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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撒勒還能出甚麼好的嗎？ 

 
 耶穌在加利利呼召了腓力，腓力就去找拿但業，告訴他摩西的律法和先知所說的那

一位，他已找到了，就是拿撒勒人耶穌，只是拿但業淡然的回答：「拿撒勒還能出甚麼

好的嗎？」因為大家都知道拿撒勒這地方，從來沒有出過什麼名人，由於先入為主，拿

但業在沒有考據之下，就斷言這耶穌也不過是言過其實罷了。（參約翰 1：43-46） 
 

 偏見往往攔阻我們尋求事實的真相，甚至拒絕接受證據確鑿的事實，另一方面，卻

又不假思索的全盤接受合乎自己概念的假信息，別以為在耶穌時代，信息傳播落後才會

如此，現今「資訊爆炸」時代竟然不惶多讓，而且更因為信息傳遞快捷方便而變得非常

混亂，因為問題不在環境，而在人的身上。 
 

 美國加州大學聖達巴巴拉分校，去年在網上發表了一系列有關假新聞的文章（參

https://www.cits.ucsb.edu/fake-news），其中一篇談及為何人會相信假新聞，就指出這完全

是出於人的「思維偏見」（cognitive biases），思維偏見源自於人類應付日常的快捷思維

方法，這種思維方法可以減省我們的思維負荷，就如從工作地點回家的路線，已經深印

於我們的腦袋中，我們不用每天重新思考回家的路線，把腦筋用在更重要而複雜的事上。

不過這樣也很容易出現偏見、產生盲點：某著名影星有很多追隨者，我們就以為他在廣

告中推銷的貨品必屬佳品。文章列出四種最常見的偏見： 
 

 一、只看標題 ─ 很多人只看標題，根本沒有看內文，就把為引人注目而往往誇大

的標題信以為真，並且廣泛流傳開去，事實上內文可能是毫無道理的片面之詞。 
 

 二、流行程度 — 大多數人都會墮入越廣為人所接受，越證明可信性的陷阱，這就

是所謂「羊群心態」（bandwagon effect），事實上越多人贊好，不等於一定是好的，更不

要說這些贊好有可能來歷不明。 
 

 三、政治偏見 — 當人抱持了某一種政見後，很容易就會接受同政見的看法，而不

會提出疑問，根據加州大學一個實驗，發現政見越保守的人，比抱持較自由政治觀的，

更容易相信假新聞 — 只要是出於自己的政黨群體（在美國那就是特朗普的共和黨）。 
 

 四、信念迴響 — 心理學家發現人類記憶真與假的能力差勁，很容易把記憶中的假

消息，變成「信念迴響」（belief echoes）信以為真，就算再提供事實真相也難以改變這

信念偏見。 
 

當然還有眾多其他的思維偏見，可以影響我們對事件的看法，事實上今天不少人是

為了個人利益 — 收取錢財、方便經營、謀取名利等而指鹿為馬，這些偏見並不是出於

人的心理現象，而是欺世盜名的可恥行為，神不會輕易放過這樣的人：「作假見證的，

難免受罰；口吐謊言的，必定滅亡。」（箴 19：9）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八月二十五日主日崇拜程序 

青成合一崇拜(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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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宣召 ............................... 詩篇 103 篇 1-2 節 (舊約 865 頁) .......................... 眾  立 

主席：1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凡在我裏面的，都要稱頌他的聖名！ 

會眾：2 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他一切的恩惠！ 

3. 讚美 ................................ 聖哉三一 (普天頌讚 1 首) ............................ 眾  立 

1 聖哉，聖哉，聖哉！全權大主宰！清晨我眾歌聲穿雲上達天庭；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聖父、子、聖靈，榮歸三一神。 

2 聖哉，聖哉，聖哉！眾聖都崇敬，放下黃金冠冕，環繞晶海之濱； 

 萬萬千千天軍恭伏叩拜主前，昔在而今在，永在億萬年。 

3 聖哉，聖哉，聖哉！黑暗雖深濃，蒙蔽罪人眼睛難見上主光榮， 

 惟獨主為至聖，惟獨主為至尊，全權又全愛，全善、全能神。 (間奏) 

4 聖哉，聖哉，聖哉！全權大主宰！海天雲山響應我眾讚美歌聲； 

 聖哉，聖哉，聖哉！慈悲全能主宰，聖父、子、聖靈， 

 榮歸三一神。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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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歌頌 ....................................上主之靈 (普天頌讚 85 首) .............................. 眾  坐 

6.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58 章 9-14 節 (舊約 1097 頁) ..................... 眾  坐 

          希伯來書 12 章 18-28 節 (新約 358 頁) 

7. 獻詩 ...................................眾生之神 (恩頌聖歌 431 首) ............................. 詩  班 

8. 奉獻 ...................................高舉主旗 (生命聖詩 386 首) ............................. 眾  坐 

9. 信息經文 .......... 馬太福音 5 章 13-16 節、6 章 1-4 節 (新約 8 頁) ............. 眾  坐 

10. 信息 .................................... 榮耀自己，還是榮耀上帝? .............................. 眾  坐 

11. 回應 .............................. 我一生目標 (生命聖詩 365 首) .......................... 眾  立 

1 我一生目標，乃是神自己，非平安喜樂，亦非求福氣； 

不論何代價，要達這境地，是主引領我，不靠我自己。 

2 我憑着信心，向着目標行，靠賴主慈愛，讓主來引領； 

我蒙主扶助，努力向前走，直到神成全這最深祈求。 

3 不論要行走崎嶇黑暗道，不論要付出代價何等高； 

主會帶領我，達到這目標，引到主的路一定是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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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宣道會尊主堂蘇潔華牧師蒞臨本堂證道。 

3)「三年讀完全部聖經」計劃本周為約伯記 42 章及約翰福音章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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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018-19 年度各班兒童主日學老師、助教及兒崇事奉人員，請於今日 (下午
1:00-2:30) 參加兒童主日學謝師宴。 

5) 今日開始，兒童部將為兒童主日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費，
每位學生$120（溫柔班及信實班學生除外），請各家長到圖書閣辦理登
記及繳費手續。 

6) 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會將於 9 月 7 日（六）上午 10:00-11:30 在香
港聖公會聖約翰座堂（香港中環花園道 4-8 號）舉行免費大型講座，由
曾詠恆醫生主講，題目：「癌症‧生命奇遇記」，歡迎弟兄姊妹帶同親友
參加，9 月 14 日福蔭團契改為前往此活動。 

7) 2019-2020 年度第一季青成年主日學將於 9 月 15 日開始，上課時間是上
午 10:30-11:15。這季課程如下，弟兄姊妹可於今天開始報名。各課程簡
介已上載於藍田堂網站、電子屏幕或留意圖書櫃門的海報。 

8) 9 月 21 日（六）晚上 8:00 至 9:30 舉行泰國宣教士分享會，由朱佩儀宣
教士及蔡玉英傳道負責分享，請弟兄姊妹預留時間參與，同心守望宣教
需要。是日所有團契參與聚會。 

9)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6/10、13/10、20/10、27/10、3/11 及 10/11 進行，共六
堂，上課時間為是下午 1:00-2:00。凡有意於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
工索取申請表。 

10) 若弟兄姊妹近來情緒上感到困擾，歡迎與教牧同工聯絡。 

11) 傳道人朱美儀姑娘於 8 月 27-30 日放假。 

12) 袁熙群傳道已於 2019 年 8 月 9 日向本堂請辭，並於 2019 年 9 月 8 日正
式離任，袁先生將由 9 月 2 日起作離職前休假。感謝袁先生一直以來對
弟兄姊妹的牧養，求主引領他往後的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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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殿樂 .............................. 願導主旨意 (生命聖詩 360 首) ........................... 眾  坐 

 

默禱、散會 

課程 科目名稱 導師 

初中主日學 舊約人物睇真 D 
陳麗樟姑娘 

吳可淇弟兄、陳樂獻弟兄 

高中主日學       亂世中的召命人生 劉皓然弟兄、林恩庭姊妹 

成人主日學 (基礎)      同遊《撒母耳記》- 第一站  江慕慈姑娘 

成人主日學 (中級)        跨文化福音之旅 劉麗梅姑娘 

成人主日學 (進深) 情【緒】不自禁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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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蘇潔華牧師 蘇潔華牧師 江慕慈姑娘 江慕慈姑娘

主席: 劉麗梅姑娘 劉麗梅姑娘 陳永祐執事 陳永祐執事

讀經: 雷書昊弟兄 連卓欣弟兄 雷書昊弟兄 朱麗麗姊妹 方早晞姊妹 袁麗娟姊妹 方早晞姊妹 朱麗麗姊妹

司琴: 林溢輝弟兄 鄺淑芬姊妹 林溢輝弟兄 鄺淑芬姊妹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招待: 李燕怡執事 高燕麗姊妹 鄒小敏姊妹 陳拔萃弟兄 陳醮英姊妹 黃香娣姊妹 葉翠蓮姊妹 李敏池弟兄

司事: 鄧愛賢姊妹 黎蓮妹姊妹 麥寶儀姊妹 何美蘭姊妹 李翠碧姊妹 賴文湘姊妹 謝月芬姊妹 陳詩韻姊妹

當值: 余國培弟兄 麥淑容姊妹 林禮標弟兄 招楚筠姊妹 温麗儀姊妹 葉德誠弟兄 劉柏堅弟兄 鄧民亮弟兄

影音: 陳永祐執事 周鈺貽姊妹 劉焯凡弟兄 鄭慧芝姊妹 陳貽添執事 周　溢弟兄 呂進雄弟兄 鄭美珍姊妹

執事: 徐俊榮執事 呂君達執事 王偉樂執事 呂潔儀執事

插花/司數: 楊明麗姊妹 鄒念龍弟兄 楊彥君姊妹 吳綺薇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李敬因姊妹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徐保仙姊妹

司琴: 陳雋明弟兄 陳雋明弟兄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讀經: 李嘉懿小朋友 黃思睿小朋友 盧穎君小朋友 黃思哲小朋友

司事: 劉卓言小朋友 何文熹小朋友 盧穎言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黃浩恩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林滿泰弟兄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朱美儀姑娘 林洛琛弟兄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黃麗堅姊妹 夏麗婷姊妹 鄧美葆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楊慧玲姊妹 溫燕玲姊妹 鍾偉貞姊妹 杜小青姊妹

仁愛: 李敬因姊妹 徐保仙姊妹 李敬因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十二主日（綠）(9月1日) 聖餐聖靈降臨期第十一主日（綠）(8月2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