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加百利堂歡迎你！ 
 如 您 有 教 會 可 以 服 務 的 事 ， 請 與 我 們 聯 絡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Welcomes You! 
133 East Graves Avenue, Monterey Park CA 91755  

 h t t p : / / w w w . s a i n t - g a b r i e l . o r g  
 

主任牧師/ Rector: 盧君灝牧師/   The  Rev.  Peter Lo   (626-288-8729)

堂長/Senior Warden: 梁金培先生 /  Mr. Peter Leung (626-403-9138) 

副堂長/Junior Warden: 陳漢明先生/ Mr. Joe Chan   (626-943-7525) 

辦公時間/Office hours:   Tuesday - Thursday : 10:am - 12noon Saturday : 9am - noon 

義務幹事/Office Volunteer: 徐潘婉廉女士/ Mrs. Phebe Hsu (626-281-8943)  

外展事工助理/ Outreach Assistant: 霍惠榆小姐/ Ms. Iris Fok (Sat & Sunday 9am-noon) 

其它請直撥牧師 / At other times, please call Rector direct 

辦公室電話/ Office Phones:  626-571-2714  626-288-4229 
 

 
 

編編  者者  話話      －－  梁梁金金培培 
 

          

電腦出了毛病，不知如何是好？ 

         遠方的消息隔絕了，朋友的來郵無從回答。哎！這些尚可

稍後再作處理，又或用其他方法替代；但是公家事務、財經投

資，不容有失，運籌帷幄，時機稍縱即逝。若然連那儲存資料和

文檔的硬碟也失靈，問題就更大了。 

         連教會的事工，也多靠賴電腦。我們的月刊、周刊、教會

財務會計，通訊紀錄等等都靠賴電腦編寫去和計算，我們教會的

種種文檔也放在電腦有關的各種記憶體當中。教會的資訊儲存，

電腦的維修和保安，同樣是不容有失，必須適當投放資源和多加

關注。 

        近年來，電腦和電訊科技，更在福音傳播事工方面，大展拳

腳。電腦網路（Internet）被看作為傳道「媒體」，例如：教會皆

設有自己的網頁、牧師和傳道人用上Blog、Email等聯絡教友， 

傳播教會訊息。很多教會的年青人已用上電子聖經，他們翻查福

音章節，變得輕而易舉；他們更將整本聖經壓縮儲藏在手提電話

或是小型的MP3和  ipod之中；無時無刻，人們都可以聆聽和閱讀

聖經。福音的傳播，不再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就算你的視力有

問題，聽力有問題，也可以隨時隨地接觸福音，聽到或是看到上

主的話語。 

        當然，聞道、聽道不能夠單靠科技，你用耳機聽上千次百

次，在乘坐公共汽車時瀏覽觀看，在開會時偷偷看，若然沒有用

上主悅納的心和靈去了解上主的話語，仍是徒然。 

        教會在運用電腦科技時，也不要「顧此失彼」，靈命的栽培

和牧養，才是教會最重要的事工。 

       在為未來的電子化傳播聖道作準備的同時，教會也不能忽略

內部的其他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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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各各位位 主主 內內 弟弟 兄兄 姊姊 妹妹 ,,  

八月八日是一個意義重大的日子。首先，該日是我堂十八位兄姊連

續為復辦主日學祈禱滿四十天的日子。這是我們因實踐信心生活而



目睹上帝的恩典如何在我們中間運行的日子。另外，八月八日又是

第廿九屆奧林匹克運動會在北京開幕的日子，這也是中華民族的一

件大事，海外華人，與有榮焉。 
 
1785年乾隆皇帝在乾清宮舉辦了一次史無前例的大宴會，三千多位

七十歲以上的老人應邀參加了這次盛會，宮廷的御膳房為他們奉上

滿漢全席，飽學鴻儒們紛紛賦詩吟對，四方來朝、天下太平、倉廩

谷實，皇恩浩蕩。這就是乾隆五十年時的千叟宴。 
 
可是，在這千叟宴的同一年，英國人瓦特發明了蒸汽機，西方開始

了第一次工業革命；北美獨立戰爭已經取得了勝利，成立美利堅合

眾國；法國大革命也在醞釀中，而此時的中國還沈浸在天朝大國的

美夢之中而不以為然。於是，這次盛宴一方面標誌・中國的國勢達

到頂峄，但另一方面，也標誌・中國的國勢開始下滑，國力由強轉

弱。 

 
自從上帝對亞當說：地必為你的緣故受咒詛；你必終身勞苦才能從

地裡得吃的…你必汗流滿面才得糊口，(創世記3:17-19)又該隱殺了

兄弟亞伯之後，對上帝撒賴說：我豈是看守我兄弟的麼？(創世記

4:8)；這個世界已變成一個弱肉強食，適者生存，反面無情的世界。 
由於無視世界的技術、制度變革，固執而不思進取，中國的國勢江

河日下，再加上一連串戰爭–1840年之鴉片戰爭，1857-60年英法聯

軍之役，1894年甲午戰爭，1900年之八國聯軍戰爭，殘酷的政治現

實就幾乎把中華民族推到滅亡的邊緣。 

 
這時候，可說中國與奧運會已絕了緣。1908年，天津基督教青年會

會刊《天津青年》載文向國人吶喊，中國何時能派一名運動員參加

奧運會？ 

 

我們感謝上帝，沒有讓這民族覆亡，反而讓她抬起頭來，為世界作

貢獻，主辦今屆奧運盛會，這簡直是先賢們無法想像的。 

 
其實，競爭不一定是你死我活的拼博、弱肉強食的鬥爭；勝利的結

果也不一定是成王敗寇。競爭中可以存在友誼，勝敗間也可以共生

共榮–而這豈不是奧運會的精神嗎？將來的新世代亦豈不是“豺狼必

與 綿 羊 羔 同 居 ， 豹 子 與 山 羊 羔 同 臥 … 牛 必 與 熊 同 食 … 獅 子 必 吃

草…(以賽亞書11:6-7)”嗎? 

 
我們祈求上帝祝佑在神州大地即將舉行的北京奧運會，叫所有選手

們，在勝利中得到喜樂，在失敗中遠離忌恨，在歡呼中推開敵意，

在挑戰中避開損傷。我們又為中華民族得以首次主辦這項盛事的榮

譽感而稱謝主，求主眷顧這古老的民族，在自信、自強、友愛、和

平中延續這奧運會的精神，迎向歷史的明天，為更美好和諧的世界

作貢獻。 
 
請在禱告中為我們的主日學加油，為我們的奧運會加油！ 
 
 
你的牧師 

 

盧君灝 
 

 
 

夏日炎炎 八月份之活動暫停 

八月份之同心團契、國語團契、耆英團契、婦女團契與粵語

查經班將休會，九月繼續聚會。 
 



 
 

AAuugguusstt   BBiirrtthhddaayy       八八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黃郭建慧 (1日) 麥懷順 ( 3日) 韋林少蘭 (6日) 

王珠本 ( 8日) 郭白玉 (12日) 陳漢明 (13日) 

陸世泮 (13日) 譚健元 (14日) 文尚丞 (14日) 

麥陳寶琴 (14日)   尹霍淑儀 (21日) 

熊倩兒 (27日)   關素娟 (30日)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如有遺漏，請通知辦公室)  
 

 

      代  禱  事  項 

1. 為身體軟弱的兄弟姊妹禱告，特別為李陳景球、馬楊美德、 

關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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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復辦本堂主日學祈禱，求主恩賜我們導師及學員能在九

月開課；遵上帝的旨意，培育我們的下一代成為有愛心有根基的

信徒。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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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日

成功，同心合力宏揚救世福音。 

4. 為奧運會祈禱： 

天父啊！你藉著四年一次的奧運會，招聚各國運動員一起生活、一

起競技； 讓我們在精益求精中，得到不斷進取的動力；在激烈的

競爭中，體會和諧相處的真理。求主祝佑在神州大地即將舉行的北

京奧運會，叫所有選手們，在勝利中得到喜樂，在失敗中遠離忌

恨，在歡呼中推開敵意，在挑戰中避開損傷。更求主賜智慧力量予

主辦當局，使這次盛事能在平安、友誼、公正、健康中完成。我們

又為中華民族得以首次主辦這項盛事的榮譽感而稱謝主，求主眷顧

這古老的民族，在自信、自強、友愛、和平中延續這奧運會的精

神，迎向歷史的明天，為更美好和諧的世界作貢獻。主

啊！我們為這一次富有東方特色的奧運會，在同一天空

下，獻上同一聲禱告，奉耶穌基督的名。阿們。 
 
 
 

 

本堂教友古萼春(Elaine)在七月廿七日晚息勞歸主，於

八月九日(禮拜六)早上九時半在中華殯儀館舉行安息禮

拜，並於八月八日(禮拜五)下午五時半至八時，在該殯

儀 館 瞻 別 遺 容 。 遵 萼 春 姊 妹 囑 託 ， 懇 辭 花 圈 、 

奠儀，鼓勵大家悉數奉獻作聖工之用，榮耀主名。 

 

古萼春於六月二十日給大家的一紙遺書 

 

主內聖加百利堂的弟兄姊妹, 
 
你們好!  
非常感謝盧牧師及你們用禱告托著我渡過與病
魔爭戰的每一天。你們真誠的愛和問候溫暖著
我的心也成為我的一種激勵。 
 

我目前的健康狀況不允許我一一地回復你們的
電話問候。我也無精力來接待你們的探訪。在
這裡我表示萬份的歉意，並敬請你們多多的包
容和諒解。 
 



願主耶穌祝福我們的教會成為一個充滿愛的
家！願主耶穌紀念你們的愛心！ 
 
Elaine 

 
 

碩哥信箱    － 吳 維 碩 師 傅 

 
                      
 今日介紹：        炎炎夏日話冬瓜 

 

冬瓜，是人們常食的瓜菜之一，

《本草綱目》認為：冬瓜味甘，性溫，

無毒。有利水止渴、下氣除煩、消熱

解毒、瘦身養顏之功。 

冬瓜，能做出多種多樣的桌上佳餚，例如：田雞燉冬

瓜、魚肚瓜粒湯、八寶冬瓜盅、苡仁冬瓜湯、金柱釀玉環、

腐乳煮冬瓜······。 

 在此，向大家介紹“蝦幹冬瓜湯＂和“ 紅豆冬瓜湯＂的

做法：  

蝦幹冬瓜湯 

材料：（六人份）冬瓜 2 磅、蝦幹 2 安士、瘦豬肉 5 安士、

沖菜葉 2 片、薑 2 小片、生粉、鹽、味精、雞粉、油。 

制法：（1）冬瓜去皮去瓤切成片，蝦幹用水浸軟，沖菜

葉洗淨並用水泡 5 分鐘左右。（2）瘦豬肉切成肉片，加鹽、

生粉、油少許、水少許撈勻稍醃。（3）將水（或雞湯）3 磅

燒滾，把冬瓜片、蝦幹、沖菜葉放入其中，並落生油少許，

燒至冬瓜熟透，放入肉片，燒至湯滾肉熟，放入鹽、味精、

雞精調味即可食用。 



紅豆冬瓜湯（老火湯） 

材料：（六人份）冬瓜 3 磅、赤小豆（或紅豆）2 安士、

陳皮小半個、生薑一塊、豬骨 8 安士、雞骨 6 安士、幹瑤柱 2
粒、鹽、味精、雞粉。 

制法：（1）冬瓜去瓤保留瓜皮，洗淨切成大塊。赤小豆、

陳皮和幹瑤柱用水浸泡後撈起。用刀將生薑拍裂。（2）將豬

骨和雞骨飛水撈起待用。（3）用鍋盛水約 6 磅，燒滾後放入

赤小豆、陳皮、生薑、豬骨、雞骨、瑤柱，待再滾後慢火煲

一小時。（4）放入冬瓜，待再滾後慢火煲一個半小時，放入

鹽、味精、雞粉調味即可食用。 

在煲湯的過程中，如果發覺湯水太少，可以加水，最好

是加入滾水，不要加入凍水。 

如果你把材料中的“赤小豆＂換成“生苡米 1 安士、熟苡

米 1 安士＂，這個湯就成了“苡仁冬瓜湯＂了。 

如果你把材料中的“雞骨＂換成“鴨骨或鴨肉＂，這個

湯就有了另一種風味，不妨試試。     ◎ 

 
 
 

 
 
 
 
 
 

感謝上帝，在本堂空地上舉行之籃球訓練班已完滿
結業，並在七月十二日舉行了公園野餐及頒發畢業
證書，歡樂非常。 
 
 
 
 
 
 
 
 
 
 
 
 
 
 
 
 
 

 
 
 
 
 
 
 
 
學員Iris來信， 
多謝各位教練們， 
並約定大家在 
明年的訓練班同樂。 



  
 

教 友 園 地 
 
 

 

                  《 真真神神的的位位格格神神性性》  －  學 子  

【主要經文】［太28：19］“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們徒，奉父、

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洗。＂ 

［林後13：14］“願主耶穌的恩惠、上帝的慈

愛、聖靈的感動、常與你們同在。＂ 

【前言】 1. 此文為紀念《三一神》主日而寫。 

  2. 以下是學習、參考、啟發的主要內容： 

A.“尼吉亞信經＂（在查經小組的學習和討論中的初

淺體會。） 

B. 盧牧師在5/18/08的講道（主題：“三位一體＂教義

－我們信仰的根基。） 

C. 劉姊妹在5/17/08團契中的專題發言（主題：神的

靈、基督的靈、聖靈）。 

3. “三位一體＂的真理是基督教重要的基本教義，是

“尼吉亞信經＂的中心內容。是每個星期禮拜中，我

們頌讀的信仰宣言。它彰顯著我們信仰的《三位一體

獨一真神》的本體和屬性，是我們認識其他有關基

督、救贖、永生、聖靈等教義的基本尺度。儘管“三

位一體＂這個詞並沒有在聖經中出現，但這個教義卻

清清楚楚在整本聖經的全面啟示中歸納表達出來。雖

然它是一個很不容易掌握的真理，但作為“嬰兒式＂

的基督徒，我們在查經和團契中卻經常體會到，確有

必要去思考、查閱，學習有關的問題。以下內容僅僅

是一些初淺的，也可能是有爭議的認識。 

 



一）《三一神》的位格神性－“尼吉亞信經＂的基本觀點。 

 公元325年，為了教會的和睦、合一，康士坦丁大帝在尼吉亞

召開第一次《大公會議》，並親自主持。來自各地參與大會的220

位主教，除二位例外，全部都簽署並遵守根據聖經制定的“尼

吉亞信經＂。 信經的中心內容是確立《三位一體》獨一真神的

教義： 

  “我們信獨一的上帝。……＂ 

  “我們信獨一的主、耶穌基督…在萬世之前為父所生…是與

聖父同體。…＂ 

  “我們信聖靈、是主…從聖父、聖子而出，與聖父、聖子同

受敬拜、同享尊榮。＂ 

 約公元400年，教會的一代宗師奧古斯丁在《論三一》中闡述：

“父、子、聖靈是同一實體－全能的三位一體。不是三位上

帝，而是一位上帝，即《三一體》的神本身＂。 

 神學家迪氏（John Dick）說：“神只有一位，然而祂的本質卻

潛存於三個不同的位格－父、子、聖靈。三個位格的本質完

全一樣。＂ 
 

  神學家賀智（Charles Hodge）說：“只有一位神，父、子、

聖靈都是神，有不同的位格，但都源於同一本質，有完全一樣

的屬性、能力和榮 耀。＂ 
 

 以下是對《三位一體》神性的簡單歸納： 
 

本體神性 位格神性 神性的方位 

 

聖父 

 

自在，永在 

 

創造，主宰 

 

 

全能，至善 

 

神   宇宙萬物

 

唯一性 

(獨一性) 

 

三一性 

(“三位

格＂性) 

 

 

一體性 

(合一性) 

聖子 藉造性 救贖性 審判性 神            人 

 

“一而三，三而一＂真神 

 

聖靈 生命性 保惠性 內住性 神         生命

 

二）《三位一體》教義的聖經根據（有大量的經文啟示，彰顯《三

一神》的神性，以下僅各舉兩例。） 

I. 《神的唯一性》（獨一性）。 

 “唯有我是神，在我之外別無他神＂……，相同的經

文記載於： 

［申 4：39, 32：39］，［王上 8：60］，［詩 86：10］，

［賽 44：6,46： 5,6.］，［珥： 2：27］，［林前 8：

4, 6］。 

 “恩賜原有分別，聖靈卻是一位。職事也有分別，主

卻是一位。功用也有分    別，上帝卻是一位。＂［林

前12： 4］ 

II. 神的《三一性》（“三位格＂性）。 

 天使回答說：“聖靈要臨到你身上，至高者（聖父）

的能力要蔭庇你，因此       所要生的聖者，必稱為上

帝的兒子（聖子）。＂    ［路：1；35］ 

  “我要按照耶和華一切所賜給我們的，提起祂的慈愛

和美德……，祂面前的使者（聖子）拯救他們……，

他們竟悖逆，使主的聖靈擔憂。……＂［賽63： 7-10］ 

III. 神的《一體性》（合一性）。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     

的名（單數）給他們施洗。＂［太28：19］ 

 “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聖靈的感動，常

與你們同在。＂［林後13：14］ 

 A－1.  聖父的“自在、永在＂性。 

 “神對摩西說：｀我是自有、永有的＇。＂［出 3：14］ 

 “主上帝是昔在、今在、以後永在的全能者。＂［啟 

4：8］ 

 A－2.  聖父的“創造、主宰＂性。 

  “起初，上帝造天地。＂ “ 祂說有就有，命立就

立。＂［創1：1］［詩 33：9］ 

   “耶和華在天上、在地下、在海中、 在一切深處，都隨

自己的旨意而行。＂［詩 135：6］ 

 A－3.  聖父的“全能、至善＂性。           ［約 I：4：8 ］ 



“我們的上帝啊、你是至大、至能、至可畏、守約施憐

愛的神。＂［尼 9：32］ 

 “耶和華、因祂本為善，……祂的慈愛永遠長存。＂

［詩 106：1, 136： 1］ 

 “上帝就是愛。＂       ［約 I   4：08］ 

 

 B－1.  聖子的“藉造性＂。 

“萬物都是藉著祂造的，凡被造的，沒有一樣不是藉著

祂造的。＂［約 1：3］ 

 “……藉著祂的兒子曉諭我們，又早已立祂為承受萬有

的，也曾藉著祂創造 諸世界。＂［來 1：2］ 

                                                                     

   B－2.  聖子的“救贖性＂。 

“……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約 1：

29］ 

 “父差子作世人的救主＂；“除他以外，別無拯救＂。

［約 4 ：14］         ［徒 4 ：12］ 

    B–3  聖子的 ＂審判性＂ 

 “他吩咐我們傳道給眾人，證明他是上帝所立定的，要

作審判活人死人的主。［徒 10：42］ 

  “父不審判甚麼人，乃將審判的事全交與子。［約 5:22］ 

   C – 1 聖靈的  “生命性＂ 

 “叫人活著的乃是靈，肉體是無益的。＂［約 6：63］ 

 “那叫耶穌從死裡復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裡的

聖 靈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活過來。＂  (羅 8 : 11) 

   C – 2 聖靈的 “保惠性＂ 。(保護，賜恩惠，教誨，引導。) 

              “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賜給你們一位保惠師，叫他永

遠與你們同在。＂  ［約14：16］ 

              “ 保惠師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來的聖靈，他要將一

切的事，指教你們＂…… “他要引導你們明白一切

的真理＂。     (約 14：26 ，16：23) 

              “我的靈住在你們中間，你們不要懼怕＂。   (該 2：5) 

            ・   “你的靈本為善，求你引我們到平坦之地。＂(詩 143:10) 
    

C – 3   聖靈的 “內住性＂ 

        “如果上帝的靈住在你們心裡，你們就不屬肉體，乃屬聖靈

了。＂   (羅 8:9) 

       “你們既為兒子，上帝就差他的兒子的靈進入你們的心。＂  

（加 4:6） 

       “豈不知你們身體是聖靈的殿嗎？這聖靈是從神而來，住在

你們裡頭。＂ （林前 6: 19） 

・・・“聖靈參透萬事，就是上帝深奧的事也參透了。…..除了上帝

的靈，也沒有人知道上帝的事。＂  （林前 2:10, 11） 

 

三）有關《三位一體》教義的基本觀點──《正》與《誤》的對比 
 

              (經文):“ …甘心領受這道，天天考查聖經，要曉得這

道，是 與不是。＂（徒：17：11） 

    奧古斯丁：“在基要信仰上要合一。（因為神的唯一性，

真理的唯一性）；在次要事情上要存異。 （因為人的有

限性， 認識的局限性）； 

  在一切事物上要持愛心。 （因為上帝就是愛， 人與神合

一的永生， 就是愛。） 

   



 

《正》 《誤》 

1． 神的 唯 一 性   

（獨一性） 

只有一位神。 

聖父、聖子、聖靈都

是同一真神， 

都是神本身。 

《三神論》把神的三位格說成是 三 

位神，父、子、靈是神在不同時

代的三位神，或先後“登場＂的

三個“不同角色＂。  

《發展論》：認為耶和華是“律法

時代＂的神，耶穌是“恩典時

代＂的神，而現在──“國度時

代＂又是另一個神 （譬如“女基

督“） 

 

2． 神的 三 一 性  

（“三位格＂性） 

獨一真神的本質分潛

于三個不同的位格

中， 我們信仰的神是

有為個位格的獨一真

神。  

 父、子、聖靈在位

格上有獨立的特點。 

 在工作上有分工。  

 在行事上有次序。  

《神格唯一論》：強調神的單一

性，否認神有三個不同的位格。 

《形態論》認為父、子、靈是神的

三種不同的表現形態，是神的三

種身份或三個方面；否認神的三

位格 同時，分別存在  及 相互內 

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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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 《誤》 

3.   神的一 體 性  

（合一性、同等性） 

             父、子、聖靈同本

質，同地位， 同榮

耀， 同屬性（本質

性）。 

 父、子、聖靈相互內

住 “子在父裡，父

在子裡＂，“聖靈由

父子出，子由靈而

生＂。 

 聖子“是生非造＂，

聖靈“是出非

屬＂。 

（“非屬＂──非隸屬

于父、子） 

《隸屬論》認為聖子為父所

生，所以隸屬于父，地位低

於父。聖靈由父、子而出，

所以隸屬于父與子。 且認為

聖靈是神發出的能力，神的

工具和手段。 

《亞流派》否認基督和聖靈的

完全神性。認為基督不是創

世主，而是神的最高受造

物。 

 

思後語： 

       經文：“上帝說，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 按著我們的 樣式 

造人＂這句經文至少有三種啟示： 

1． “我們＂是神在創造工作的最後，最高階段時的自稱，祂

啟示著神在其本體上是具有複數的位格，這雖然不能証明

神的《三位一體性》，但可以看作是一個暗喻。 

2． “位格＂（Person）按其字意是“有自己的情感，思想和意

志的個體＂。而神是按著他們的“形象和樣式＂造人，因

此人在靈性上能和神心意相通，追尋和順從祂的旨意，也

有自己的情感、理性、思想、道德意識和意志。 

3． 神造人時是把人照著他們自己“形象化＂、“樣式化＂，

這並不等于上帝在造神，人還是被造者。相對地來說，在



神的啟示下， 就人的領受、認識和信悟的層面（有限的）

而言， 我們人把獨一真神“人格化＂、“位格化＂──

父、子、聖靈在行為方位和性格上有區分──這也不等于

把神降為人，“父、子、 

  

聖靈＂還是獨一真神。換而言之，神只有一位，然而祂的本質

卻潛存于三個不同的位格中。就是 聖父、聖子和聖靈，他們

都有完全的神性，是同一真神，同一本體在人類信悟領域中不

同“方位和性格＂上彰顯。 
 

   以下是經文的特例解析： 
 

經文

章節 

林後 13；14 弗  20：21 猶 20，21 弗  2：19－

22 

聖父 上帝的慈愛 

超乎眾人之上。   

（超乎萬有的全

能者） 

常在父 的愛中 

進到上帝的

家 

（作神家裡的

人） 

聖子 基督的恩惠 

  貫乎眾人之

中。        （道成

肉身的基 

督） 

真道 上造就自

己 

靠著基督 

（基督是聖殿

的基石） 

聖靈 聖靈的感動 
住在眾人之內。      

（內住的聖靈） 
在靈裡禱告 

藉著聖靈 

（內住，引

導） 

解析 
使徒的《三重祝福》 

──── 

“位格有異＂ 

  人的《真實領悟》 

──── 

“位格有異＂ 

  信徒的《靈命成

長》 

───── 

“工作有分＂ 

人類的《救贖進

証》 

行事有序 

 

  （學子來稿，全篇刊載完畢。）    ◎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編者按：麥仁大叔的電腦在七月初出了毛病，迄今尚未修復，

有關“麥仁筆語＂的新稿件留待日後刊登，請諒!) 

 

   重之軛？輕之軛？     --老羊 
 

   普 “美＂ 同慶July 4 次日，久違的三位老朋友在一間幽靜

的小餐館晚膳聚舊，飲飽食醉後，閒談近況，述説面對的

困難，喜樂，以及屬靈的分享。 
 

   三人各屬不同的教會，背境各異，有來自知識份子之家，

基本生活欠缺之家及基督教富裕之家，卻有共同信仰－基

督教。雖然信主時日長短不一，有自嬰孩，少年及成人

時，現在皆能彼此數算上主之恩典。他們感謝天父之呼喚

成爲祂的兒女－要知道世上仍有許多人“有眼未能見，有

耳未能聼到＂主的福音及神蹟。繼而述說各自不同的經

歷。其中一人，青年時已患病，感謝有藥物控制病情及家

人的支持，體諒，雖然對未來仍有多少憂慮，但如果能重

新選擇，仍然會順服天父的安排，走相同的人生歷程。一

人感謝過去貧困生活 (註) 帶來的磨練，建立堅強的信心，

曉得將未來完全交托給主上帝。最後一位訴説自己内心之

平安，寧靜及喜樂，對過往甚害怕的事情，現在已能處之

泰然，聖靈力量在心中，活出多姿多彩的人生！ 
 

   禮拜天牧師講道及福音章節，講述基督徒之軛 (牧師已詳

細解釋什麽是軛) 是沉重的？輕巧的？許多人認爲當基督徒

是非常沉重！非基督徒在社會上到處尋找“着數,＂ “機關

算盡＂ (為金錢，地位，權力！) 不是很疲倦嗎？作爲基督

徒可用“赤子之心＂面對世界，因主耶穌應許我們, “凡勞

苦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裡來，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心裏

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

裏就必得享安息，因爲我的軛是容易的，我的擔子是輕省

的。＂ (馬太福音１１：２８－３０) 
 

   以上三人數說自己人生感恩事項，你認爲他們的心靈擔子

是輕省嗎？汝之軛，輕耶？重耶？願主常與你同在。 
 

    （註）: 如麥仁大哥“ 捱世界” 的“ 淒涼story,”   



      將來兒孫聼了，也會“ 哈哈大笑” 來回報。 
 

 

Thanks  

    在7月晧熱的天氣下, We thank you 
for 盧牧師和Tresa Lo在百忙當中, 泡
製了美味的〝愛心靚湯〞, 前往El 
Monte Care Center送贈給病臥的關
新, 他接受了飲用的恩惠, 露出了喜悅
的笑容, 顯出我們牧師的關愛, 不容許
我所意料, 更使我感到溫情福分, 顯明
了上主施展慈愛憐恤妥善。 感謝上
帝! 
   We thank you for 表姐也在當月, 帶
了新鮮出爐的〝愛心包〞, 親自送贈給
關新, 令孤單的他感到欣慰, 令我更加
感到手足情深的美意。感謝上帝! 
   We thank you for 大家常為我們代
禱和送上關愛的問候。



 

From The Rector    －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August 8 marks a significant day for us. Firstly, this will be the 40th 
day for the 18 faithfuls who have been praying for resuming our 
Sunday School. This is the day for us to see how God works 
amazingly among us through our faith. Secondly, this is the opening 
day of the 29th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This being a major 
national event for the Chinese people, overseas Chinese also 
shares its honour and joy. 
 
In 1785 Emperor Qianlong hosted an unprecedented majestic 
banquet, where three thousand elderlies aged over 70 were invited. 
They were served by the Royal kitchen with the full feast, combining 
Manchurian and Chinese delicacies. The learnt scholars of the court 
were chanting and composing poems for the dinning guests. It was a 
splendid display of the national wealth, strength and power. This is 
the renowned Thousand-elders-feast in the 50th year of Qianlong’s 
reign. 
 
However, in this very same year, the steam engine was invented by 
James Watt, a Scottish, the West has began its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War of Independence in North American had been 
w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u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was on its way; yet China still clung to its national strength so that 
what happened outside was ignored. Hence, this great feast marked 
a summit of the national achievement, while also a landmark of its 
national decline, from strength to vulnerability. 
 
As God told Adam: “cursed is the ground because of you; in pain you 
shall eat of it all the days of your life; by the sweat of your face you 
shall eat bread (Gen 3:17-19), and the response of Cane (who had 
killed his brother Abel) to God: "…am I my brother’s keeper?" (Gen 
4:9); this world has been governed by Jungle’s rules, operated by 
the principle of survival of the fittest, resulting in an indifferent world. 
 
Since China ignored what was happening in the world in areas of 
technology, constitutional modification and was stubborn and inertia 
to changes, and coupled with a series of war on Chinese soil– the 
Opium War in 1840, the Battle with Anglo-French coalition forces 

during 1857-60, the Sino-Japanese War in 1894, the Eight-power 
Coalition war in 1900, Chinese people was bound to be categorically 
destroyed. 
 
At that time, China could be deemed as dissociated with the Olympic 
Games. No wonder in 1908, an article in a YMCA Journal "Tianjin 
Youth" cried out: “When will China send an athlete to participate in 
the Olympic Games…” 
 
We thank God for Chinese people survived all these wars and 
adversities, and serve the global event by hosting the coming 
Olympic Games, which is far beyond the wildest dreams of our 
sages of the past. 
 
In fact, a competition is not necessarily a life-and-death game, or a 
play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the jungle; victory does not dictate a 
win-loss outcome. Competition and friendship can co-exist, victory 
and defeat can also share the same ideal- is it not this being the 
spirit of the Olympic Games? Is it not that the future of the new 
generation is depicted as “wolf also shall dwell with the lamb, the 
leopard shall lie down with the young goat… The cow and the bear 
shall graze; their young ones shall lie down together; and the lion 
shall eat straw…(Isaiah 11:6-7) ?” 
 
We pray to God for the upcoming Beijing Olympics in our mother 
soil, grant the players moments to rejoice in victory, keep them from 
envy when defeated, keep them safe from injury, and separate 
cheers from hostility. And we thank God for the honor shared by 
ethnic Chinese for hosting this event. May our good Lord continues 
to uphold this ancient people as they walk into to-morrow’s history, 
continuing the spirit of the Olympics, with assurance, autonomous, 
love, peace; and involve them in fabricating a better and harmonious 
world. 
 
Please remember in your prayer for our Sunday School and Olympic 
Game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