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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面之詞 

 約瑟被兄長賣到埃及，在波提乏家中當家僕，由於他辦事得力，深得主人信任，家中大小

事都交由他來打理，算是不幸中大幸。只是好景不常，波提乏妻子卻看中他年輕俊秀，三番四

次的引誘他，約瑟很清楚自己的處境，每次都拒絕主母的誘惑，還特意的躲避她。終於有一次

約瑟避無可避，被主母抓住了，約瑟為了脫身，只有留下外衣，狼狽的逃跑出去。主母待波提

乏回來，竟然惱羞成怒，向他誣告約瑟來調戲她，幸好她高聲呼喊，約瑟才落荒而逃，還拿出

約瑟遺下的外衣，證明真有其事。波提乏聽了勃然大怒，不管他以往怎麼信任約瑟，從不過問

約瑟所辦的事，但在主母—比約瑟更親密可信的人大力指控之下，波提乏根本沒有懷疑主母的

說話，雖然只是一面之詞，不過他與妻子的關係可以凌駕客觀求證的程序，因此不容許約瑟半

句辯解，就把他收入監中。 

 其實每個人都會有偏聽的時候，取決於信息的來源，來自關係越親蜜的人，越容易說服我

們，在我們的意識中，親人總不會陷害自己人吧？所以當親人端上一碗熱湯來，沒有太多人會

質疑那是沒有營養價值的湯水，而拒絕喝下去，除非這親人全無知識，不曉得烹調方法，因為

我們也會選擇相信一些可靠，所謂專家的意見，當醫生告訴我們為了防疫，就要戴上口罩，相

信大多數人都會聽聽話話的跟隨，因為醫生是這方面的權威。當然就算專家之言，也不及同聲

同氣、有時是同仇敵愾的說話—即是俗語說「啱聽」（順耳）的說話。雖然醫學界主張接種疫苗

來抗疫，不過仍有不少人抱懷疑態度，提出反對的看法—疫苗不能抗疫、有副作用、病毒變種

等等，本來這些爭議無可厚非，只要我們也聽另一方的看法，但許多時候，對於那些懼怕打針

的人，對這一面之詞就會趨之若鶩，不問情由的全盤接受了。 

 這種偏聽的情況在眾說紛紜的社會中，很容易引起兩極化，持不同意見者都偏聽合自己心

意的說話，連倡議者都只會發出一面倒的言論—包括傳道人在講台上的講道，最近常聽到的不

是哈巴谷因處身被殘暴不公義的巴比倫軍所圍困，而質疑神行事不公，就是啟示錄的末日將臨

的信息，叫大家忍耐等候神大能的作為，改變現今不如意的環境，而沒有太多人講論以色列人

被擄往外邦，也不盡是生活困苦，起碼但以理、以斯帖和末底改就於外邦中身處高位，他們沒

有積極對抗殘暴不公義的巴比倫政權，反而協助巴比倫王施政，這可是當時局勢的另一面，當

中的神學不是兩極化，而是一連續光譜，這個討論就留待筆者講道時獻醜好了。 

麥志成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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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一年十月三日聖餐主日崇拜程序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綠） 

1. 身心靈齊獻上 眾坐 

2. 短頌：聚集主前 (恩頌聖歌 260 首) 眾坐 

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 
蒙祂賜聖靈，聯於一體，蒙基督潔淨，是神教會。 
我們來崇拜，聚集主跟前，主耶穌同在，樂賜恩典。 

3. 宣召：詩篇 1 篇 1-2 節 (舊約 757 頁) 眾立 

1-2 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傲慢人的座位，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 

4. 讚美：上主之靈 (普天頌讚 85 首) 眾立 

1 懇求主聖靈降臨在我心；潛移而默化，消除凡俗情； 
 垂憐我卑弱，賜主力振興；使我愛上主盡所有愛心。 
2 我不求異夢、先知火熱情，不求此身軀頓然超凡塵， 
 亦不望天開，天使忽降臨；但從我靈魂，求主除幽蔭。 
3 教我常感覺恩主在身旁；訓練我心靈痛苦能擔當； 
 使不發怨言，無疑慮反抗；禱求雖未應，耐心存盼望。(間奏) 
4 教我能愛神像天使一般，聖潔的熱情充滿全軀幹； 
 聖靈的火舌如鴿從天降，主愛如烈燄燃點我心壇。阿們。 

5. 祈禱 眾立 

6. 歌頌：耶穌呼召 (普天頌讚 727 首) 眾坐 

1 風嘯浪倒，耶穌呼召；渡苦海，主為前導； 
 溫柔主聲天天呼召：“快來跟從！我信徒。” 
2 加利利海，主曾呼召，安得烈捨網投篙， 
 他把親族、家庭、業務，只因愛主，盡棄拋。 
3 我們愚蒙，主今呼召：“慕虛榮，虛榮難靠； 
 棄絕浮華，回頭宜早，更加愛我，深相交。”  (間奏) 
4 不論歡樂或是煩惱，不論安逸或辛勞， 
 主常關顧，祂仍呼召：愛祂應比一切高。 
5 今我仍聞耶穌呼召；回應主是我目標； 
 奉獻身心，遵行主道，事主、愛主、永堅牢。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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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誦讀經文 眾坐 

詩篇 128 篇 (舊約 899 頁) 

1 凡敬畏耶和華、遵行他道的人有福了！ 

2 你要吃勞碌得來的；你要享福，凡事順利。 

3 你妻子在你內室，好像多結果子的葡萄樹； 

 你兒女圍繞你的桌子，如同橄欖樹苗。 

4 看哪，敬畏耶和華的人必要這樣蒙福！ 

5 願耶和華從錫安賜福給你！ 

 願你一生一世看見耶路撒冷興旺！ 

6 願你看見你的子子孫孫！願平安歸於以色列！ 

 

希伯來書 2 章 1-9 節 (新約 346 頁) 

1 所以，我們必須越發注意所聽見的道，免得我們隨流失去。 

2 既然那藉著天使所傳的話是確定的，凡違背不聽從的， 

 都受了該受的報應； 

3 我們若忽略這麼大的救恩，怎能逃避呢？ 

 這拯救起先是主親自講的，後來是聽見的人給我們證實了。 

4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更用神蹟奇事、百般的異能， 

 和聖靈所給的恩賜，與他們一同作見證。 

5 我們所說將來的世界，神沒有交給天使管轄。 

6 但有人在某處證明說： 

 「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世人算甚麼，你竟眷顧他。 

7 你使他暫時比天使微小，賜他榮耀尊貴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 

8 使萬物都服在他的腳下。」 

 既然使萬物都服他，就沒有剩下一樣不服他的了。 

 只是如今我們還不見萬物都服他； 

9 惟獨見那成為暫時比天使微小的耶穌，因為受了死的痛苦， 

 得了尊貴榮耀為冠冕，好使他因著神的恩，為人人經歷了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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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詩班獻詩：合一聖餐 (普天頌讚 446 首) 眾坐 

1 主在感恩筵中祈求懇切，祝福天下教會合而為一； 
 求主允我每參感恩筵席，真心實意而說：“完成主旨”。 
 賴主所設統一聖餐之禮，但願合成一餅，結成一體。 
2 我們為主教會懇切伏祈，求使教會分歧從此滅跡； 
 求使我們眾人更近於主，在主廣大愛中結成團契； 
 賴主所設統一聖餐之禮，教會合成一餅，結成一體。 
3 我們敬為離群眾羊哀懇，求主，慈悲善牧， 
 施恩導引，歸守古代眾聖所持之信， 
 歸守我主教會所持之信；賴主所設統一聖餐之禮， 
 再能合成一餅，結成一體。 
4 將來世間教會聖事停息，願同天上教會聯成一體， 
 願同歸主眾聖和平治理，願同歸主眾聖仁愛相契； 
 更同三位一體真神合一，永遠仁愛平安，無窮福祉。阿們。 

9. 奉獻：Open thou mine eyes  眾坐 

10. 信息經文：路加福音 19 章 35-44 節 (新約 125 頁) 眾坐 

35 他們把驢駒牽到耶穌那裏，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耶穌騎上。 
36 他前進的時候，眾人把衣服鋪在路上。 
37 他將近耶路撒冷，正下橄欖山的時候， 
 一大群門徒因所見過的一切異能，都歡呼起來， 
 大聲讚美神， 
38 說：「奉主名來的王是應當稱頌的！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處有榮光。」 
39 人群中有幾個法利賽人對耶穌說： 
 「老師，責備你的門徒吧！」 
40 耶穌回答： 
 「我告訴你們，若是這些人閉口不說，石頭也要呼叫起來。」 
41 耶穌快到耶路撒冷，看見那城，就為它哀哭， 
42 說：「但願你在這日子知道有關你平安的事， 

不過這事現在是隱藏的，你的眼睛看不出來。 
43   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要築起土壘包圍你， 
   四面困住你， 
44   並要消滅你和你裏頭的兒女， 
   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另一塊石頭上， 
   因為你不知道你蒙眷顧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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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信息：騎驢入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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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sacred head, sore wounded 眾坐 

14. 家事 眾坐 

15. 三一頌、祝福、阿們頌 眾立 

16. 殿樂：At the Lamb's high feast we sing 眾坐 

 

 

 

 

 
 

默禱、散會 

 

 

 

 

 
 

崇拜詩歌中文譯詞版權屬宣道出版社、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福音證主協會所有，獲授權

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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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 堂 *** *** 午 堂 *** *** 早 堂 *** *** 午 堂 ***

講員: 陳志輝牧師 陳志輝牧師 區伯平牧師 區伯平牧師

主席: 吳綺薇姊妹 吳綺薇姊妹 何晉輝弟兄 何晉輝弟兄

讀經: 林洛琛弟兄 陳朝發弟兄 林洛琛弟兄 區惠娟姊妹 陳卓欣姊妹 顧建德弟兄 陳卓欣姊妹 黃翰濤弟兄

司琴: 潘裕圖弟兄 潘裕圖弟兄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陳雅媛姊妹 朱天諾姊妹

招待: 黎翠琼姊妹 梁銘章弟兄 李淑蓮姊妹 黃香娣姊妹 馬智遠弟兄 何艷愛姊妹 李淑蓮姊妹 古惠月姊妹 

司事: 顧建德弟兄 黃慧儀姊妹 李思敏姊妹 袁麗娟姊妹 廖文華弟兄 張滿嬌姊妹 羅志威弟兄 劉惠雯姊妹

當值: 王月珊姊妹 黃翠屏姊妹 陳惠霞姊妹 林志剛弟兄 高燕萍姊妹 溫燕玲姊妹 余文耀執事 彭秀群姊妹

影音: 葉德誠弟兄 周鈺貽姊妹 蔡加德弟兄 夏麗婷姊妹 張淑敏姊妹 李芷珊姊妹 許偉賢弟兄 林溢謙弟兄

執事: 黃佩貞執事 雷偉勝執事 麥穎珊姊妹 呂君達執事

插花/司數: 朱滔聰弟兄 林月娥姊妹 葉佩鈴姊妹 林義妹姊妹 丘嘉敏姊妹 蔡加德弟兄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兒童崇拜 及 兒童主日學

主席: 錢敏琪姊妹 錢敏琪姊妹 鄧玉芬姊妹 鄧玉芬姊妹

司琴: 劉詩愷姊妹 劉詩愷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劉卓曈小朋友

讀經: 梁穎心小朋友 朱曉鋒小朋友 鄔瑜正小朋友 黃樂恩小朋友

司事: 陳頌妍小朋友 朱曉彤小朋友 陳頌諾小朋友 林晞瑤小朋友

信實: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李寶玲姊妹 梁諾希弟兄 黃愛娣姊妹

温柔: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李燕怡姊妹 劉小麗姊妹 李芷珊姊妹

喜樂: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林笑寶姊妹 劉卓曈小朋友

仁愛: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葉翠妍姊妹 林洛琛弟兄 周潔頤姊妹 　

主日職事人員表
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主日（綠）(10月10日) 聖靈降臨後第十九主日（綠）(10月3日) 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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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 

1) 歡迎初次參與藍田堂崇拜之弟兄姊妹，日後可聯絡本堂牧者，

留下個人資料以便作為關顧之用。並盼望日後台端能參與本

堂聚會。 

2) 參與網上直播的弟兄姊妹，請在崇拜當日至星期一中午

12:00 前，登入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或於

Facebook 直播帖文填寫「網上崇拜出席記錄」，以便協助教

牧同工有效牧養及收集代禱需要。 

3) 網上讀經計劃現讀《申命記》，邀請弟兄姊妹每天於本堂 

Facebook 專頁一同閱讀和反思，並在生活中實踐。 

4) 兒童部今日開始為所有學生安排入學登記及收取全年習作

費，每位學生$120；另信實班兩期成長課學生本共$60，請各

家長到圖書閣向行政主任辦理登記及繳費手續。 

5) 詩篇人生週二網上課程 5/10（二）晚上 8:00 開課，已電郵通

知學員相關安排。若有查詢，請聯絡江姑娘。 

6) 福蔭團契於 10 月 9 日下午 2:00-4:00 聚會，由林健偉醫生主

講：膝關節退化及治療方法，歡迎弟兄姊妹出席。 

7) 會友大會暨 2022 及 23 年度執事選舉將於 10 月 24 日早上

10:35 舉行，因應疫情及須配合政府的防疫措施，是次會友

大會或未能容納所有會眾出席，因此，本堂已準備會友大會

委任代表的文書連同議程郵遞給持有投票權的會友，請按信

件指引以1或2方式回覆，截止日期為10月22日上午10:35。 

8) 本年度洗禮班將於 31/10、7/11、14/11、21/11、28/11、5/12、

12/12 進行，共七堂，上課時間為下午 1:15-2:00。凡有意於

今年 12 月 25 日洗禮者，請向同工索取申請表，亦可登入以

下網址 https://bit.ly/2YiYLB1 或二維碼填寫表格。 

 
 

 

https://forms.gle/c69BcdyN2gnY8bny5
https://bit.ly/2YiYL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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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藍田堂現招聘全職幹事，負責辧公室行政及會計工作，處理

收支賬目，一般文書工作及辦公室行政事務，簡報製作及支

援堂會日常運作，須週六、日工作及有需要時於晚上上班。

應徵者須具備 LCCI 中級或以上的會計資歷及一般文書工作

經驗；熟悉電腦中文輸入法；主動盡責，善於溝通，重團隊

精神。如有合適人選，可推薦予本堂。可向行政主任楊婉芳

姊妹查詢有關詳情。 

10) 會友蔣新生弟兄（鄭倩雲姊妹丈夫）安息禮定於 10 月 9 日早

上 10 時 30 分在基督教靈實協會禮拜堂舉行，隨即往歌連臣

角火葬場舉行火葬禮。求主安慰其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