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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實 

 

  1952 年，史懷哲醫生（Albert Schweitzer）獲頒諾貝爾和平獎，在瑞典皇室為他

設的晚宴上，其中一道菜是瑞典人的美食鯡魚，史懷哲醫生卻吃不消那味道，又不敢

拒絕以免別人誤會他無禮，於是就在皇后轉過頭的一刻，迅速的把鯡魚放入口袋去，

皇后見他的碟子那麼快就清空了，以為他很喜歡鯡魚，就問他還要多一點嗎？ 

 

  Piero Ferrucci 在他的 the power of kindness 一書中，指出表面上誠實比說謊還要

不自在，不過這個小小的謊言，卻困擾了史懷哲很長的日子，過了多年他不得不揭露

真相，作者就問究竟有多少人口袋裡仍有鯡魚。作者引測謊機之所以有效，是因為人

本來就不習慣說謊，說起謊來身體就會發出訊息，而且說實話的人，特別是那些自我

中心的人，有研究指他們比其他人更長壽，大概因為他們不會顧慮別人的期望，所以

就活得快樂、健康一點，雖然有些極端，但重點卻是誠實。 

 

  在兒童故事 George and Martha 中，兩隻河馬好朋友，Martha 預備了她最愛的豌

豆湯，可是 George 卻一點興趣也沒有，但沒有勇氣說出來，於是就靜靜的把湯倒入

他的鞋裡，結果卻被 Martha 發覺，經過一輪尷尬的對話，相方同意大家既然是朋友，

就應該向對方說實話，作者認為只要有智慧和策略，誠實是不會做成壓力，反而是最

仁慈的行為，所以音樂老師應該老實的勸告沒有天份的學生，找另外一些興趣吧，開

始時學生可能有點不高興，不過以後他就知道要走的方向，這不就是仁慈麼？基於禮

貌而隱藏真相，只會令人覺得被低估，不能應付自己的問題。 

 

  誠實也表示我們知道問題所在，而不是隱藏逃避，有時候甚至會把我們的關懷、

好意、原本的思想都隱藏起來，當然這可能是不想別人受壓，或出於禮貌，更多時候

是為了保護自己，其實只會把自己最美好的一面隱藏起來，雖然內斂有時候是合宜

的，作者作為一個心理治療師，當聆聽了求助者的故事，不會掩飾自己的情緒，他認

為誠實可以與別人建立關係，也就是心理治療的要素。 

 

  這本書是團契元旦交換禮物得來的，當中不少議題都富爭論性，耶穌也教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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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如何實

行，看來還有很多討論空間。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七年二月十九日主日崇拜程序 

顯現後第七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利未記 19 章 1-2, 17-18 節................................. 眾  立 

啟：耶和華對摩西説：「你曉諭以色列全會眾説： 

  你們要聖潔，因為我耶和華－你們的神是聖潔的。 

應：不可心裏恨你的弟兄；總要指摘你的鄰舍，免得因他擔罪。 

  不可報仇，也不可埋怨你本國的子民，卻要愛人如己。我是耶和華。」 

3. 讚美 .................................. 歌頌主愛 (生命聖詩 67 首) ............................... 眾  立 

1) 我要頌主大慈愛，口舌永説不盡；甘願擔當我重刑，流血贖我罪身； 

將我污穢洗潔淨，日日與神親近；身靈安居主愛裏，永遠滿足我心。 

主的愛滿足我心，主的愛滿足我心， 

何等長闊高深，令我稱頌歡欣，主的愛滿足我心。 

2) 我要頌主大慈愛，與眾聖同歌吟；欣感主愛激勵我，滿心火熱如焚； 

甘願與我為密友；彼此靈交日親；情意最厚恩無盡，越久主愛越深。 

主的愛越久越深，主的愛越久越深， 

猶如大海汪洋，我要時時歌唱，主的愛越久越深。 (間奏) 

3) 我要頌主大慈愛，遠超我的心願；從主莫測之豐富，充滿，無量充滿； 

永遠沈潛主愛中，時刻有新體驗；愛我終必愛到底，主愛永不改變。 

主的愛永不改變，主的愛永不改變， 

從永遠到永遠，我要歡聲稱頌，主的愛永不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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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 思慕耶穌 (生命聖詩 77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詩篇 103 篇 1-13 節 (和合本修訂版) ........................ 眾  坐 

馬太福音 5 章 38-48 節 

7. 獻詩 ......................................... 祢是王、天地讚美 ....................................... 兒童詩班 

8. 奉獻 ...............................耶穌不改變 (生命聖詩 279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創世記 25 章 19-34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輕看名份的以掃 ......................................... 眾  坐 

11. 回應 .............................基督滿足我心 (生命聖詩 285 首) .......................... 眾  立 

   1) 主基督裏我已尋見，我所久望平安， 

 前未經歷的大喜樂，惟主能賜給我。 ** 

   2) 前我渴想世間樂福，卻不尋求基督， 

 雖我曾將救主忽略，主愛卻臨及我。 ** 

默想：3) 我曾來到破裂水池，希望痛快飽飲， 

 池中的水全都漏失，令我蒙羞呻吟。 ** 

   4) 世福落空我心傷悲，卻未為主落淚， 

 直到心眼主為我開，始見上主慈愛。 ** 

   ** 惟主基督滿足我心，並無何人像祂， 

 仁愛生命，永遠喜樂，由主耶穌賜下。 



 

 

 

 
12. 家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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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香港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張祥志先生蒞臨本堂證道！ 

3) 本堂於 2 月 26 日下午 2 時 30 分在禮堂播放余德淳博士與翁偉微導演合

作的新製作「打機王」親子電影，電影後有資深 EQ 訓練顧問陳冠浩先生

專題：「教反叛兒的方法」，詳情請留意海報。 

4) 晚間主日學課程：「進入生命的週期」，日期：1/3-25/5，時間：逢週四晚

8 時至 9 時半(除第一堂 1/3 於週三晚上堂)，簡介：藉新、舊約的經文思

考永恆神在創世以先為人類預備的普世救贖，並進深認識救主受難之意

義與我及教會的關係；透過反省和默想操練與提昇屬靈生命的敏感度之

同時，也認識歷代教會記念主受苦的禮儀和相關的音樂與詩歌創作。歡迎

報名，一起學習。 

5) 差傳佈道部將於 3 月 5 日下午 2 時舉辦內地事工講座，講員為張連有先

生，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6) 本年第一次洗禮班將於 3 月 26 日午堂後 2:00 開始，凡有意於 6 月 4 日洗

禮者請填寫報名表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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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En Grand Jea by Jean-Francois Dandrieu (c.1682-173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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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祥志先生 張祥志先生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主席: 潘結琼姊妹 潘結琼姊妹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讀經: 連思樺姊妹 陳朝發弟兄 連思樺姊妹 徐俊榮弟兄 陳　諾弟兄 連卓欣弟兄 陳　諾弟兄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潘裕圖弟兄 甄樂陶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陳雅媛姊妹 林溢輝弟兄

招待: 楊妙玲姊妹 鄭倩雲姊妹 康　全弟兄 周寶頤姊妹 林文蓮姊妹 黃瑞玲姊妹 黎美滿姊妹 温寶儀姊妹

司事: 李翠碧姊妹 李雪葵姊妹 譚建偉弟兄 雷瑞玉姊妹 袁麗嬋姊妹 辛列卿姊妹 邱頌詩姊妹 李麗梅姊妹

當值: 戴志遠弟兄 麥淑容姊妹 鄧民亮弟兄 呂君達弟兄 温麗儀姊妹 曾偉珩弟兄 楊彼得弟兄 余穎欣姊妹

影音: 陳貽添弟兄 梁睿熙弟兄 呂進雄弟兄 陳喜洋弟兄 陳朝發弟兄 李雪葵姊妹 陳國榮弟兄 柯綽瑤姊妹

執事: 李燕怡執事 呂潔儀執事 余文耀執事 林禮標執事

司數: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插花: 鄭穎儀姊妹 葉玉娥姊妹

幼兒崇拜 幼兒崇拜

主席: 孔啟源先生 孔啟源先生 鄧美葆姊妹 鄧美葆姊妹

司琴: 譚柏朗弟兄 譚柏朗弟兄 葉海婷姊妹 葉海婷姊妹

兒童主日學 兒童主日學

信實: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區惠娟姊妹 梁振平弟兄 朱美儀姑娘

温柔: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張瑞儀姊妹 林淑容姊妹 麥穎珊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劉小麗姊妹

喜樂: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王躍鑫姊妹 李芷珊姊妹 鍾偉貞姊妹 林笑寶姊妹 郭小姬姊妹 李芷珊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蔡　舒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潘結琼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主登山變像主日（綠）(2月26日) 顯現後第七主日（綠）(2月19日) 

本月奉獻累積: $326,589  (包括發展及購堂: $30,900)

每月奉獻目標: $55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 $4.3萬)

上週奉獻總數: $126,622

本週獻花: 何晉輝弟兄、張淑敏姊妹、黃浩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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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體

2017年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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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9,029         552,979      7,600       17,000     3,000       850          67,600         

現金支出 522,834         463,749      100          1,339       -               5,000       52,646         

現金淨流入/(流出) 126,195         89,230        7,500       15,661     3,000       (4,150)      14,954         

月底現金結存 1,381,444      269,948      413,870   683,821   3,000       (4,150)      14,954         

月底未償還貸款 3,460,430           2017年1月份現金流量表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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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基金分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