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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咪當食生菜」1 
 

  月中，因著三位候任立法會議員宣誓時，將誓詞「變更」、「加料」，結果被裁定宣誓
無效，那三位候任議員所作出的行為，以致報章社評把當天立法會形容為「立法會最醜惡
一天」。2後來另一候任議員，被發覺宣讀誓詞時「減料」，所以他去信立法會秘書處，要
求重新宣誓。及後再有一位候任議員被主席判定宣誓無效，要他重新申請才可再次宣誓。 

 

  「我的弟兄們，最要緊的是不可起誓。不可指著天起誓，也不可指著地起誓，無論何誓
都不可起。你們說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免得你們落在審判之下。」（雅 5：12） 

 

  張略在他的著作《雅各書註釋》中指出： 

 

起誓是當事人為確立自己所言的真實性，而指著比自己超越的作證，很多時
候，起誓會附上若當事人是說謊不忠誠，會為他帶來甚麼樣的刑罰。這不只關
乎個人誠信，亦涉及群體成員之間能否建立互信，是群體能團結一起邁向完
全的關鍵。3 

 

  當人們缺少了互信，見面時情緒總容易被牽動。有趣的是，在情緒不穩定，不論是喜、
怒、哀、樂，竟是最容易發誓的時候，也是最容易發錯誓的時候。就如士師記二十至二十一
章記載，以色列人起來在怒氣中（又或在義怒中）攻打便雅憫支派，殺了他們二萬五千人，
並在耶和華面前發誓，不將女兒給便雅憫人為妻。等到他們的怒氣消退，就在伯特利坐在
耶和華面前放聲痛哭，後悔他們之前所起的誓。另外，馬可福音 6：21-29 記載，分封王希
律生日，希羅底的女兒在眾人面前跳舞，希律歡喜，便起誓應許隨她所求的給她，以致殺了
施洗約翰，反令自己憂愁。因此當情緒被激動，就不要起誓了，免得缺乏誠信而要受到上帝
的審判。 

 

  記得主耶穌山上寶訓的話嗎？祂說「你們又聽過有對古人說：『不可背誓，所起的誓總
要向主謹守。』但是我告訴你們：甚麼誓都不可起。不可指著天起誓，因為天是神的寶座。
不可指著地起誓，因為地是他的腳凳；也不可指著耶路撒冷起誓，因為耶路撒冷是大君王
的京城。又不可指著你的頭起誓，因為你不能使一根頭髮變黑變白。你們的話，是，就說
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太 5:33-37，和修本） 

 

孔啟源先生 

                                                 
1  何解俗語用「發誓當食生菜」，我找不到合心意的解䆁，如若你知道其來源出處，請告知我啊！ 
2  大公網 10 月 13 日，「社評：全港市民怒斥立法會最醜惡一天！」，參網頁：

http://www.takungpao.com.hk/opinion/text/2016/1013/30444.html 
3  張略，《雅各書註釋》，香港：基道出版社，2008 年，307-308 頁。 



 

 

二零一六年十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三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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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65 篇 5, 8, 11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立 

啟：拯救我們的神啊，你必以威嚴秉公義應允我們； 

  地極和海角遠方的人都倚靠你。 

應：住在地極的人因你的神蹟懼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歡呼。 

合：你以恩惠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油脂。 

3. 讚美 ................................... 三一來臨 (普天頌讚 3 首)................................. 眾  立 

1) 懇求聖父來臨！容我讚美主名，高歌尊崇！ 

惟主無上尊榮，惟主完全得勝，求主統治我們，亙古真神！ 

2) 懇求聖子來臨！顯祢利劍大能，側耳俯聽！ 

賜福施恩子民，聖道振興顯明，頒賜正義公平，救主良朋！ 

3) 懇求聖靈來臨！顯出神聖見證，感化眾人！ 

惟主至尊全能，懇求統治眾心，永不離開我們，大能聖靈！ (間奏) 

4) 聖父、聖子、聖靈當受萬民頌稱，永世無窮！ 

但願榮耀座前歡然瞻仰聖明，愛慕尊崇敬獻，直到永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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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高舉主大能 (普天頌讚 114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約珥書 2 章 23-32 節 ..................................... 眾  坐 

路加福音 18 章 9-14 節 

7. 獻詩 ............................. 上主慈愛 (普天頌讚詩 105b 首) ........................... 詩  班 

8. 奉獻 ...........................願主更新、塑造 (普天頌讚 533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雅各書 2 章 14-26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看得到的信心 ........................................... 眾  坐 

11. 回應 ........................ 願我信心永不退後 (生命聖詩 294 首) ...................... 眾  立 

1) 願我信心永不退後，仇敵壓迫不慌，縱有苦難災禍當前，心中亦不驚惶。 

2) 倘因管教遭受責打，心中毫無怨言，倘遇痛苦或是憂傷，緊靠父神胸前。 

3) 每遇狂風暴雨來侵，願我信心加增，黑暗之中疑惑不生，臨危全無恐驚。 

(間奏) 

4) 世人厭棄心不動搖，譏笑也不在意，煩惱苦海不能淹没，不中撒但詭計。 

5) 求主賜我無比信心，任遭何事不畏，雖在今世亦能嘗到永生天恩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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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友大會及 2017 及 2018 年度執事選舉於今主日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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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青成主日

學及兒童詩班暫停一次。於 101 室有兒童托管服務。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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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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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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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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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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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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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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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教會已經聘請朱美儀姑娘為本堂傳道，朱姑娘已於 10 月 16 日到任，請為

她適應禱告。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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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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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求主作我光 (普天頌讚 561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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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鄧綺雯姑娘 鄧綺雯姑娘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主席: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林恩庭姊妹 陳朝發弟兄 林恩庭姊妹 徐俊榮弟兄 李芷珊姊妹 顧建德弟兄 李芷珊姊妹 梁麗珠姊妹

司琴: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雅媛姊妹 潘裕文姊妹 林溢輝弟兄 劉己惠姊妹 林溢輝弟兄 劉己惠姊妹

招待: 黃瑞玲姊妹 鄧柏齡弟兄 温寶儀姊妹 陳可媚姊妹 林笑寶姊妹 林文蓮姊妹 梁淑敏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司事: 蔡月媚姊妹 劉　匡姊妹 莫雪貞姊妹 李麗梅姊妹 袁麗嬋姊妹 柯思敏姊妹 梁廣深弟兄 麥寶儀姊妹

當值: 余文耀執事 周錦照弟兄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張漢榮執事 葉德誠弟兄 羅志威弟兄 惲保羅弟兄

影音: 梁志強弟兄 李育如姊妹 雷偉勝執事 楊芷瑩姊妹 曾偉珩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插花: 林義妹姊妹 葉玉娥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領詩: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敬因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陳卓欣姊妹 潘裕圖弟兄 毛家寧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李寶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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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穎珊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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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四主日（綠）(10月30日) 聖靈降臨節後第二十三主日（綠）(10月23日) 

常費 : 丘嘉敏姊妹 5000 主知名h305 4000 主知名h457 4000 主知名i059 400 主知名j068 2010

主知名j426 4000 主知名J478 500 主知名j489 7000 主知名j986 100 主知名j987 350

主知名k017 2000 主知名K022 500 主知名k027 200 何美蘭姊妹 4000 李建業弟兄 1200

梁偉寧弟兄 500 陳章浩弟兄 1000 陳惠玲姊妹 3000 陳醮英姊妹 350 溫燕玲姊妹 500

趙惠儀姊妹 2000 劉瑞琼姊妹 400 羅志威家庭 1000

慈惠 : 主知名K022 500

感恩 : Fiona Mok 200 丘嘉敏姊妹 2000 主知名h235 1000 主知名i752 200 主知名j426 1000

主知名j489 2000 主知名j593 500 主知名j997 2000 主知名K022 1000 吳兆隆弟兄 9000

劉匡姊妹 200 劉瑞琼姊妹 200 羅志威家庭 500 譚慧冰葉卓林 200

發展 : 主知名i535 500 陳永祐夫婦 8000 雷偉勝夫婦 4500

差傳 : 主知名i535 500 主知名k027 1000

神學生 : 主知名h457 4000 主知名K022 500

本月奉獻累積: $432,990  (包括發展及購堂: $5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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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2,689

本週獻花: 顧建德夫婦、朱滔聰夫婦、余文耀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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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6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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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7,721         383,521   4,000       1,500       4,000       500          64,200         

現金支出 510,364         457,988   1,000       -               3,000       5,000       43,376         

現金淨流入/(流出) (52,643)         (74,467)    3,000       1,500       1,000       (4,500)      20,824         

月底現金結存 1,373,895      324,544   400,770   629,578   (16,800)    5,500       30,303         

月底未償還貸款 3,608,995      

2016年9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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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