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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仇恨 

 
 沒有人可以對殘暴的行為無慟於衷，就算與我們相距十萬八里、又沒有任何關係，

例如二次大戰，德國納粹軍屠殺猶太人，最少我們也會起惻隱之心，對無辜受殘暴對

待的人感到悲傷，部份可能會對施暴者感到憤怒。更不要說若殘暴行為就發生在身旁，

我們的感受就更會深刻，甚至有如切膚之痛，不難想像會出現更激烈的情緒。 
 

 在眾多的情緒中，仇恨是既激烈而影響深遠的情緒表現，1995 年美國奧克拉荷馬

州聯邦大樓被兇徒炸去一半，引致 168 人死亡（包括當中一所託兒所的小孩）和 680

人受傷（筆者當時就在該市讀書），不過天網恢恢，爆炸發生不足兩小時，聯邦特警就

把兇手提摩太‧麥克維攔下來，最終於 2001 年處以死刑。他犯罪的原因是因為他仇恨

聯邦特警人員，認為他們於 1992 年處理愛達荷州蘭迪‧威弗家庭和 1993 年德克薩斯

州大衛教派事件不當，導至接近 80 人死亡，因而懷恨在心，精心策劃這次的報復，卻

沒有理會當中涉及的無辜者。 
 

 這種情況其實在歷史中俯拾皆是，1789 年法國大革命，受欺壓平民，推翻當時肆

虐的君主和封建制度後，仇恨引致大規模處死貴族，當時人人自危，到 1814 年貴族反

撲，恢復君主制，又引來一輪仇殺（雖然民主制度已成不能逆轉之勢），就如中國人說

「冤冤相報何時了」。當然不是所有懷有仇恨情緒的人，都會有如此激烈的行為，不過

不多不少也會出現零星的報復性的激烈行為：從惡毒的咒罵、搜集及發表「罪證」（很

多都是未經證實的）、到持刀傷人或「私了」的都有。 
 

 再說仇恨情緒會蠶食我們的精神—常常想著復仇的狀態，會叫我們身體出問題，

輕則睡眠不足、食慾不振、精神萎靡，重則會影響我們的工作、判斷能力，結果更深

陷於仇恨的情緒中，再無法自拔—正常情況下情緒經疏導後，應可慢慢平靜下來，讓

我們回復正常的狀態，當我們長期受情緒困擾，很可能會出現病態，那時候要疏導也

不容易了。 
 

 所以對身旁你認為不公義、殘暴的事（無論你持那一方的政見），感到憤憤不平是

可以理解的，不過最佳的疏導是正常的宣泄：透過各種合理的途徑投訴、宣示，表達

自己的不滿、和陳述己方的理念，可以的話能夠找人傾訴，甚至理性的對話是很好的

方法，當發現自己深陷於情緒中，就要停下來和求助了。 
 

 對於基督徒，我們的信念是：「各位親愛的，不要自己伸冤，寧可給主的憤怒留地

步，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 12：19）唯一能執行公義

的就只有我們的神，因為只他才是最公義的，而且公義必定會彰顯出來。 
 

麥志成牧師 



 

 

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 
1. 身心靈齊獻上 .................................................................................................. 眾  坐 

2. 短頌 ................................. 被選君尊祭司 (國度期 28 頁) ............................. 眾  立 

「阿利路亞!×2」，被選君尊祭司、成族類、主民， 

一聖潔國度，屬主聖民，被召出黑暗進入祂奇妙光！「阿利路亞!×2」 

 

3. 宣召 ..................... 詩篇 119 篇 137-138、144 節 (舊約 893 頁) .................. 眾  立 

主席：137 耶和華啊，你是公義的；你的典章正直！ 

會眾：138 你所頒佈的法度是公義的，極其可靠。 

同誦：144 你的法度永遠公義；求你賜我悟性，使我存活。 

4. 讚美 .................................. 榮耀三一神 (生命聖詩 4 首) .............................. 眾  立 

1  榮耀歸與至尊聖父，榮耀歸至尊聖子，榮耀歸與至尊聖靈， 

  耶和華三位一體！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真神永不息。 

2  榮耀歸與愛我恩主，洗除我一切罪污，榮耀歸與贖我恩主， 

  使我與祂同作王，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永歸與被殺羔羊。 

3  榮耀歸與天軍之王，榮耀歸教會之王，榮耀歸與萬國之王， 

 天上地下齊頌揚；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榮耀大君王。 (間奏) 

4  “榮耀，頌讚，永遠讚美，＂天使天軍齊歌唱；“尊貴，豐富，權柄，統治， 

 “宇宙萬物同頌揚；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萬王之王。 

5. 祈禱 .................................................................................................................. 眾  立 

6. 歌頌 ................................. 全能大主宰 (生命聖詩 28 首) ............................. 眾  坐 

7. 誦讀經文 .................. 以賽亞書 1 章 11-20 節 (舊約 996 頁) ....................... 眾  坐 

        帖撒羅尼迦後書 1 章 1-4、11-12 節 (新約 319 頁) 

8. 獻詩 ........................... 聖查理禱文 (聖頌選集《8》48 頁） ........................ 詩  班 

9. 奉獻  ............................神按計劃行事 (世紀頌讚 506 首) .......................... 眾  坐 

10. 信息經文 .................. 路加福音 9 章 10-17 節 (新約 104 頁) ....................... 眾  坐 

11. 信息  ............................................. 豐足的生活 ............................................. 眾  坐 

12. 認信  ..................................... 使徒信經 (生命聖詩)..................................... 眾  立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陰間； 

    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我信聖徒相通； 

   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13. 聖餐  .............................. Larghetto by Samuel Wesley .............................. 眾  坐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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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本周為詩篇 49-55 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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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27 日會友大會通過以下事項：  

 執事選舉 — 原有四席空缺，因只有三位候選人，最後以信任投票 

方式接納；當選執事：雷偉勝、李婉貞、莫雪貞，聯同尚有一年任期

執事：林殷宏、呂潔儀、李燕怡、余文耀、呂君達、陳永祐、徐俊榮，

共十位為新一屆執事會成員。 

 核數報告 — 大多數會友贊成接納 2018 年度之財務報表及核數師報

告（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核數師 — 大多數會友贊成下年度聘用「信茂會計師事務所

有限公司」為本堂核數師。 

4) 福蔭團契於 11 月 9 日 (六) 下午 2:00-4:00 由「癌聯」顧問梁慧珠律師

分享如何立「平安紙」，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5) 本年度轉會禮及嬰孩奉獻禮將於 12 月 25 日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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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教會元旦大旅行將於 2020 年 1 月 1 日（三）舉行，行程包括海下灣海

岸公園、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西貢市集。下主日開始接受報名，收

費如下： 

*成人：每位 170 元  

*六十五歲或以上長者、18 年歲或以下學生：每位 100 元 

*兩歲或以下幼童（佔車位、不佔餐位）：每位 65 元 

  弟兄姊妹請參閱貼於圖書閣對出間隔之海報上有關詳情。 

7) 會友李淑蓮姊妹父親（李繼燕弟兄）之安息禮拜，定於 11 月 22 日 (五)

晚上 7:30 在萬國殯儀館地下孝思堂舉行，求主安慰其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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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殿樂  ...... If You But Trust in God to Guide You by Georg Neumark ...... 眾  坐 

              (靠主引導) 

 

默禱、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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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 陳志輝先生 陳志輝先生 朱美儀姑娘 朱美儀姑娘

主席: 呂潔玲姊妹 呂潔玲姊妹 余文耀執事 余文耀執事

讀經: 林恩庭姊妹 林燕芬姊妹 林恩庭姊妹 周家揚弟兄 林洛琛弟兄 鄭穎儀姊妹 林洛琛弟兄 鄭美珍姊妹

司琴: 林美荃姊妹 林美荃姊妹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周　悠姊妹 甄樂陶弟兄

招待: 林文蓮姊妹 林燕芬姊妹 繆迺頌姊妹 周潔頤姊妹 林義妹姊妹 趙惠蘭姊妹 張慧清姊妹 張元娜姊妹

司事: 陳景安弟兄 黃慧儀姊妹 譚慧冰姊妹 雷瑞玉姊妹 蔡月媚姊妹 文嘉麗姊妹 方子仁弟兄 謝月芬姊妹

當值: 戴志遠弟兄 張錦雲姊妹 招楚筠姊妹 徐潔玲姊妹 曾偉珩弟兄 馬君蕙姊妹 鄧民亮弟兄 鄧佩珊姊妹

影音: 陳朝發弟兄 陳卓恩姊妹 徐俊榮執事 陳喜洋弟兄 陳貽添執事 鍾穎嵐姊妹 雷偉勝弟兄 鄭心怡姊妹

執事: 陳永祐執事 呂潔儀執事 陳貽添執事 徐俊榮執事

插花/司數: 葉蔓菲姊妹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冼文儀姊妹 蔡加德弟兄 丘嘉敏姊妹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劉翠琴姊妹 劉翠琴姊妹 林溢敏姊妹 林溢敏姊妹

司琴: 周敏儀姊妹 周敏儀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梁穎童小朋友 徐慇浠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陳曉晴姊妹

司事: 利汶謙小朋友 余泳恩小朋友 陳樂嘉小朋友 周栩辰小朋友

信實: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郭偉邦弟兄 黃愛娣姊妹 郭小姬姊妹

温柔: 陳可媚姊妹 黃麗堅姊妹 陳可媚姊妹 呂潔玲姊妹 施慧君姊妹

和平: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黃鑾鳳姊妹 鄧美葆姊妹

喜樂: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陳玉燕姊妹

仁愛: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周寶頤姊妹 楊慧玲姊妹 何艷愛姊妹 周寶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二主日（綠）(11月10日) 聖靈降臨期第二十一主日（綠）(11月3日) 聖餐

上月奉獻總額: $516,549  (包括發展及購堂: $50,557) 上週奉獻總數: $76,478

本年每月奉獻目標: $64萬 (需償還樓宇貸款每月約$4.3萬) 本週獻花: 余國培夫婦、楊妙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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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