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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人當道—箴言書選讀 
 

 

 想不到箴言有關惡人的經文竟然不少，數來約有 81 節，看來「惡人」的問題自古就很

嚴重，惡人之所以叫人咬牙切齒，是因為他們卑鄙的行為，箴言的作者就教訓讀者：「我兒

啊，停止聽那叫你偏離知識言語的教導。卑劣的見證嘲笑公平，惡人的口吞下罪孽。」

（19:27,28）惡人最善於扭曲道理，只要是合乎自己的利益，就算顯淺如一加一，在他們口

中也可以不是等於二，因為他沒有羞恥的心「惡人臉無羞恥；正直人行事堅定」（21:29）只

會用惡毒的說話來對付堅守公義的人，「義人的心思量應答；惡人的口吐出惡言。」（15:28）

惡人從沒有憐憫之心，只能以邪惡來形容「惡人的心渴想邪惡，他的眼並不憐憫鄰舍。」

（21:10） 

 

最令人氣憤的還是有些惡人卻偏偏坐在高位上，故此可以任意妄為，一般人就只能啞

忍，生活於無奈之中，「義人增多，民就喜樂；惡人掌權，民就嘆息。」（29:2）這些可惡的

領袖根本不在意百姓的困苦，「義人關注貧寒人的案情；惡人不明瞭這種知識。」（29:7），

他們「眼高心傲，就是惡人的燈，都是罪。」（21:4）自持擁有權力，就高傲得不聽百姓聲

音，當然這樣的管治最終也會自食其果「惡人被自己的罪孽抓住，被自己罪惡的繩索纏繞。」

（5:22） 

 

那麼我們應該疾惡如仇嗎？箴言的作者卻這樣說：「不要為作惡的心懷不平，也不要嫉

妒惡人」（24:19），「因為壞人沒有前途，惡人的燈也必熄滅。」（24:20），這不是來自人的抗

爭，而是來自神的審判，神豈會對惡人袖手旁觀？「耶和華不使義人捱餓；惡人所欲的，耶

和華必拒絕。」（10:3），我們只要警惕自己「你不要嫉妒惡人，也不要渴望與他們相處，因

為他們的心圖謀暴行，他們的嘴唇談論奸惡。」（24:1,2）神的公義必定會彰顯。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主日崇拜程序 

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二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宣召 ........................................ 詩篇 91 篇 14-16 節 ...................................... 眾  立 

啟：14 「因為他專心愛我，我要搭救他； 

  因為他認識我的名，我要把他安置在高處。 

應：15 他若求告我，我就應允他；他在急難中，我與他同在； 

  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貴。 

合：16 我要使他享足長壽，將我的救恩顯明給他。」 

3. 讚美 ................................. 我真歡樂 (生命聖詩 518 首) .............................. 眾  立 

1) 我真歡樂，因為天上父神在聖經中說明祂愛世人； 

聖經中所載奇妙事甚多，最寶貴的就是耶穌愛我。 ** 

2) 我雖遠行流蕩把主遺忘，主仍看顧不論我在何方； 

回到主慈愛懷中最穩妥，因我想起耶穌實在愛我。 ** (間奏) 

3) 當我將來朝見榮耀君王，那時我必選這詩歌高唱； 

這是我永遠要唱的詩歌：「何等奇妙，主耶穌竟愛我。」 ** 

** 我真歡樂，因耶穌愛我，耶穌愛我，耶穌愛我， 

我真歡樂，因耶穌愛我，耶穌竟然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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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這是天父世界 (生命聖詩 512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53 章 4-12 節 ................................... 眾  坐 

馬可福音 10 章 35-45 節 

7. 獻詩 ................................ 遠在太初前 (恩頌聖歌 76 首) ............................. 兒童詩班 

8. 奉獻 ...........................天父世界真美麗 (生命聖詩 514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哥林多後書 5 章 1-17 節 .................................. 眾  坐 

10. 信息 ............................................... 保羅的形像 ............................................. 眾  坐 

11. 回應 ................................. 非我惟主 (生命聖詩 372 首) .............................. 眾  立 

  1) 非我惟主，受人敬愛並尊崇，非我惟主，被人傳揚稱頌， 

   非我惟主，顯在言語和行動，非我惟主，顯在思想儀容。   ** 

  2) 非我惟主，溫柔和悅慰憂傷，非我惟主，將眼淚全抹乾， 

   非我惟主，苦惱重擔代擔當，非我惟主，消除一切恐慌。   ** 

默想： 3) 非我惟主，供給我一切需用，非我惟主，是我力量健康， 

   主，惟有主，關懷我身體心靈，主，惟有主，活出祢的生命。 ** 

  4) 主，惟有主，不久顯在我眼前，主，惟有主，極大榮耀可見， 

   主，惟有主，我所盼望都實現，主，惟有主，一切在祢裡面。 ** 

** 求主拯救我脫離自己，溶合在祢裡面， 

   今後活著不再是我，惟主活我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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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是士師記 10 至 16 章。弟兄姊妹只要登入

facebook 藍田堂專頁，自行參與便可，並可參考專頁內資料。 

3) 會友大會及 2019/2020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8 日(下主日)早上 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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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閣對出的

間隔上。當天兒童詩班改去 103 室舉行，青成年主日學暫停一次。 

4) 11 月 4 日至 12 月 30 日的星期日上午 10:30-11:15 會有「福音研經課程」，

由郭小姬姊妹任教，弟兄姊妹請參閱電子屏幕或張貼於圖書櫃門的海報。報

名表已放於圖書櫃前的長枱上，歡迎初信者及對基督教信仰有興趣之朋友報

名參加。 

5) 本堂將於 11 月 1 日至 7 日（星期四至三）一連七天晚上 7:30 直播第 24 屆

培靈奮興大會，題目：「新人、新事、新動力」，由基督教香港崇真會榮休總

牧羅祖澄牧師主講，歡迎弟兄姊妹參加。 

6) 為推展學生福音事工，誠邀弟兄姊妹於今年 11 月至明年 1 月期間擔任興趣

班導師，於主日下午 2:30-4:30 教授下列其中一項活動，如美食製作、DIY

飾物、手繪漫畫、體感運動、體適能訓練等，每項興趣班 2-3 堂，弟兄姊妹

可向陳志輝傳道查詢相關詳情。 

7) 尚牧師榮休晚宴定於 2018 年 11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舉行，席設啟田百匯

酒家，每位費用$200，65 歲或以上長者及 18 歲或以下學生每位費用$100，

歡迎報名參加，截止日期為 11 月 4 日(報名人數以當日已繳款作實，不設後

補。) 

8) 本堂將於 11 月 24 日（星期六）晚上 8:00-9:45 舉辦神學講座，題目是 

「希伯來書 ─ 真像與影子」，由香港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何善斌博士主

講，歡迎弟兄姊妹參加，詳情請參閱海報。 

9)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舉行，有意申請轉會禮及嬰孩奉

獻禮者，請填寫表格連同近照交回辦公室。 

10) 會友陳卓彥弟兄及關丹萃小姐訂於今天下午 2:30 在九龍佑寧堂(佐敦道 4 號)

舉行婚禮，誠邀弟兄姊妹出席，共證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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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Grand Chœur ........................................... 眾  坐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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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麥志成牧師 麥志成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楊穎君執事 楊穎君執事 林禮標弟兄 林禮標弟兄

讀經: 陳　諾弟兄 顧建德弟兄 陳　諾弟兄 周家揚弟兄 柯綽瑤姊妹 馬君蕙姊妹 柯綽瑤姊妹 張金生弟兄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林美荃姊妹 梁頌康弟兄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陳卓恩姊妹 潘裕文姊妹

招待: 張潔綾姊妹 張穎明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林文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康　全弟兄 鄭美珍姊妹

司事: 黃寶強弟兄 呂玉潔姊妹 文玉玲姊妹 黃菁菁姊妹 譚富霖弟兄 柯思敏姊妹 羅志威弟兄 吳友蓮姊妹

當值: 余國培弟兄 黃翠屏姊妹 林禮標弟兄 古海劍弟兄 林景輝弟兄 朱麗程姊妹 曾建恆弟兄 劉柏堅弟兄

影音: 李建業弟兄 王月珊姊妹 呂進雄弟兄 柯綽瑤姊妹 張淑敏姊妹 陳卓欣姊妹 陳國榮弟兄 陳喜洋弟兄

執事: 余文耀弟兄 林殷宏執事 陳貽添執事 李婉貞執事

插花/司數: 林義妹姊妹 梁銘章弟兄 趙惠蘭姊妹 錢惠如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　- -　-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司琴: -　- -　- 朱天諾姊妹 朱天諾姊妹

讀經: -　- -　- 李俊翹小朋友 陳凱彤小朋友

司事: -　- -　- 梁諾希小朋友 許以信小朋友

信實: 吳綺薇姊妹 朱美儀姑娘 吳綺薇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朱美儀姑娘 李燕怡執事 劉小麗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黃鑾鳳姊妹 林溢敏姊妹 李笑歡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陳玉燕姊妹 葉翠蓮姊妹 葉翠妍姊妹 朱美儀姑娘 葉翠蓮姊妹

仁愛: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趙修培姊妹 林淑容姊妹 周潔頤姊妹 趙修培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三主日（綠）(10月28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二主日（綠）(10月21日) 

本月累積奉獻: $317,762  (包括發展及購堂: $40,997) 上週奉獻總數: $118,711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59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顧建德夫婦、余文耀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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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詳細已張貼於辦公室外) 2018年9月 常費 慈惠 差傳 神學生  神學教育 發展/購堂

奉獻及其他收入 555,979         489,489    5,140        1,350       4,000        5,000       51,000          

現金支出 564,019         508,643    1,000        -               6,000        5,000       43,376          

現金流入/(流出) (8,040)           (19,154)     4,140        1,350       (2,000)       -               7,624            

固定資產 14,673,870    336,181    -                -               -                -               14,337,688   

銀行及現金結餘 2,543,346      597,639    511,075    914,321   68,200      3,684       448,427        

其他資產 99,640           56,440      -                -               43,200      -               -                    

按揭貸款 (2,701,407)    -                -                -               -                -               (2,701,407)    

其他負債 (120,611)       (120,611)   -                -               -                -               -                    
淨資產 14,494,838    869,649    511,075    914,321   111,400    3,684       12,084,7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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