎查詢參加 

星期二   星期六   主日 

以諾長者團契 2:00 pm       主日崇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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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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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   基督少年軍 2:00 pm-4:30 pm   兒童主日學(早堂) 09:00 am-10:15 am  

長者查經班 3:0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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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靜芝博士 譚靜芝博士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主席: 麥呂曼珍師母 麥呂曼珍師母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讀經: 雷書昊弟兄 林燕芬姊妹 雷書昊弟兄 呂潔儀姊妹 林恩庭姊妹 陳朝發弟兄 林恩庭姊妹 徐俊榮弟兄

司琴: 陳卓恩姊妹 陳卓恩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楊美美姊妹 李燕怡姊妹 康　全弟兄 周寶頤姊妹 黃瑞玲姊妹 鄧柏齡弟兄 温寶儀姊妹 陳可媚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呂玉潔姊妹 温寶儀姊妹 鄭慧芝姊妹 蔡月媚姊妹 劉　匡姊妹 莫雪貞姊妹 李麗梅姊妹

當值: 温麗儀姊妹 曾偉珩弟兄 鄧民亮執事 徐俊榮弟兄 余文耀執事 周錦照弟兄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蔡加德弟兄 梁睿熙弟兄 劉焯凡弟兄 鄭心怡姊妹 梁志強弟兄 李育如姊妹 雷偉勝執事 楊芷瑩姊妹

執事: 張漢榮執事 雷偉勝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楊明麗姊妹 林義妹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錢敏琪姊妹 潘結琼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梁頌康弟兄 陳卓欣姊妹 潘裕圖弟兄 陳卓欣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吳綺薇姊妹 梁振平弟兄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梁振平弟兄

温柔: 文玉玲姊妹 文玉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文玉玲姊妹 麥穎珊執事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陳翠華姊妹 李潔蘭姊妹 林溢敏姊妹 吳碧珠姊妹

喜樂: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黃鑾鳳姊妹 鍾偉貞姊妹 郭小姬姊妹 王躍鑫姊妹

仁愛: 暫　停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暫　停 周潔頤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三主日（綠）(10月23日)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二主日（綠）(10月16日) 

本月奉獻累積: $340,301  (包括發展及購堂: $3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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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6,974

本週獻花: 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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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