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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的美好帶領，主教 Bishop Talton 在五月 四 

日蒞臨美國羅省蒙特利公園市聖公會聖加百利堂主持 

盧 君 灝 主 任 牧 師 的 委 任 禮 。 

 在過去的日子當中，本堂裡面的眾多資深教友， 他 

們藉上主賜予的不同恩典，全力支持教會的發展，支 

持主任牧師的牧養工作；他們也深愛教會，視教會為 

家，視教會的兄弟姐妹，如同自己的親人，互相保守 

眷顧。其實，作為普世聖公宗的一份子，我們最引以 

為傲的就是有著這樣的一個家。家裡面還有一個美好 

的傳統，我們都遵從使徒和早期教會的三級聖品制 

度；裡面有主教，牧師和會吏。牧區當中有堂議會， 

議員皆由教友按照規章推選出來；此外又有各種專職 

的委員會。總而言之，各人皆「盡其職，建立基督的 

身 體 」 ， 樂 意 分 擔 教 會 裡 面 的 工 作 。 

    我們深信在以後的日子裡面，聖加百利堂的教友， 

無論資深的，新受洗的，年長的， 年幼的，不同族 裔 

的，來自太平洋西邊兩岸三地和五湖四海的，仍會同 

心 同 德 ， 全 力 支 持 我 們 的 教 會 和 我 們 的 聖 品 人 。 上 帝 

必會幫助我們克勝魔鬼的引誘，擺脫邪情慾念；讓我 

們憑藉主的愛，一起奮興教會，廣宣福音，造福我們 

的社群，也引領更多的人歸信上帝。    ◎ 

聖聖加加百百利利佳佳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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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任 牧 師 就 職 禮   
 
盧君灝主任牧師的「就職禮」、鐵定五月四日（星
期 日 ） 下 午 三 時 在 本 堂 舉 行 ， 由 陶 頓 主 教 主 持 聖
禮。屆時恭請光臨觀禮，同頌主恩。  
 

 禮成後、敬備茶點招待    
＊＊＊＊＊＊＊＊＊＊＊＊＊＊＊＊＊＊＊＊＊＊＊＊＊＊＊＊＊＊ 

    
牧 師 的 心 聲       

  

各各位位 主主 內內 弟弟 兄兄 姊姊 妹妹 ,,  

 
上期提及橙花香，今期談談麝香。 
 
俗語說：「有麝自然香」。這個說法道盡了中國人那份不張揚、不

狂妄自負的傳統思想；我想，也道出我們信徒傳道見證的要訣。 
 
首先，我們要知道麝為何物。原來，麝是一種鹿，叫做麝鹿，雄

性麝鹿身上的有一種分泌物，將它製乾後，有特殊的香氣，名麝

香，可以製成香料，也可以入藥，是十分名貴的藥材。 
 



麝香是一種高級香料，香氣濃郁，如果在室內放一丁點，便會滿屋

清香，經久不散。一般麝香據稱在三丈外也可聞到香氣，而上等麝

香在三十丈外都能聞到。中國古時的達官貴人對麝香全不陌生。他

們除了放入香囊佩戴身上外，還在上等墨料中加少許麝香，製成

“麝墨＂寫字、作畫，不但芳香清幽，更可防腐防蛀，長期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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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今年復活節崇拜後，在“活水泉”對出的草坪上舉行露天音樂

會。主要目的是將復活節的喜樂搬到路上，把牧區的生活從聖

堂、副堂和活動室搬出來。我們跳排排舞，唱懷舊歌，尋彩蛋，

及舉辦有獎問答遊戲。一些路經的車子都慢下來看看我們這群快

樂的信徒搞什麼玩意。也有一些坊眾索性把車子停下來與我們一

起跳舞，唱歌和遊戲，大家樂也融融，活動非常成功。 
 
回想起來，究竟是什麼東西吸引他們來呢？我們沒有作過任何宣

傳、派單張或登廣告，況且我們當日連像樣的播音裝備也欠奉。

這時，我想起聖保羅的教導：“你們要靠主常常喜樂。我再說，你

們要喜樂。”（腓立比書四章4節）。是的，當日是那股流露在我們

活動中的喜樂吸引了他們。因為喜樂蘊含著一種偉大的親和力，

它能拉近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化解人與人之間的猜忌與促進人與

人之間的信任。因此，喜樂是信徒傳福音作見證的“麝”。信徒具備

了這種傳福音的“麝”，他們就無需懷疑自己是否夠資格傳福音。但

這“麝”不是做作出來的，而是從人與上帝復和、人與人復和、人與

自己復和後所產生的。 
 
今期“佳音”見刊時，適逢本堂舉行主任牧師就職禮。就職禮結束

時，我們帶著一首聖詩來繼續我們在聖加百利堂的使命；這首聖

詩是由我們已故堂主任鮑宣睿法政牧師翻譯的。其中兩句：“誰把

真光為我送，誰為我去？主啊我在，主是我嗎？”希望大家都身備

這種傳福音的“麝”，就可以像以賽亞先知一樣回應說：“我在這裡，

請差遣我！”(以賽亞書6:8)。這樣，我們聖加百利堂復興之日必近

矣！ 
 
願主恩佑我們。 
 
 
你的牧師     盧君灝    ◎ 

       四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契聚會： 四月份同心團契於四月十二日晚在梁金培、鄭

國貞伉儷府上舉行例會。豐盛的百樂聚餐後，文華東
弟兄不但主理當晚之節目，還請到兩位財、稅專家講
述理財、稅務及退休計劃……等豐富的專業知識。可
惜受時間限，故散會後仍有人未肯離去，七嘴八舌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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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個不停。  

耆英會：  耆英會於四月十六日（星期三）在圖書館舉行例會，

出席的有九個人。午餐時、眾人異口同聲、堅持到

“仁仁酒家＂，既有Robert 兄出席、梅菜扣肉是走不

了的！ 

婦女部郊遊：  婦女部在四月三日舉行了郊遊，目的地是漢登頓

（Huntington）圖書館，該館與本堂雖然很近，但新加
建的中國庭園（流芳園）自建成、開幕後，本堂大部份
人因入場的收費過高（成人每位$20.00元、老人家每位
$15元）、都未到訪過。可幸我們參觀的當天是免費入
場，報名參加的本來是15 人（到真正出席的只得11

人）。在園裡我們只待了短短兩個小時，總算已開了眼
界，大家都很興奮和感謝。園遊出來、再到上島酒家
午膳，眾人飽餐後才歡歡喜喜地返家。  

家庭慕道班： 本班經已於四月十五日開始，逢星期二下午六時

半，在Derek Tam府上（班公室有詳細地址）上課。
有志慕道者、領洗嬰兒之父母或在信仰上欲溫故知
新者歡迎參加。 

 

四月份的壽星只得三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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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事  項 

1. 為身體軟弱的兄弟姊妹禱告，其中包括關新、古萼春、黎張亞莉、
盧瑞華等兄弟姊妹；求主醫治他（她）們，又祝福與看顧他（她）
們的人。 

2. 為我們的教會祈禱，求主教我們做一個合主使用的器皿。又求主增
強我們的信念，讓我們能做一個更像基督的信徒、所做的一切、皆
能榮神益人、蒙主喜悅。 

3. 請繼續為本堂招請青年幹事祈禱，我們雖然已尋覓了一段時間，然
而合意的人選仍未覓色到。我們懇求天父幫助，俾能早日成功，同
心合力宏揚救世福音。 

 

   五月與六月份之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契聚會：   定於五月十日（星期六）在 So. Pasadena 市、梁

金培與鄭國貞伉儷府上舉行。 
 

耆英會 ： 五月份的耆英會定於五月十四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卅

分在圖書館舉行，屆時懇請年長弟兄姊妹踴躍參 

  加，切勿走雞。 

普通話（漢語）初級班： 本堂外展部開辦之普通話（國語）班經

已復課，定於每星期六早上十時半至十一時半在會議
室上課；有意學普通話的人、請留意了。  

普通話團契： 五月十七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副堂舉行普通話團契例

會，除說普通話的弟兄姐妹外，亦歡迎其他教友偕同親
朋參加。詳情請洽殷雁萍姐妹或張才忠弟兄。 

 
     榮  休  紀  念   

 
為徐子賢法政牧師榮休而發起：在“ 活水泉” 的石 

碑 上 泐 字 紀 念 一 事 ， 將 於 五 月 底 結 束 。 弟 兄 姐 

妹如有任何認捐，務請於六月前交回、方便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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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    經經    班班    消消    息息： 
＊＊＊＊＊＊＊＊＊＊＊＊＊＊＊＊＊＊＊＊＊＊＊＊＊ 

 

週日粵語查經班  於每個主日國語崇拜後（上午十時）在副堂

舉行；由張茂棋弟兄主持。希望說廣東話或有意學廣東話

的弟兄姊妹踴躍參加。欲知詳情，請與張茂棋弟兄聯絡。 
 

 張氏伉儷電話：                Phone:  323 - 255 - 2322 

 

＊＊＊＊＊＊＊＊＊＊＊＊＊＊＊＊＊＊＊＊＊＊＊＊ 
＊  

普通話查經班 照常於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後（上午十

時），在辦公樓的圖書館舉行（有咖啡招待）；由張才忠弟

兄主持。希望說普通話或有意學普通話的弟兄姊妹踴躍參

加。欲知詳情，請與張才忠弟兄聯絡。 
 

張才忠弟兄電話：             Phone:  626 - 576 - 5718 
 

碩哥信箱  
 



  今日介紹：  雞胸肉如何加工？  

雞胸肉以其肉質瘦嫩,營養豐富的特徵而受到人們的重視。雞胸
肉可加工成雞片、雞絲、雞丁、雞茸等等，做出多種多樣的菜肴。
但是，如處理不當，煮熟的雞胸肉卻是肉質粗硬，口感極差，所以
也有不少人因此而敬而遠之。 

今天，我向大家介紹如何加工雞胸肉，使其熟後肉質嫩滑、味
道鮮甜： ⑴ 切肉。將雞胸肉洗乾淨，去掉附在肉上的雞油，瀝去水
份，然後按烹飪菜肴的需要，將雞胸肉切成片（丁、絲）。 ⑵ 醃制：
將切好的雞胸肉用容器裝起，加入生粉（按每一磅雞胸肉用半茶匙的
份量）、鹽少許、味精（或雞粉）、麻油少許、水（按每一磅雞胸肉
用水1.5安士），將其撈勻，撈至水被雞肉全部吸收為好，放置半個小
時後即可用來煮菜了。醃制時，若加入一些雞蛋白（一隻雞蛋的蛋白
可用來醃三磅雞肉），效果會更好，如加入蛋白，水則相應用少一
點。 

以上的做法，同樣可以用來醃雞腿肉、豬瘦肉。 
  
今期一菜：西芹炒雞丁： 

材料：雞胸肉（或雞腿肉）10安士、西芹莖5枝、花生仁3安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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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菜脯3安士、鹽、白糖、麻油、食用油、廚用米酒、蠔油、

生抽、味精、雞粉、胡椒粉。 
制法：  雞肉切丁並醃好待用，甜菜

脯洗淨切粒待用，西芹莖先沿縱向切開成

兩條，再斜刀將其切成菱形的西芹粒待

用。  將花生炒熟，去衣後待用。  猛
火燒紅鑊，放食用油，放入雞丁炒勻，贊

酒，放入糖、生抽、蠔油、麻油，加水一

點點，蓋上鑊蓋，燒至雞丁剛熟並且水幹，將其盛起待用。 猛火

燒紅鑊，放食用油，放入西芹粒炒勻，放入鹽、糖、炒至西芹粒剛

熟，將炒熟的雞丁和花生仁放入，再放入味精和雞粉，用濕生粉勾

芡，下包尾油，上碟。     ◎ 
＊＊＊＊＊＊＊＊＊＊＊＊＊＊＊＊＊＊＊＊＊＊＊＊＊＊ 

 

  

MMaayy  BBiirr tthhddaayy       五五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吳伍梅芳 ( 1日) 吳江順意（12日） 霍楊琬明（13日） 

 殷雁萍 ( 18日)    黃志雄（20日）
 Edmond kwan（26日）  李志強 （29日）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如有遺漏，請通知辦公室)  
 

 
 
 

盧 君 灝 主 任 牧 師 的 就 職 禮  
 

定 於 五 月 四 日（ 星 期 日 ）下 午 三 時 在 本 堂 舉 行 。  
 

聖 禮 將 由 陶 頓 主 教（ B I S H I P  T A L T O N ）主 持 。  
 

下 面 是 五 湖 四 海 各 教 會 送 來 的 賀 卡 和 賀 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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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堂 舉 行 主 任 牧 師 就 職 禮 ， 承 蒙 各 位 牧 長 同 道 致 電 、 致 函 、 

致 禮 祝 賀 ， 高 誼 隆 情 ， 不 勝 感 禱 。 本 堂 同 仁 謹 此 衷 心 銘 謝 。 
 
 
 
 
 



 
 
 
 
 
 
 
 
 
 
 
 
 
 
 
 
 
 
 
 
 
 
 
 
 
 
 
 
 
 
 

 
台灣教區賴榮信主教        The Rt. Revd David J H L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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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博文法政牧師 
The Rev. Canon B Der, Cana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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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聖雅各堂林伍妙嫦會吏 
The Rev. Connie Lam of St. James Church, San Francisc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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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堂主任徐子賢法政牧師及師母 
The Revd and Mrs David Chee, Former Rector of St Gabriel’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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紐約聖佐治堂中文堂主任謝松齡牧師及師母 
The Revd and Mrs Paul Xie, St George’s Church, New Y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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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and Mrs Arthur Leong 
Mr Justice Leong was the the Chief Justice of the Court of Appeal, Hong Kong; 
retired in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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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譯 
 

 
親愛的彼得，  
 
 
欣悉你榮任貴堂牧職，在舉行委任禮前，我們謹藉

微物衷心致賀。  
 
 

The verses of John Milton Lord Denning referred to in his speech 
are these: 
 
But let my due feet never fail 
To walk the studious cloister’s pale, 
And love the high embowèd roof, 
With antique pillars massy-proof, 
And storied windows richly dight, 
Casting a dim religious light. 
 
There let the pealing organ blow, 
To the full-voiced choir below, 
In service high and anthems clear, 
A   i h  h h i   



我們深知你和劉牧師熟諳聖經智慧之道，故此不敢

濫用經文祝賀，免得冒昧。然而，在丹寧勳爵的一

系列英國法律著作中，當我拜讀《最後的篇章》一

書時，偶有所拾，謹此與你分享。這是他在諾域治

座堂的司法人員主日崇拜中的致詞。  
 
 
丹寧勳爵是近代英國法學歷史中最知名的法學家。

這段講話是他剛剛從上訴庭退休後說的，他置身在

華麗莊嚴的諾域治座堂中，忘言欲辨，那時約翰米

頓的詩句在他心中油然而生，他也就借用這些詩句

來讚美的上帝。他說，他的知識使他堅信上帝，因

為除了他僅僅所知的和所發現的，他是完全無知

的。他經驗到自己的力量是上帝加給他的，因為他

自己的力量是微不足道的。當他面對艱鉅重任時，

或當盼望轉為絕望時，他求助無門，他只能懇求上

帝的憐憫和幫助。又當他為了一項艱鉅任務的達

成，為了家人的幸福，或為了這美麗的地球而感恩

時，他可向誰稱謝呢？他只可向我們的主稱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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丹寧勳爵所引用的約翰米頓詩句如下：  
 
 
我走過修道院的柵欄，  
我喜歡這用古式圓柱支撐的  
高高的弓形屋頂，  
也喜歡這畫滿故事的玻璃窗，  
透出一束神秘的微光。  
下面有響亮的管風琴，  
放喉高唱的歌詩班，  

在這莊嚴的禮拜堂上，  
讚美詩清晰入耳，  
我在狂熱中消失，  
上帝把我眼前的一切都帶到了天堂。  
 
 
我們希望你喜歡約翰米頓的詩，並當你進入聖堂，帶領

會眾崇拜感謝上帝時，也領會同樣的喜樂。  
 
最後，我們要感謝你和劉牧師多年來對我們，特別是我

自己，適時的關心和支持。  
 
 
主內  
 
紹中   賫端  

 
 
 梁紹中伉儷 

梁紹中先生為前香港高等法院上訴庭首席法官， 
2005年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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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園 地  
    

      “ 棒棒  棒棒  老老  田田  畫畫  家家＂       －   良 

仔 

 “魯豫有約＂近期訪問了“江湖畫家＂、“棒棒

老田＂。 

 老田是重慶的一位苦力，“棒棒＂是他常用的工具。老田每

天早上都在火車站，巴士站等待客人，然後去四川美術學院做人體

模特兒。 



 老田看起來四、五十歲，有長髮留鬍子，人也很瘦，但並不

弱。他在美術院當模特兒，但卻喜愛作話畫，他喜愛畫人像。他的

作品得到美術院老師及學生讚賞。 

 老田愛作畫，但他的妻子卻很不滿，認為他浪費時間無聊，

常撕破他的作品。後來，在美術院老師推荐下，老田可以參加北京

畫展。在畫展中，他的作品受了歡迎，也有電視台訪問他，他成了

名人。他的作品賣出不少，平均數千元一幅。 

 很多人知道重慶有一位棒棒“老田＂畫家，不少人找他簽

名。 

 老田成名後，但仍一如故往，早上去做苦力、模特兒。當主

持人問他，你的作品已成了名，很受歡迎，何不專心作畫？但老田

認為他自己沒有受過正規訓練，沒有師承，只是憑興趣，不能算是

職業畫家，最多可成“江湖畫家＂。 

 老田不忘本，每天仍去火車站等工作。他的同伴，有些人嫉

妒他，也有以他為榮的。老天租住一小房間，每晚只買一元菜做晚

膳，一週只吃一次肉；他的妻子要照顧孫兒，很少和他住一起。他

並沒有改變自己生活態倒。 

 老田雖然有天份，但他的談吐顯示出樂天知

命，隨遇而安的處世態度；他也很謙虛，他是內斂

的人。 

 有天才的人，自學也會成功。       ◎     
************************************************************************** 

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肥立比：四：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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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y Mother           －  by Joe Li 
 
My mother was born and raised during the Ching Dynasty in a 
Village of Hawk San in Kwongtung.  At that time, all men were 

still wearing pigtails.  What was considered a beautiful woman at that time 
was very different than nowadays.  Being shy was considered a desirable 
trait.  A lot of women also had their feet bound because small feet were 
considered dainty.  My Mother was one of these women with bound feet. 
 

Being in that era, she was taught to worship Buddha and her family’s 
ancestors.  When my Father married her and started their family in HK, they 
established and installed wooden plaques of our ancestors and put them in 
a special wall in our home.  However, my mother was exposed to 
Christianity when friends and relatives held Bible studies in our home.   
 
She gave birth to ten children, and I am the youngest.  She was beautiful, 
kind and intelligent and she could even read and write, which was 
considered unusual for a woman at that time.   
 
In 1921 my father was on business in Japan and my mother continued the 
Bible study and prayer meetings at home.  On one sudden occasion, the 
telephone rang. 
 
My father called from Japan to tell her that he had just survived a big 
earthquake.  He was about ten feet from a landslide.  My mother came to 
realize that it was God’s blessing and the power of prayers during the prayer 
meetings that saved her husband, my father.  This realization led her to be 
baptized as Ruth.  She also influenced my father to follow God.  He was 
also baptized with the name of Peter.  All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and I also followed our 
mother’s guidance and the path that God laid 
for her.  We were all baptized. 
 
I treasure all these memories and especially 
thank God’s guidance to my moth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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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聽道摘錄和思考】   － 學子  

經句： 上帝說：“ 我是阿拉法A（α ），我是俄梅戛Ω （ω ）”  

 耶穌說：“ 我是道路、真理、生命。”  

【前言】 a,  此文是為慶祝盧君灝牧師就職典禮而寫。 

b. 文中參考了盧牧師在近兩個月來的三次講道內容。 



1. 〔福音〕   路加13：31－35                             Mar.  4th 08 

  “ ……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喪命是不能的……”  

〔講道主題〕    生命的終點，也就是生命的源頭 －“ 回歸誕生
地。”  

2.  〔福音〕   路加15：11－32                             Mar. 18th 08 

   “ ……你這個弟兄是死而復活，失而又得的……我們理應歡
喜快樂。”   

〔講道主題〕    上帝極切盼望世人回歸－“ 浪子回頭。”  

3. 〔福音〕   約翰14： 1－14                             April 20th 08 

   “ ……我去原是為你們預備地方，……我就是道路、真理、
生命。”   

 〔講道主題〕    人的歸宿         －“ 個人修養和個人信仰。”  

【講道摘錄】 

1. 在Mar.  4th 08的講道中，盧牧師以三文魚的生命歷程為例（產卵
和死亡都回歸同一地點），說明人的生命終點也就是生命的源頭
－回歸耶和華。勸勉基督徒要向著生命的源頭堅定地前進。 

2. 在Mar. 18th 08的講道中，盧牧師以林布蘭的《浪子回頭》名畫為
例，解說：父親慈祥的右手扶摸著兒子的頭喻示上帝對人類的
那種寬洪至善的愛；父親有力的左手擁抱著兒子的身體，喻示
上帝是公義全能的主宰。由此激勵我們的信心。“ 上帝極切地
盼望世人回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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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April 20th 08的講道中，盧牧師用南宋愛國詩人陸遊在臨終時
寫給兒子的一首遺詩：“ 死去原知萬事空， ……家祭無忘告乃
翁。” 啟發大家：有兩種不同的 “ 離別” ，其一是84歲高齡的

陸放翁在臨終時頓悟自己的人生往事和死去都是“ 萬事空” ，
唯一的希望是寄托在後輩將“ 宋朝復國統一” 的消息祭告他，
然而這仍舊是“ 萬事空” 的塵世之事。顯然這樣的“ 過去和未
來” 都是“ 空” 的，《離別》也是悲愴的。另一件《離別》是耶
穌基督戰勝死亡，回歸天父，為 信徒準備天上的家，這是一種
充滿喜樂的永恆歸宿。 

【思考】 

1. 上帝是人類生命的源頭和歸宿。 

聖經最後一篇（啟示錄）的第一章和末章，明明白白地啟示人類： 

“ 我是阿拉法A（α ），我是俄梅戛Ω （ω ），我是首先，我是
末後，我是初，我是終。” 我們應當確信，上帝賜給人類的生
命，是有源頭又有歸宿的生命，是有律法又有恩典的生命。基督
教的信仰就是通過“ 基督曾經受死，基督已經復活，這一愛的事
實和基督將要再臨的信和望” ，解決信徒的今生、重生和永生這
一完整的生命問題。聖保羅教導說：“ 如果我們信基督的人，只
有今生有希望，我們就比世上任何人更可憐了。” 事實上，世上
的人都知道自己的生命有限，一般都怕死，即使擁有世界級的財
產、權力和名譽，死仍舊是可怕的。只有以上帝為歸宿，死才是
不可怕的。這種歸宿感、永樂感，正是基督徒臨終的感受。 

2. 修養與信仰。 

“ 許多人認為宗教都是教人為善，引導人們提高道德修養的品
質。” 言下之意：“ 只要注意個人修養、做好人，何必信什麼
宗教？” 但事實上道德修養能幫助人們解決一些 今生的安逸、
和諧和苦樂問題。不可能回答“ 生為何？死可往？苦（罪孽）怎
脫？” 這一基本人生問題。一生持守個人修養的憂國憂民的陸
遊，到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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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時才明白自己過去的人生和死後的將來都是一場空！道德修
養是無法解決人生歸宿問題的。為著這個“ 歸宿” 問題，多馬
問耶穌：“ 主啊，我們不知道你往哪裡去，怎麼知道那條路
呢？” 主回答說：“ 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
沒有人能到父那裡去。” 基督教的信仰就是這樣明白肯定地解
決了人的歸宿問題。 

3. “ 出生入死” 與“ 出死入生” 。 

“ 出生入死” 是《老子》第五十章中關於“ 人生論” 的一句成語，
原是指人有七情六慾，這十三項可以養生，也可以致死。人如果
放縱情慾，極力追求物質享受，過奢侈、荒淫的生活，就必然加
速死亡。由於人性的軟弱，人生就必然是從生到死。佛教的十二
因緣論也談到人先有生，後必有死，生是因，死是果。所以中華
文明中，“ 出生入死” 是常用的成語；只是現代已用它來形容經
歷極大危險，隨時都有喪生的可能。然而聖經卻告訴我們有另一
種“ 生死觀” 。馬太福音10：39：“ 得著生命的，將要喪失生
命（出生入死” ）；為我失喪生命的將要得著生命（出死入生
－重生）。” 基督徒因此也明白了“ 藉著基督從死裡復活” 的
事實，自己也要“ 在罪上死” ，“ 在義上活” 的真理，而且必須
因此依靠聖靈而重生（彼前1：3,2：24）。 

作為中國儒家的宗師，孔子也曾講過“ 未知生、焉知死？”
“ 敬鬼神而遠之。” 可見儒家是重“ 人道” “ （塵）世道” ，遠
鬼神，避死亡的。主張“ 以今生為本” ，“ 活在當下” ，“ 以
人為本” 。然而他們也明白“ 順天者存，逆天者亡” （孟子），
“ 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論語）。顯然如果人對上帝的公義和
信實（儒家之“ 天命” ）以及終極審判沒有敬卉畏之心，對離世
沒有寄托、盼望和信賴，人生就會失去“  順天” 和“ 逆天” 的
標準，人就會被“ 罪之律” 所轄制；為人之“ 七情六慾” 所毀

滅。基督教的“ 出死入生” ，就是教導我們要重生，因為“ 人
若不重生，就不能見神的國。”  

（學子  寫于清明節之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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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tthew Cheung (Age 10)
   

What is HAIKU ?        
Haiku is an unrhymed Japanese lyric poem having a fixed three-line form consisting 
of 5, 7 and 5 syllables respectively.    
    
       
Chickens in the barn,     
Laying eggs in their own nests …   
Crackle !  Chicks are born.     

Besides the beaches,              
Dolphins dive and splash and swim … 

    The shores get all drenched !  
Butterflies flutter,       
In the breeze their wings will flap …     
Then it rests on leaves.      
 Carps swim gracefully,  
 In the sea a purple blur …  
 Splashing all around.   
Cats play with some yarn,       
Cuddling in wooden baskets …      
" Meow !" They're having fun !      
 Don't play hide and seek,  
 With a bald eagle's keen eye … 
 It will spot you all !   
Geckoes with webbed feet,       
Sticking to the high ceiling …      



Hanging upside down !       
 Be kind of mammals,  

Birds, insects, fish, reptiles   
and Marine anim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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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明  仔 

 學習工程的科學理論，書本一般大約有一千至二千頁，開頭部
份多是闡述一些專有名詞和理論，接著是一些應用的例題。 

 有些朋友花很長時間，去弄清楚專有名詞和理論；當過不了這
一關口時，就談不上怎樣應用了，特別是當你手上有
不止十本書。 

 我自己看書沒有耐性，喜歡看看前，看看後，翻
一翻左，翻一翻右。卻也發覺後可以助我理解前、右 可以助
我理解左；好像找到速成的學習。 

 「信、愛、望」就像一本書，信是前部份，望是中部，愛是後部
份。三部份合起來，才是完整一本書。人生中總是將這本書翻來覆
去，慢慢細味，會覺得事情的奇妙；只停留在前部份，有些可惜；
回頭看幸運的人－時間也只是剛夠用，雖然心裏貪。◎       

**************************************************************************     

 

命懸上主 36 秒–怒怒海海驚驚魂魂  （4） 
  

TThhee  LLiivviinngg  GGoodd  SSaavveedd  UUss  3366  SSeeccoonnddss    
  

  －－  ffrroomm  aa  WWaatteerryy  DDeeaatthh  （4） 
   － Daniel Yuen  －        （續稿仍未到、請原諒。） 

 

                     

             Dash ( - )                     Repeat 2003     － Ginger Li          
 
In April’s Tidings, the editor urged us to write some articles in English.  Although 
English was not my major in college.  I think this message is understandable to 
readers. 
 
Our 54th, wedding anniversary on April 22 is approaching soon.  It reminds me of 
our 50th, anniversary, renewing our vows and the lunch celebration at St. Gabriel’s.  
We truly appreciate the Rev. Chee and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suppor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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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ce. 
 
Last month we attended a funeral memorial service 
of a dear friend.  The son-in-law gave an interesting 
eulogy by emphasizing the “– “between the birth 
date and the death date. 
What contribution was made during the “– “?  What 
accomplishment was made during the “-“? 
 
To me, I feel the most important of the “-“ is to serve God.  The “-“ of 
one’s marriage years is as important.  It represents what you went through, two 
lives together, all the years of bringing up children, grandchildren, and even great 
grandchildren with the many worries, sorrows, unhappiness and happiness.  No 
matter what we had gone through, they were all God’s Blessings.  We should 
always treasure all our memories, good and bad, ups and downs, and be loyal to 
each other, strengthening our marriage relationship day by 
day and year by year as God intended for us to do.  May I suggest to Rev. Chee to 
add celebrating wedding anniversary to the birthday list next year? 
My favorite verse of the Bible is Romans 5:3-5 “Suffering produces endurance, and 
endurance produces character, and character produces hope, and hope does not 
disappoint us because God’s Love has been poured into our hearts through the 
Holy Spirit that has been given us” Amen.           ◎      

************************************************************************** 

風風   水水   輪輪   流流   轉轉       －  關  生 



 因兒女多且家境不甚好，祖父便將他最心愛的
兒子，我的父親，漂洋過海去菲律賓一位親戚那邊去
打工，賺錢寄回家幫補家用；雖不是“ 賣豬仔” 那樣
去南洋，但吃儘苦頭，辛苦十年才回去成家立室。後
又重返菲島，再捱十年，生活才得以安定下來。 

前日看到一則新聞報導：有關成千上萬為著生
活而離鄉別井到香港、大陸去當褓母的菲律賓人。真是

風水輪流轉，想不到六七十年後，輪到他們漂洋過海走去
神州淘金。但今時不同往日，他們過海謀生和以前我父親那年代出
洋的華人，相比下有天淵之別。以前到南洋工作的華人，大多是仔
女多、家境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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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受過教育、赤手空拳、隻身當“ 豬仔” 被賣過去的男人。反觀今
時過海謀生的菲律賓人，大多是年輕力壯，且擁有中學甚至大學文
憑，能說一口流利英語，兼有溫和、善良和克苦耐勞的工作態度，得
到廣大雇主的好評；特別是菲傭這一行，在香港、大陸備受青睞和搶
手。 

這裡粽合一些雇主描述他們為何樂意僱用菲傭的因由： 

“ 每天MARIA（菲傭）早上六時起床，整理家務並開始做早
餐；7：30分送孩子上學，8：30上街買菜，9：30洗衣，10：00整
理臥室，一切有序，如同電腦控制的機器人。”  

另一位香港黃太說：“ 我們每天6：30分起床時，家裡已經
非常整潔，飯桌上放上了一家的早餐，我們穿的衣服，換的襪子，
也是經過細心熨燙，提前放在臥室裡。中國的褓母，絕對做不到這
些。過去她曾換過若干內地褓母，但服務質量始終無法讓她滿意。
菲傭易管理，為人溫和，善解人意；有時情緒不佳時，還願意和她
談心。”  

MARIA是孩子的英文老師，解決了家教問題，黃太認為僱用
擁有大學的學歷，每月付出四千元是值得的。 

我在此要補充一下，為何翡傭的形象如此良好？除先天與生
俱來的內在美外，後天的培養也是主要因素。要知道菲律賓過去曾

被西班牙（SPAIN）統治二三百年，後又被美國統治半個世紀，直
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才宣佈獨立。在西班牙統治期間，他們相信利
用宗教來治理土人是最有效的政策。因此他們便將本國的天主教輸
入民間；同時運進一大批神父，展開傳道工作，到處興建教堂，引
人信主。數百年來，國人都信奉上帝、基督為他們的救主。每逢星
期日，一家大小、男女老幼，都上教堂去做禮拜。還有在教堂庭
前，可看見不少善男信女、虔誠地向著聖父、聖母神像祈禱跪拜，
充分表現出他們愛主、愛人、助人的基督教徒精神。繼之又受到美
國式的教育，直到現在他們仍沿用美國的教育制度，所有小、中、
大學的教材，仍以美國的教科書為本。因此他們的英語能力極強且
普遍，把英語成為國家的第二語言。又在統治期間，美國以民主的
方式治理百姓，經過五十年的民主修養，國人思想較鄰近國家的較
為民主 

化，故日常生活習慣，多頃向於西方模式。有這些後天的因素，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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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起來，使菲傭這張“ 名片” 晌亮海外。 

上千個如同MARIA的菲傭，正在進軍廣州、深圳和香港市
場，這個現象折射出的背景則是“ 褓母荒” 。據稱單就深圳的185
萬戶家庭中，約四分之一需要找褓母，而褓母到目前是供不應求。 

根據菲外交部提供的最新統計資料，目前在海外工作的菲勞
工多達823萬人，相當於菲國人口的十分之一，大約每兩個家庭中
就有一人在海外工作。菲勞工遍佈於全球190多個國家和地區，僅
2007年一年，菲國吸收的海外匯款就達到144億美元，相當於全國
生產總值的10%左右。 

  在中國傳統觀念中，認為做褓母這行是“ 低人一等” ，去年
有幾個大學畢業生到上海當家政，引起全國嘲笑，認為是大材小
用。不要說大學生，就是普通人幹這一行，也是不光彩的。但在菲
人的眼中，並沒有因為一個女性去當褓母而瞧不起她；相反，一個
家庭如有一個甚至幾個子女到海外工作，對家庭來說是一件光彩的
事。且政府也鼓勵國人出國工作，稱他們為推動國民經濟發展的
“ 真正英雄” 。     ◎    

************************************************************************** 
  



糖尿病患者的佳音               －晨 曦  

 

今天在教會碰到了麥老編, 向討債式一般窮追不捨, 最近又比較忙, 無
法抽空執筆, 只好翻找一下舊檔案, 赫然發現十多年前掌編華郵通訊
時讀者投來的一篇文章, 本人覺得此一文章很值得與大家分享. 這文
章是一位某某日報讀者投給某某日報的.茲節錄如下: 
 

編輯先生: 

本人乃貴報(某某日報)之長期讀者,素仰貴報一向報導詳實,輿論公正,

實乃讀者之福. 今有秘方, 本人藉以脫離苦海, 不敢秘存,願借貴報一

角刊出, 以向有此苦的讀者,實一小小之造富於人也. 

本人年前感身體不適,初不以爲意, 後情形更見惡化,終往見醫,驚悉患

上＂糖尿病＂, 於是遵醫治理,一直照醫生給之藥服食,只是治標不治

本,身體常帶藥丸,本人爲生意關係,常作遠遊,亦須帶備藥丸,而且,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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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曾以此病遠赴歐美各地,到過不少地方,在當地覓醫治理,本滿懷信

心,亦不外是治標之道. 

月前, 本人在幾緣巧合之下,結識一位老人家,彼以前在內地本以採售

藥物爲生, 開談之下, 彼得悉本人之苦況,於是微笑不語,取筆及白紙,

寫下一處方,分附本人照方服食數次便可全瘉.本人當時半信半疑,但

看處方所寫各物,不會食壞人者,故試服之,豈料連服多次,本人漸覺身

體康健,平時本人須每日或隔日便服食胰島素藥丸者,自此之後,本人

便不須服食藥丸,且精神大振,可見此處方之靈驗,現將處方列下: 

先用油柑子(曬乾)二兩,煎水當茶喝.(連服兩次),黍米心五

錢,正淮山五錢,北芪五錢, 茨實五錢,黍米心鬚二錢另

加豬橫脷兩條,要去油再加大地魚一條(用火燒去鱗),水六

碗煮成一碗飲,可痊癒,順祝編安, 

讀者王大君上. 

 

註：  此藥方筆者只是來函照登, 效果是否真如王大君所述,未經查
證.慎重計,不妨請教其他中醫師.        ◎      

************************************************************************** 

  三 焦 點 眼 鏡 裡 的 遠 象          ~~~  新 炊 

 

……在牧師的帶領之下，我們的教會----我們的家，蒙主的垂
顧，一日一日的增長。牧師是我們航行的舵手，他帶領我們開到水
深之處。 
 

    在七千二百四十八哩之外，我看見水深之處的某些遠象： 
 
                        ********************* 
    已婚的成年教友蒙主祝福，生養眾多，他們帶同小孩子前來參加
主日學或兒童查經班，附近的民居的家長，也聞風而帶領他們的小
朋友近前來。下課了，前臨貴婦街 (Grave Ave) 道旁的草坪，孩子
們追追逐逐，吵鬧一片。經過幾年的艱辛牧養，頭髮變得稀疏斑白
的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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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趕緊自教堂「生命樹」那邊的門旁走出來，他一方面輕輕手拉
著其那個跑得氣喘呼呼，斜靠在「活水」碑石旁的小胖子的肩膊，一
方面轉過頭來，向著那位主日學老師低聲囑咐，說道：「總要叫他們
說話輕聲一點，十一時的聖餐崇拜即將開始啊！還有，須得在守聖
餐的時候領帶他們到聖壇前面……」二話還未說完，那男孩子的右腳
不經意的踏到水面去，「活水」四濺，沾濕了牧師袍服的下角。 

********************* 

     禮拜六，下午。教會一大群年青人在牧師和青年幹事帶領下舉辦
分組活動。其中有一組年青人躲到會議室，剎有介事的進行查經活
動。可不要輕看這幾個小伙子，他們在羅省成長，兼擅中英兩文三



語，若好好栽培，將來也就是我們教會的接班人，也是社會的棟
樑。另有一群少年人商議到Arrowhead Highland那裡遠足旅行。
「砰！砰！砰！」幾位高個子，竟在停車場練習投籃，聞說下月底，
他們要代表本堂與友堂的青年人作籃球比賽了。 

********************* 

     「戛！」七人車停泊在車場進口的斜路上，並沒有駛進來。開車
的是師母，她不想打擾青年人進行投籃練習，才把汽車停泊在老遠
地方。記得她初到來的時候，為了到 DMV領取駕照一事，為之氣結
不已。當下，問題總算解決了。伴隨她走進左手面牧師院落的是幾
位來自香港教會的友人，契闊多年，友情不變。牧師樓的門輕輕帶
上，裡面傳出繚繞的琴音和感情洋溢的唱和聲音：「大山可以挪開，
小山可以遷移，唯有主的慈愛永不離開你。……」 
 

********************* 

 我還見到下面的遠象，可惜有些來得模糊，有些來得零碎： 
    詩班添了很多年青人，在隔一個月才舉行的堂議會上，詩班長絮
絮叨叨，要求在教堂裡面增設詩班席。 
    耆英團除了禮拜三的例會之外，還經常舉辦午餐聚會和短程的旅
行。附近院宅的長者和退休人仕也慕名到來參加耆英團舉辦的旅行
活動，不過額滿見遺，下回請早。 
 教會的設施，物盡其用。友堂和社區的組織經常借用我們的副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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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活動。副堂的陳設，幾經裝修更換，不過在九十年代初，某 
位弟兄獨力以木方搭建的戲台，仍穩立在那裡，發揮其作用。 
  九十年代後期修建的那幾個課室和會議室，由於設備齊全，難得
有空置下來的時刻。外間的兒童合唱團、聲樂學習班、舞蹈班，
CBEST考試準備班等 皆經常借用這些課室作學習和上課的地方。

教堂自己也使用這些課室舉辦免收費的移民入籍班、英語學習班、
普通話班和學童課後輔導班等等。當然少不了的是定期的研經班。 
    還有的是在每天大清早便舉行的太極拳、太極劍和太極扇的練
習。我們的高手如雲，楊家和吳家的直系弟子，也為之側目。 
  感謝主，我們的教會有足夠的義工去策劃和領帶有關的工作。 
  有了工作、有了目標，我們也就不難籌集到經費。 
    間中，仍然有坊眾給 Thrift Store 送來舊衣物，教會惟有婉拒了。
當日我們嘗試辦 THRIFT STORE，數年經營之後，停辦了。這項工
作也曾為我們的教會，我們的社區，作出貢獻。 
     
    曾經為教會作出貢獻，奉上心血、流出汗水、蒙主悅納的弟兄姐
妹，和全心全意服務教會的上主的僕人，我們又怎會輕易忘記呢！  

◎       
**************************************************************************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談談  獻獻  身身      （（壹壹））        
 

  聖加百利堂成立了二十多年，最近、為著堂務的發展，也在招
聘青年幹事，可是這樣的“ 人材” 非常缺乏，聞說鄰近幾間禮拜堂
都在“ 尋找” 呢？在長達二千年、基督教的發展史中，「教會需要
“ 人材” 」這個問（難）題、由始到終都存在著，所以我們是不會感
到孤單的。耶穌基督不是說：「莊稼已經熟了，可以收割了；……叫
撒種的和收割的一同快樂（約四：35、36節）。」前人撒下的“ 種子”
遍地都是、正等待著我們收割呢！而“ 收割的人材” 也同樣在那裡
等待著，祗要多祈求、有信心，我們一定能夠尋得的。 

 記得五十多年前，大陸解放後我返回香港，那年（1950）的 

28 

夏天、香港和廣州聖公會合辦的：“ 第一屆青少年夏令營” 在赤柱 



聖士提反中學舉行，當時我因到港不久、百廢待舉而沒參加。到
1951年夏天、香港聖公會由少年部聯合會（是香港聖士提反、聖保
羅、聖馬利亞，九龍的諸聖和聖三一，加起來是五間禮拜堂的青少
年部聯合組成）擔綱，各堂分工、合辦的第二屆（是年、廣州救主堂
首次沒派代表參加）。大會由許碧璋牧師當主任、潘紹華牧師副主
任；當年的主題是：“ 青年獻身” 。夏令營完滿結束後，本來要出
版一本刊物作檢討及回顧的；後來為了節省，將全部文章刊登在
“ 教聲” 上，於是、“ 特刊” 免了！該期教聲也刊上了拙文：「青年
獻身問題的我見」。（事隔多年，有一次往北加州屋崙救主堂參加主
日崇拜，無意間在“ 教聲”
看到一篇同樣題目的文章；
發覺該文內容竟然“ 熟口熟
面 ” 、 懷 著 好 奇 再 作 細
讀，得知該文除寫作人外、
全 部 與 拙 作 相 同 、 一 字 不
改，奇事也。） 

 在我短暫的生命裡，曾經
遇到兩次與“ 獻身” 擦身而過
的往事：許碧璋主教和何明華
主教都曾多次徵求我是否願意
“ 獻身” ，是我自己下不了決心、放棄了。因為我從
歷史的記載裡面知道：無數跟隨基督腳蹤前行的聖徒、他（她）們是
如何“ 獻身” 、怎樣“ 侍奉” 甚至“ 犧牲” 性命的事蹟。我自己是
一個：要“ 歎” 怕“ 捱” 、“ 惡勞好逸” 的傢伙。也曾親眼目睹
父、兄和很多前輩先賢、他（她）們犧牲個人的逸樂享受，本著愛
神、愛人的最崇高信念，謹守著“ 獻身” 的偉大情操。無論路途是
如何艱辛、為基督教會獻上自己一生。（二哥被按立聖職前，他的岳
父－慕容賢主教告訴他：在教會侍奉要全心全意，把教會看得比
自己的“ 家” 重要，奉獻要完全。）如今“ 驀然回首” ，發覺我當年
的選擇是正確的。 

 寫到這裡、讓我想起一些前人的“ 犧牲” 和“ 義行” 。……
（前賢們留下的例子太多了，寫在下面的、只不過是萬千個中的
一、兩個，有如蒼海一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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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有一個老年的同鄉－女傳道人來我家、與我們同住
了一段不算短的時日（最少兩年）。她的身體很弱、毛病也多（相信
是年紀大的關係）；我也知道她曾吐過兩次血，所以平日老躲在睡房
裡，足不出戶。那個時候、我只有五、六歲，大概是健康不良，因
此仍未入學讀書。我想、她是喜歡我的，不然的話、為什麼每晚都
要我坐到她的床沿，教我祈禱、讀聖經，跟她談話呢？（她教我祈禱
和讀聖經的方法：就是她“ 讀” 或“ 講” 一句、我跟著“ 唸” 一
句，直到能“ 背誦” 出來。） 
 我叫她「區婆」（因為人人都這樣稱呼她），至於她的名字是
什麼？我根本不曉得。我只知道他是“ 客家人” ，她的家就在鄰近
的“ 大咀村” ，離“ 城” （我家所在）八華里的村莊（約五十分鐘
路程）。她雖然是客家人，可是言談間、絕對沒有客家人的口音。
因為由年青到老年、她一生都在教會裡侍奉，大概在增城教會待久
了，反而滿口都是增城音調，嘴角老掛著“ 係麻打” （“ 係麻打”
即“ 是麼” 、“ 係咩” 或“ 係唔係” 的意思）？相信她家中沒幾個
親人，所以離職後也不返回鄉居、反而寄居在我家，尋找侍奉的機
會。不過、最後她還是返回“ 大咀村” 才離世。身後蕭條，當時的
喪禮我也有參加（還是父親主持喪禮的）。她是“ 我認識的第一個
終身奉獻給教會” 的人。        （未完、待續）     ◎  

************************************************************************** 

From The Rector    －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Last issue, we mentioned about the fragrance of orange flower, now let us we talk 
about musk in this issue.  
 
As the Chinese saying goes, “The fragrance of musk comes from itself.” This 
marks a traditional Chinese thought that we should not be arrogant to publicize 
ourselves, for our true self would advertise itself. Yet, I think it is also a key for 
Christians to bear witness for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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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ly, what is musk? Musk is a glandular secretion of the male musk deer, with a 
strong, persistent odour, used in perfumery. It is also used as an expensive 
Chinese medicine, 

If you put a little bit of musk in a room, a pleasant and persistent aroma will diffuse 
into every corner. It is alleged that one can smell the fragrance of average musk in 
23 feet, while, and the best musk can be detected in 230 feet! The rich and 
dignities in ancient China were all familiar with the musk. They wore the fragrance 
by putting it into a sachet. The best Chinese ink was made with musk, which would 
give the painting or writing a pleasant smell and the benefit of long-term 
preservation.  
 
This year, after our Easter service, we held an open-air concert on the lawn in front 
of the “Living-water” fountain. The main idea is to extend the joy of Easter to the 
public, and to expose our parish life from the church, the hall and the activity room. 
We had Line Dance, oldies, egg hunt and quiz. Some drivers slowed down their 
cars to see what we were up to. Some of our neighbours even pull up by the 
kerbside and join us in dancing, singing and playing games, we all shared a joyous 
afternoon in the green, 
 
In Introspect, what draws them to join us? For we did not place any ads, nor give 
out any leaflet for the activity. We did not even have a decent sound equipment on 
site. Then, St. Paul’s teaching flashed across my mind,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I will say it again: Rejoice! (Philippians 4:4)” Right, it was joy that revealed 
in our heart that attracted them. Joy is great, for it comes with an affinity to narrow 
down the distance between people, defuses the distrust between people and 
promote trusts between people. Moreover, it is also the “musk” for Christians to 
bear witness for our faith. Once we are equipped with this “musk”, we need not 
worry if we are qualify for our Lord’s witnesses. But this “musk” is not something we 
can make out, this “musk” only comes from the reconciliation of man to God, the 
reconciliation of man to man and the reconciliation of man to himself. 
 
It happens that the current issue of “tidings” comes with the Institution Service 
of the Rector of our church. The service concludes with a hymn as we are 
opening a new chapter of this parish. This hymn was translated by our late 
Rector, the Reverend Canon Dr. Benjamin Pao. Two lines of the hymn goes 
as follows, “Who will bear my light to them? Whom shall I send?” I wish that all 
of us are equipped with that “musk” so that we are bold tofollow prophet Isai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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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respond “Here I am Lord, send me” (Isaiah 6:8). In this way, the revival of our 
St. Gabriel Church is nigh. May God bless you all.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分   享   篇                －  由 莫 遲 疑 提 供  
 

2008年五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5.  我甚至無法描述，但我盡量讓你體會，它們像是燃燒的硫磺，魔鬼的
味道好像臭水溝、臭爛的肉、發霉的蛋、酸牛奶，和一切你能想到的，全
部都混合起來，再乘上一千倍，你就用鼻子吸進去，那是超毒，會置你於
死。 
我問自己 “為甚麼我要活在這惡臭裏?” 實在是太可怕了，死不了，又必須
忍受。  
這些褻瀆者，不斷的在用卑賤的言語和手段，在侮辱、貶低和詛咒上帝。 
 
詩篇11﹕6「有烈火、硫磺、熱風」 
詩篇88: 4「我算和下坑的人同列、我如同無力的人一樣。」 
以西結書22: 26說「我在他們中間被褻慢。」  
撒母耳記下22: 6「陰間的哀痛包圍著我」 
彌迦書 3: 2記載非利士人恨以色列人，非利士人「恨好人、愛邪惡，從人身
上剝皮、從人骨頭上剔肉。」 他們這樣對待猶太人民，這種殘忍的本性是
從那裏來的呢? 是從地獄來的，正是那些魔鬼所做的。 
 
 
(下期再續)   莫遲疑 

************************************************************************** 
 

 

月刊歡迎投稿，請將稿件交給梁金培弟兄； 
介紹自己教會給別人  - - - -   將月刊送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