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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務要認識耶和華，竭力追求認識他。他出現確如晨光；他必臨到我們像甘雨，
像滋潤田地的春雨。（何6:3）

主    任︰郭健民(行政) 馬穎儀(差會) 吳彩虹(牧養)

          方兆雄(聖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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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任牧師行政助理：林靜霞

音樂訓練幹事︰黃念郇*



序      樂 Prelude.............................My Jesus, I Love Thee (Robert J. Powell)......................宋加恩姊妹

尊崇詩歌 Hymn of Adoration ....................................世頌11首 諸天讚美....................................會      眾

開會祈禱 Invocation....................................................................................................................主      席

月      詩  Praise Medley of the Month ...............................敬拜呈獻偉大救主 ............................會      眾

 真光普照  (版權屬浸信會出版社(國際)有限公司所有，蒙許可使用。)

 1. 主愛光輝正照耀人間，照遍黑暗地方像明燈；主基督乃真光照亮萬邦，

     賜予真理，使釋放離罪鎖。照耀我靈，照亮我心。

 (副歌) 真光普照，充滿天地乃聖父榮耀，火焰聖靈熾熱千顆心。

　          主愛湧流，施恩典、憐憫，救贖眾生；請賜真理，將主光輝照遍。

2. 靠祢寶血我進祢亮光，脫離幽暗、進威嚴榮光，在祢跟前屈膝，

   懇求憐恤、鑒察、光照我，將黑暗盡驅；照亮我，照亮我。

(副歌) 真光普照，基督，彰顯祢天父榮光，差遣聖靈，將心靈燃點，

   恩典江河傾流，充滿這世上萬邦，彰顯真理，真光普照全地！

3. 我定睛瞻仰君王榮光，反映君王樣式與容光，榮上加榮，天天更像耶穌，

    生命不斷更新，見證耶穌；照亮我，照亮我。(第2節副歌) (間奏)

 獻給我天上的主 (同心圓敬拜福音平台版權所有，獲准轉載)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祢，主祢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祢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祢，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祢，

為祢我獻上頌讚。  (全首唱兩次) 

為祢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間奏)                                                                

祢真偉大（版權屬譜頌音樂、宣道出版社所有，獲准使用。）

全然以心歌唱頌主拯救；我要讚揚：祢真偉大！全然以心歌唱頌主拯救；偉大救主遠超萬有！

1. 主啊，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祢手所造，一切奇妙大工，

    看見星宿，又聽到隆隆雷聲，祢的大能遍滿了宇宙中。(副歌)

2. 當我想到，神竟願差祂兒子，降世捨命，我幾乎不領會；

   主在十架，甘願背我的重擔，流血捨身，為要赦免我罪。(副歌) (升調)  

3. 當主再來，歡呼聲響徹天空，何等喜樂，主接我回天家；

    我要跪下，謙恭的崇拜敬奉，並要頌揚，神啊，祢真偉大。(副歌)

(副歌)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我靈歌唱，讚美救主我神，祢真偉大！何等偉大！

啟應經文   Responsive Reading.........................................詩119:129-135.....................................主      席

獻金祈禱   Offertory Prayer.............................................................................................................主      席

讚 美 詩   Doxology ...............................................................................................................會      眾

獻      樂   Music Offering...................................The Lord Is My Shepherd...............................女聲二重唱

                               曲：Henry Smart 詞：Psalm 23 ©2003 EveryNote Corp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For lack of His mercies, my soul shall not pant; 
  In pleasant green pastures I daily abide, He leads me the peaceful still waters beside. 
  My soul He restoreth and for His Name’s sake, The path of true righteousness bids me to take, 

主禮人及詩班進堂

周六晚堂(直播)
主日清早、早、午堂主餐崇拜(錄播)  

  

主席：梁素梅傳道     領詩：黃念郇弟兄
伴奏：方兆雄牧師     司琴：宋加恩姊妹



  Yea, though I pass through death’s dark valley and shade, 
  I will not by evil be ever dismay’d. The Lord is my Shepherd, I never shall want! 
  For Thou art my Shepherd, and with me alway, Thy rod and Thy staff, are my comfort and stay; 
  My table Thou spreadest in presence of foes, My head Thou anointest, my cup overflows; 
  Thy goodness and mercy shall follow me still, While life’s earnest duties I daily fulfil; 
  Till joyous my spirit shall claim its reward, And dwell ever more in the house of the Lord!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我心必不因缺乏祂的憐憫而渴求；
  祂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
  祂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名引導我走義路。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
  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因為祢與我同在；祢的杖，祢的竿，都安慰我。
  在我敵人面前，祢為我擺設筵席。祢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
  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當我每天完成生命中誠託的任命時；
  祢恩惠慈愛必隨著我直到我心靈欣然獲得獎賞，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
祈禱時間   Pastoral Prayer .............................................................................................................會      眾
講      道   Sermon .........................講題：但以理──人在異鄉的信靠 (但1:8-9)..........................梁明財牧師
默想詩歌   Hymn of Meditation.........................頌主新歌 436 信靠順服 (1-3節) ........................... 會      眾
主      餐 The Lord’s Supper ......................................................................................................梁明財牧師
                                           Come, Share the Lord 同享主餐《世紀頌讚 》525首
歡迎及報告 Welcome and Announcements....................................................................................主      席
終禮詩歌   Closing Hymn.....................................世頌285首 耶穌愛我........................................... 會      眾
祝      福   Benediction................................................................................................................ 梁明財牧師
祝 福 頌   Choral Benediction.............................世頌567首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會      眾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願救主基督的恩惠，與天父豐盛的大愛，和聖靈的感動常與我們同在。
   到永遠，到永遠，直到永遠，阿們。
殿      樂   Postlude..................O For a Thousand Tongues (Marilyn Thompson).......................會      眾

                                                             ** 會眾靜坐　默禱散會 **

 當值同工 投影員 即時傳譯 國　語 英　語     手  語
周六晚堂 魏文俊 黃日東                                                                     手語傳譯組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1. 預備心，以心靈和誠實敬拜主。
2. 赴崇拜聚會，應有合宜之裝束。
3. 不遲到，準時入座，崇拜完畢始行離去。

崇拜守則

4. 崇拜時，請把響鬧裝置關掉或調校至震動模式。
5. 勿把隨身物件放座位上，以騰空位置予他人。
6. 崇拜期間請勿拍照或攝錄及上載轉傳。

       主日晚堂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培中崇拜司職一覽

           暫   停                                      
         Sunday Worship Duty List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Title: Have mercy Lord! My troubles bring
                  sleepless nights 
             Presider: Mr. Tony Wyrick
          Hymn Leader: Ms. Belinda Wong

    10:00
(Broad Cast)

     普通話崇拜司職一覽
講員：劉銳鋒傳道    講題：警醒預備，迎接主來
主席：李雅詠傳道    領詩：黃念郇弟兄

 11:45
 (錄播)  



樂享聖筵每季短片

                                                        本 會 聚 會 時 間

主

日

上

午

 8:30   清早堂崇拜
 9:45   各級成長班
10:00   早堂崇拜
          培中崇拜
          English Worship
          Children Sunday School

11:30   培中少年崇拜
11:45   午堂崇拜
          普通話崇拜
          各級成長班
   培中成長班
          English Adult Bible Study

周

二

上午  10:00   姊妹手鈴練習
下午   2:00   加略山成長班

周

三

上午   9:00   早上查經祈禱會
上午  10:15   基利心山成長班
上午  10:30   非比女傳道會               
下午   7:30   查經祈禱會
上午   9:3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下午   8:00   差會事工祈禱會 (每月第二周)
上午   9:0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下午   7:30   差傳分享(每月第二周)

周

五

下午   7:30 基督少年軍(97分隊)
                 Formation in Christ-Likeness

主

日

下

午

 1:30   手鈴組練習

 2:00   普通話團契(青年、成年)

 2:15   午堂詩班練習

 2:30   印尼姐姐活動

 6:00   晚堂崇拜

周

六

上午 10:30   印尼姐姐活動
下午  2:00   少年詩班，清早堂、培中詩班，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2:30   兒童詩班練習(初級、幼稚、啟蒙、幼兒)                
下午  2:30   基督少年軍 (40分隊)
下午  3:30   各級成長班
下午  3:45   周六、早堂詩班練習
下午  4:30   少年銅管樂組練習
下午  6:00   晚堂崇拜、木管樂組練習、 
                 少年崇拜、手鈴組練習
下午  7:30   弦樂組(每月1,3周)、少年弦樂組(每月2,4周)練習
                 路得成長班(每月1,2,3周)
下午  7:45   各級成長班 

其

他

每月第一周周一

下午 7:00  呂底亞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00  多加女傳道會 

每月第二、四周周五

下午 2:00  哈拿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三周周五

下午 2:00  以斯帖女傳道會

每月第一、二、三周周四

上午 10:00  馬利亞女傳道會

每月主餐後第一、三周周二

下午 7:30  男士事工

每月第三、五周主日 

下午 2:30  晴心組(癌關團契)

上

周

聚

會

統

計

    

周六晚堂               

主日清早堂            

主日早堂        

主日午堂               

主日晚堂                 

本會少崇(六)           

培中崇拜   

培中少崇

普通話崇拜

兒童崇拜

English Worship   停

    每 日 讀 經 樂 享 聖 筵

 (日)  耶利米書     三十三章

 (一)  耶利米書     三十四章

 (二)  耶利米書     三十五章

 (三)  耶利米書     三十六章

 (四)  耶利米書     三十七章 

 (五)  耶利米書     三十八章

 (六)  耶利米書     三十九章

禱文

求主叫我們如耶利米一樣，雖然面對充滿苦難、挑戰的未來(參

二十五)，但仍有勇氣、智慧、忍耐和盼望去面對，甚至有時如

耶利米一樣，受到自己種族、相同信仰群體的逼迫，但仍學效上

主對我們的愛一樣去愛他們，在指出錯誤、問題所

在的同時，也願意與他們同行、為他們禱告，安慰

他們、引領他們回歸上主(參二十九)。

周六成長班 

主日成長班

訓練事工 

女傳道會 

普通話青年團契

晴心組(癌關團契)

基督少年軍(97)

基督少年軍(40)

男士事工

English S.S. & S.G.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註︰受疫情影響，教會已暫停所有現場聚會及活動，

   直至另行通知。請參與各項網上聚會，並密切

   留意教會網頁的最新消息！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停



查經祈禱會(周三)
早上9時 (網上直播)，晚上7時半(網上錄播) 

負責同工：梁素梅傳道

查考經文：耶利米書36章

訃聞
◆ 郭然弟兄、林紹杰弟兄、杜興興弟兄、黃溫

笑琼姊妹、葉潘琼姊妹安息主懷，求主安慰

其家人。   

2 0 2 0 年 8 月 2 日

禱告園地
禱告園地是本教會在逢周三查經祈

禱會所列出的各項代禱需要，讓我

們以禱告記念教會聖工及眾聖徒需

要。請掃描QR code獲取有關資訊。

差會代禱事項
為印尼祈禱
1. 印尼疫情嚴重，主的工人出外探訪對象及派

發救濟物資要格外小心，求主保護他們。

2. 有機構正在製作聖經故事的聲音檔作門訓之

用，求主保守製作團隊能平安順利完成工

作，聲音檔能盡快推出。

為這世代守望祈禱
◆「主耶和華啊，祢曾用大能和伸出來的膀臂

創造天地，在祢沒有難成的事。」(耶32:17)

在神沒有難成的事，因此，讓我們在懼怕中

的勇氣是從倚靠神而來，並不是靠人靠己；

並且經歷無論身邊環境有多艱難，也不能使

我們與主隔離，更不能攔阻神的工作。

◆ 為市民能在各方面加強全城防疫的配合禱

告，盼望藉此截斷社區傳播鏈，雖然生活受

到限制、不便，大眾也能有忍耐、合作的

心。

◆ 為前線醫療人員禱告，祈求他們有足夠的防

護裝備，在高危的環境中工作仍然有健康和

力量。也求主幫助科研專家們，早日研發到

治療藥物及疫苗。

會聞
◆ 由於港九培靈研經大會在8月1-10日借用本

教會作網上聚會直播/轉播場地，8月8日的周

六晚堂崇拜將提前至下午5時15分在網上直

播舉行，會眾可在隨後任何時間參與網上崇

拜聚會。(註︰本屆培靈會不設現場聚會，會

眾請參與網上聚會)

◆ 因疫情原故，個人佈道組每月第一主日出隊

暫停至另行通知。

佈道大會動員日
日期：8月30日(主日)

集合時地：下午2:30(大禮堂)

內容：唱詩、訓勉、出隊安排、分組祈禱

截止：8月16日(請在成長班報名)

2020佈道大會
主題：「亂世中尋出路」

講員：朱光華牧師(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

9月18日(星期五) 晚上7:30
分題：燥動中求挺進

見證嘉賓：梁雨恩Cathy

               (職業飛鏢手、流行樂壇歌手及演藝人)

9月19日(星期六) 晚上7:30
分題：避險時得把握

演出：城浸詩班樂組

9月20日(星期日) 下午3:30
分題：隔離中覓知音

見證嘉賓：譚麗珊教授(中文大學醫學院內科及

藥物治療學系風濕科主管)

佈道大會30天祈禱咭
為鼓勵弟兄姊妹為大佈道會及未信親友禱告，

教會製作祈禱咭供弟兄姊妹使用。請弟兄姊妹

填寫有關資料後，將「交回教會」部分沿虛線

撕下，交會友服務處或投進奉獻箱內。

為鼓勵環保，弟兄姊妹亦可掃描

QR Code填寫祈禱咭資料，讓同工

為未信親友禱告。

招聘兼職清潔工友
具清潔洗手間，場地執拾等經驗，有意者請電

27674215聯絡事務部同工梁順江幹事。



English Worship Service
Please join our English Ministry worship 
now only online at 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English Ministry, Facebook (https://
www.facebook.com/KcbcEnglishMinistry/) 
LIVE Sunday mornings at 10:00 am until 
further notice.
9 Aug 2020(Sun)
Title:  Whom can you trust nowadays?
Speaker: Rev. Bryan Peistrup

全新升中一暑期活動
主題：玩野亂鬥日

日期：8月14日(禮拜五）

時段：上午10:00-12:00或下午2:00-4:00

地點：八樓禮堂

對象：升讀中一之學生(參加者只可參與一節(上

午或下午)，每節名額40人

查詢：馮慧敏傳道(電話:27674294)

報名：請掃描QR code網上報名

奉獻
在疫情期間，弟兄姊妹可透過以下途徑奉獻：

1) 郵寄支票

2) 銀行轉帳存入下列銀行戶口：

    恒生銀行(024)：285-0-123932

    匯豐銀行(004)：492-002027-001

    中國銀行：012-875-2-029808-3

    (註:櫃員機轉賬或入數不用輸入括號內的數字)

3) 轉數快FPS電話號碼：96524823 (新增設)

戶口/收款人名稱:九龍城浸信會或KOWLOON 

CITY BAPTIST CHURCH

奉獻後請將收據及個人資料(例如：姓名、電

話、奉獻類別)電郵至offeringkcbc@baptist.

org.hk或WhatsApp至收款專用電話96524823

或郵寄收據正本到教會(請註明財務部收)。

＊詳情請參閱教會網頁特別消息內文＊

個人佈道組「三元福音倍進佈道」
第一階、第二階、第三階段訓練
日期：9月1日至12月15日(逢禮拜二)

時間：晚上7:30-10:00(共16堂,另加出隊實習)

地點：六樓禮堂及七樓

受訓對象

第一階段：須為重生得救、受浸、有傳福音心志、

明白「三福」事工，又願委身個人佈

道組「預約佈道」最少一年之會友。

第二階段：除具第一階段之資格外，另須為三

福第一階段合格的檢證隊長。

第三階段：除具第一及二階段之資格外，另須為

三福第二階段合格資深檢證隊長，曾

修讀「成長八課」者優先。

報名：會友服務處或掃描 QR   code 下載報名表

格，於8月9日或以前連同

         個人得救見證(約500字)交回

查詢：楊麗群同工(電話:27674239)

本教會參與浸信會愛羣社會服務處「兒童發展

基金」第八批師友同行計劃。

對象：21歲或以上弟兄姊妹，願意以三年時間

陪伴基層兒童學習成長

查詢：周麗珠同工(電話:27674226)或電郵

julietchow@baptist.org.hk

截止：8月16日或額滿即止

請掃描QR code下載報名表格

「Step Up 8 生命導航計劃」招募友師

訓練事工非學分課程：CCF查經
研讀書卷：摩西生平(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

記、申命記）

日期：9月8日至12月15日(共14課)

時間：逢星期二，早上班(上午10:00-12:00)；

         晚上班(下午7:30-9:30)

對象：恒常出席成長班或女傳道會之班員；或

慕道者(須有推薦人)，並且有志深入查經

及願意長期參與者(須經面試)

要求：須完成每周功課及出席課堂

截止：8月2日

查詢：方憬仁傳道(電話:27674222)

報名：Google Form網上報名

後疫期心理輔導講座系列
逆喺危機，逆喺轉機 
日期：8月30日(主日)

時間：下午2:30-4:00

講題：從情緒衝突到情緒教育(親子篇)

講員：梁經緯先生(註冊輔導心理學家)

形式︰教會臉書直播



人生路上的十字路
( 2 0 1 2 年 1 月 2 9 日 講 道 摘 錄 )

經文【箴8:1-11】

2 0 1 3 年 3 月 1 7 日 ( 清 早 堂 / 午 堂 ) 講 道 摘 錄2 0 2 0 年 7 月 2 6 日 講 道 摘 錄

講員：曹偉彤牧師 記錄：張淑儀姊妹

引言
Cormac McCarthy的著名小說《道路》(The Road)，記述了兩位人物：父親和10歲兒子的遭遇。當

時全球發生災難，社會混亂，生還者到處搶掠。兩父子在路上正推着罐頭和衣服，惹來一群人的追

逐。孩子問他們是否壞人，會否吃人？爸爸說「是」；兒子又問他們會否吃掉自己，爸爸又否認了。

孩子回應說：「因為我們是好人。」在這個破碎的世界裏，我們是否仍可做個好人呢？ 

我們都在十字路口
作為基督徒，我們能否做好人呢？在這半年裏，面對新冠肺炎的疫情，還有香港不明朗的將來，我

們正站在十字路口。今年畢業的大學生，面對經濟倒退和嚴峻的疫情，是否求職困難？作為老闆(特

別是飲食業)，你是否正考慮裁員、轉型，甚至結業？假如你是校長或老師，你又有甚麼計劃去幫助學

生，以致他們能夠有效地繼續學習？要回答以上問題，必須回到聖經。

箴8:1-7為我們提供了答案──要聆聽智慧的說話！智慧的代名詞是女性，因此像一位女子般，明

亮地告誡路上的所有人。「智慧豈不呼叫？聰明豈不發聲？她在道旁高處的頂上，在十字路口站立，

在城門旁，在城門口，在城門洞......」(箴8:1-3)這裏展示了四個場景，包括：高處、十字路口、大

門和城門口。高處是城牆的頂端，大門是城市的心臟，智慧從一個地方去到另外一個地方，最終站在

十字路口呼喚路人；智慧跟在夜間說諂媚、虛謊之話的女人不同，她光明正大地向所有人說話。

「眾人哪，我呼叫你們，我向世人發聲。」(箴8:4)眾人是People的意思，世人則指Human Beings，

亞當之子；智慧已經選定了聽眾，就是「世人」。面對十字路口，智慧發出三樣忠告。 

1. 追尋真理
「愚蒙人哪，你們要會悟靈明；愚昧人哪，你們當心裏明白。」(箴8:5)「愚蒙」可翻譯為「簡

單」(Simple)；「會悟靈明」可譯作「學習靈巧」；「愚昧」即愚蠢(Foolish)；「心裏明白」可譯作

「心意明辨」。智慧的說話非常直接了當，她提醒頭腦簡單、愚蠢或不知道自己愚蠢的人，要追尋明

辨(正如箴1:7上說：「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當中「明辨」是指人在敬畏神的情況下，以理性

去自處，也會仔細考慮情況，不會魯莽行事，智慧是頭腦簡單的人的一帖良方。

近年社會興起一些反智活動，人們反對專家的意見，經濟、氣候、醫學專家的意見，純粹因為他們

的立場跟我們的不一樣。智慧是重要的，因為她叫我們冷靜下來，一心以事論事。 

2. 尊貴的事情
我們來看：「你們當聽，因我要說極美的話，張嘴要論正直的事。」(箴8:6)，「極美」可譯為「

尊貴」，智慧對自己的說話非常有信心，認為自己是尊貴(崇高光榮)和正直(Upright)的。智慧鼓勵

人追求崇高的知識和美德，而不是說一些毀謗和謊言；又提醒人不要指桑罵槐、吹毛求疵，目標要遠

大。雖然身處挫折當中，仍能繼續集中力量，解決問題。假如路上有荊棘，請清除它；假如路上有沙

石，來挪開它。和大家享一段美好的勉勵：「再累，也要記得禱告；再煩，也要記得微笑；再怨，也

要學習寬容；再怒，也要學着溫柔；再傷，也要學着去愛；再難也要學着信靠。」



3. 要說出真理和憎惡虛謊的說話
「我的口要發出真理；我的嘴憎惡邪惡。」(箴8:7)智慧提醒我們說話是十分重要的，因此只會說

出真理。智慧人的嘴唇憎惡邪惡和虛謊，我們要對自己真誠，而不是欺哄自己。在人生十字路上，我

們要說出真理，嘴唇便要憎惡邪惡，不要說一些污穢的說話。人的邪惡很多時出自嘴巴，我們不得不

承認人類常常說謊。心理學家指出人類天性愛說謊，當人說「我沒有說謊」時往往就已經在撒謊。心

理學家指出：在不記名的調查中，50%的人會說謊；在日常生活中(也包括教會)，我們頻頻說謊；在10

分鐘內，說謊的次數可能已達2-3次。

原來我們日常生活充斥了很多不真實的事情。心理學家認為原因是人將事情合理化(Rationaliza-

tion)。不少人認為撒謊是無可避免的。小小的惡事能幫助推動事工，並且帶來更多的美事，何樂而不

為？也有人建議，假如你想避免人際關係的衝突，不用難為情，請隨便說謊吧！因為謊言是人與人之

間的潤滑油，讓人心花怒放，彼此的生活和互動將變得更暢順。

在互聯網世界也有類似的事情發生，這發明最初是好事，能幫助人類打破地域界限。現在進入社交

媒體年代，任何人也可自行發佈文章；我們有言論自由，卻很少考慮到自身的言論責任和事實。我們

很少追查新聞的事實性，因為我們越來越強調「意見」多於「事實」，於是再也分不清甚麼是事實，

甚麼是意見。在這情況下，虛擬世界很容易便產生黑暗的角落，進一步被人濫用。暗角是網上有種族

主義者、恐怖主義者、階級主義者，亦有反社會人士。

2012年12月14日，美國康省的桑迪‧胡克(Sandy Hook)小學發生槍殺案，26人被殺，當中20人是

6-7歲兒童，其餘均是學校員工。在這次大屠殺後，有人在網上散播言論，說這槍殺案是騙局，一些

家長自製了孩子的死亡證，從而得到好處。這個網站有超過百萬的訪客，令信息廣傳，許多人都信以

為真。然而，為甚麼有人會製造虛假消息？為何其他人更將這消息不停的轉發？心理學家認為，說謊

是因為人希望自己所說的都是事實，要讓自己的意見成真。這些人希望自己有權威、有更多的聽眾、

掌聲，甚至更多的利潤。當然，另一些人不一定都蓄意撒謊，他們都有自己的看法，只是缺乏事實根

據。人有時在不經意間，創造了屬於自己所謂的「事實」，甚至不經意或蓄意創造新的事實。結果是

每個人都有屬於自己的事實，無人會有「真正的」事實。因此，人的說謊，帶來關係的撕裂以及社會

的傷害，人與人之間永遠不能連結。我們忽視事實的真相，最終因為缺乏信任的基礎，再也不能與群

體連結──這不是現今在家裏、教會，甚至香港常見的情況嗎？無論如何，說謊本身就是一種惡。

還記得大衛和拔示巴的故事嗎？為了掩飾姦情，大衛設計使拔示巴的丈夫烏利亞戰死沙場。大衛

奸計得逞，先知拿單不畏權勢，直斥其罪，並宣佈神將會懲罰他的罪行。大衛此時處於人生的十字路

口，他可以繼續說謊，用嘴唇說出邪惡的話自欺欺人，例如說拔示巴想改從君王，說自己應該得到拔

示巴，君王的快樂比烏利亞的性命更重要，他亦可指斥拿單先知誣蔑君王，以下犯上，理應處死。但

是大衛選擇了十字路口的第二條道路，跪在地上，真誠地懇求神以慈悲恩待他，用豐盛的憐憫塗抹他

的過犯，洗淨他的罪。他相信神會用真理取代他內心的虛謊，使他裏面有真理和神的智慧。大衛懇求

神為他造清潔的心，使他裏面重新有正直的靈，使他重得救恩之樂。十字架以外的是一條很少人踏上

的道路，但大衛選擇跪下，真誠地向神認罪悔改──他追求真實不作假，不說虛言妄語，更不會合理

化自己的邪惡。

總結
聖經教我們要聆聽智慧的說話。智慧說：你們當聽，因我要說極美的話。智慧要我們聽見，並且回

應；智慧教我們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在十字路口要選擇一條求真理的道路；我們的口要發出真理，嘴

唇要憎惡邪惡。我們要仰望主，說出禱告，祈求得到智慧、祈求心裏有真理、祈求裏面有一顆清潔的

心和正直的靈。

無論疫情如何，周遭的環境如何，在十字路口，我們繼續向神說尊貴的話，要憎惡邪惡、發出真

理，不自欺欺人，更要分別為聖。這是一條艱難的路，但也是一條通往真理的道路；這是一條狹窄的

路，但景觀奇妙。正如耶穌基督所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裏

去。」(約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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