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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培 暑熱的七月、八月過去了。過去的兩個月，學生放假，教會裡面多位教友包括主任牧師也在這一段日子抽空到到外地探親或遊覽去。休假是有需要的，藉著休假，調節工作壓力，讓人們感到愉快，對身心健康都有好處。放假完畢，大家放鬆心情，工作效率必然得以提高。  八月份的主日學、同心團契、耆英團契及婦女團契都得休會了；不過，我們教會的主日崇拜是停不了的教會的主日崇拜是停不了的教會的主日崇拜是停不了的教會的主日崇拜是停不了的。主任牧師兩周的休假期間，Fr. John Phalen 主領聖餐，辦事處的工作有對外事工助理 Ms Iris Fok 坐鎮，義務司庫 Ms Jennis Fok 克盡厥職，正副堂長和諸位堂議員承擔了很多瑣碎工作。要知教堂於六月失火，臨時安置和重建工作，千頭萬緒，總要有人振臂呼喚，身先士卒。  張才忠弟兄領帶的國語研經班一直沒有停下來，《佳音》，也沒有因暑假停刊。六月、七月、八月編者身處外地，其間諸位作者藉互聯網傳送來文稿、照片和資料，編者把《佳音》的清樣、校樣用電郵傳送給盧牧師，一再來回修訂修正，135 期、136 期、137 期的紅樣、終樣也就是這樣定出來；當然，最後還得由盧牧師親手付印。《佳音》編者多謝各位的支持和幫忙。  堅信上帝會依祂的旨意眷顧我們。九月來臨，待我們齊心合力，一起開到水深之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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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堂失火後，恩待人的主已為我們提供了一處理想的臨時地方崇拜和聚會。雖然是臨時性質，但這地方真是很好，比很多小團體的教堂還要好。有時我們可能不禁說：這裡不錯，它比我們初時所想像的要好得多，我們不妨在此定下來吧！真的！目前的崇拜地方已相當理想，我們必須誠實回答，我們為何還要花耗大量資源來修復被火毀掉了的聖堂？我們還需一座更大更美的聖堂嗎？我們可以理直氣壯的說：當然要，保險公司要賠償嗎！但我們也要俯心自問，有更好的理由嗎？有！茲列舉四大理由如下。  首先，人類的天性驅使我們要把最好的獻上，來榮耀我們所認識的最高神明。君不見猿猴對初升的月亮肅然啼叫，好像向最高的神明叩拜。我們知道，原始人戰兢地俯伏在神樹前，敬拜他們所認識的至高者。我們也知道，遠古的牧羊人都選擇最好、最潔白的羊羔，在亂石堆前獻祭給他們的神明；農夫也帶着上好的穀捆還神；寡婦亦獻上小錢事奉神明。所以，我們率性而為，盡心竭力敬拜上帝，就是我們要修好一座更大更美的聖堂的第一個理由。   第二，這是為了感恩，為了回應上帝的愛。當你知道自己一生如何得上帝恩典保守，你自然願意常常感恩。當你的生命被一位仁心仁術的大夫從死門關搶救回來時，你會禁不住你的謝意；當你的孩子被一位勇敢的鄰居從意外中拯救出來時，你會由衷感激；當一個陌生人送回你不知在那裡掉失的錢包，裏面塞滿了不少重要證件及信用卡，你會欣喜感激。我們都知道，我們一生中，充滿了數不盡的奇蹟，得到上帝無時無刻的保守，我們又豈能無動於衷，豈能不言行一致的口唱心和讚美感謝主呢？所以，我們為了表達感恩，讚美感謝上帝，這是我們要修好一座更大更美的聖堂的第二個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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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一處榮美的崇拜地方是一個培育愛苗的園圃。當聖殿的榮美召喚了每一位崇拜者同時聚焦在無所不在的上帝面前，人與人的關係就變得更密切、更和諧，愛的種子就可以在此長苗吐穗。這好比一個車輪的輻條，每一輻條都是從軸心伸展開去，越近軸心的，輻條之間的距離越接近；越遠離軸心的，彼此越疏遠。上帝是我們信眾的唯一軸心，當我們崇拜時，大家聚焦在奧秘的上帝面前，我們與鄰舍的關係就來得更接近；當我們越接近上帝的愛，我們越容易受感動；當我們受上帝的愛感動時，我們就見到近旁的鄰舍，將主的愛輻射給我們弟兄姊妹。一處榮美的崇拜地方能幫助我們一起聚焦在上帝面前，經驗彼此開放、彼此相愛的信仰生活，這是我們要修好一座更大更美的聖堂的第三個理由。   最後，這是我們關乎傳道工作的最終目的。一位加爾文派的神學家約翰派珀 (John Piper) 曾經說：傳道工作的存在於崇拜生活的未存在 (“Missions 

exist because worship doesn't”)。他的意思是，傳道是我們教會無可推諉的任務，是我們每一位信徒的信仰使命。但傳道的最終目的不是傳道自身。試想，當地球上有一天所有人都歸信了基督，傳道的任務就完成了，再不需要傳道了；那時，無數被救贖的靈魂都俯伏在上帝寶座前，我們需要的，是好好地讚美敬拜主。所以，傳道只是一個暫時性的必要任務，而讚美崇拜是永久性的最終任務。努力傳道、好好崇拜預備永生，這是我們要修好一座更大更美的聖堂的第四個理由。   你同意以上四個理由嗎？常言道，白白得來的東西是不會得到珍惜的。讓我們都一起警惕，一起來認識崇拜的重要意義，讓我們都重視我們的崇拜生活，免得糟塌恩主賜給我們一所更好更美麗的聖堂。主佑 
 

 你 的 牧 師你 的 牧 師你 的 牧 師你 的 牧 師                 盧 君 灝盧 君 灝盧 君 灝盧 君 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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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音》月刊歡迎投稿，請將稿件郵寄本堂，信封上註明 “佳音稿件”；又或直接交給梁金培弟兄、順叔或盧牧師。 亦可用電郵傳送稿件到 puileung _hk@yahoo.com 電郵的 “Subject” 上請填寫上 “Tidings”。 請將月刊送人請將月刊送人請將月刊送人請將月刊送人，，，，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    
 

    
1.1.1.1.    在菲律賓槍手劫持旅客作為人質的事件當中，多位香港居民無辜喪生，我們為他們的家人和朋友禱告：求聖靈安慰和扶助他們。我們也為在當中槍戰引引至腦部受傷的梁頌學及其他受傷者禱告，求主伸出醫治大能的手，醫治他們的身體和心靈。 2.2.2.2. 我們為在香港的菲籍家庭傭工祈禱：但願感受心靈傷痛的香港居民都能夠理性的善待他們，不要遷怒他們。求主賜世人都有寬恕的心懷。 3.3.3.3. 為我們的禮拜堂遭火焚之後的重建工作祈禱：求主叫施工計劃合乎主的旨意，工程人員蒙主賜平安。 4. 新學年伊始，我們為本堂的青年人、學生們禱告：求主領帶和保守他們，叫他們學業進步，身體健康。 5.5.5.5. 特別為主任牧師和所有的堂議員禱告，冀望聖靈添加他們智慧和力量去籌策和開展聖工，包括主日學、國語崇拜、英語崇拜等等。 6.6.6.6. 我們為我們擁有的一切而感謝主。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堂議會決議堂議會決議堂議會決議堂議會決議    本堂議會重申對聖言及普世聖公宗的團結的堅貞不渝；故此，基於聖經的教導及蘭柏會議有關決議，本堂議會對一位公開同性戀者當選為本教區副主教一事，深表遺憾。 In the light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Holy 
Scripture and the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Lambeth Conference, the vestry reaffirms its 
steadfastness to the Word and the unity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 worldwide, and we 
deeply regret that an open partnered Lesbian is 
elected Bishop suffragan of our Diocese. 

(歡迎主內兄姊提供代禱文稿。「主曾應許，若有兩三人奉主之名聚集祈禱，主必應允……我們心所願，口所求，若對我們有益，則求主成全……。」請參與代禱，願我們的禱告達於主前，並蒙主悅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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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W, Grace Yung 趙翁少芳 9 月 3日WONG, Yu Chu 黃尹如珍 9 月 12日
LIU, Serena Tsz Ching 廖紫晴 9 月 3日FOK, Janice 霍惠枝 9 月 13日 

TAN, Jin-Xiong Wu 譚吳巾雄 9 月 4日WU, Paul 吳睿聰 9 月 13日
WONG, Anne Cheng 王鄭安妮 9 月 5日MAK, Jenny 麥陳艷素 9 月 17日
FOK, Iris 霍惠榆 9 月 7日HO, Tina 何潔妮 9 月 23日
WU, Betsy 吳裕翠 9 月 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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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五日(主日)十一時午堂崇拜當中舉行聖洗禮，盧牧師為   

於在淏於在淏於在淏於在淏、、、、李笑龍李笑龍李笑龍李笑龍    兩位弟兄施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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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chool— 
Summer Fun Day at Santa Paula_July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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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若把使徒信經和尼吉亞信經細讀一遍，便可看出這兩信經主要的教訓是關於聖父、聖子和聖靈。這三位我曾在本堂月刊講述過，但仍有不少教友尚未明確的認識他們，以為我們基督教有三位神明在不同的地點和時間，各自擔任他們個別的職分和角色，如聖父是掌管宇宙，聖子是降世拯救世人，聖靈是忠告我們人類，使我們明白一切的真理。這是誤解的。讓我在此引用一故事來幫助我們明白三位一體上帝的奧祕。 有一位基督徒帶著一位慕道的朋友去參加基督徒的聚會，這客人對於會中所講所做的，有許多不明白的地方，但他一會兒便發現這群男女信徒有同一的心志，有真正犧牲捨己為人的精神，且樂善好施，濟弱扶傾的愛心。從這些等等，那客人開始認識聖靈。 這新經驗使那人繼續來參加聚會。在會中，他常聽到耶穌基督的名，他也發現這些人都自稱為基督徒。藉著這些基督徒的生活與教訓，這人終於接受耶穌為救主。 當這人漸漸加深認識耶穌的時候，他就開始認識那差耶穌來的父，那創造天地的主。這人雖本來就相信天地間有一位最高主宰，但從耶穌的教訓他才知道這主宰關心人類，且差聖子降世救贖世人。因此，他便把自己交給上帝聖父。 上述故事中的朋友，表面看來，他是他是得到三位神明的指引才認識聖靈，接受耶穌為救主，及把自己交托給上帝；事實不然。故事的主要目的是要告訴我們，這三個主意是出自同一個上帝的，因為上帝向來是三位一體的，不是一時一位，祂是同時存在的。除此，祂是一位神靈，沒有肉身，祂是無所不能的----祂有能力做祂要做的事，雖世人可能反對祂，最終總是戰勝他們。祂是無所不在的----無論什麼地方，祂與我們同在，也可同時與世界各種各樣的人同在，因祂是超空的。祂是無所不知的，因祂是超時間的“凡人的心，在主面前無不是顯出來的，心裡所羨慕的，主都知道；心裡所隱藏的，也不能瞞主”(求潔心禱文) 。 故此，不管你在世界任何一個角落，任何一時刻，祂都可聽到你的祈求，及賜給你應許的恩惠。 信經曾告訴我們，聖子與聖靈都是從聖父而出的，所以聖父並不比聖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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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聖靈大，自然同為至上，同受敬拜，同享尊榮的。因此對這位三位一體的聖父上帝，我們應同聲讚美稱頌說：“但願榮耀歸聖父、聖子、聖靈，起初怎樣，現在以及永遠，也是怎樣，永世無盡。阿們！ 
                

  

        
※※※※※※※※         懷懷懷懷懷懷懷懷 念念念念念念念念 ““““““““ 肥肥肥肥肥肥肥肥 表表表表表表表表 ”””””””” （（（（（（（（ 徐徐徐徐徐徐徐徐 潘潘潘潘潘潘潘潘 婉婉婉婉婉婉婉婉 廉廉廉廉廉廉廉廉 女女女女女女女女 士士士士士士士士 ））））））））                 麥麥麥麥麥麥麥麥 仁仁仁仁仁仁仁仁  

 

 (接續 137 期) 我們在 Ketchikan 的停留期間，細雨斷斷續續，幾個小時後（已經是傍晚時分）雨勢已停。輪船離開碼頭時，我正坐在船舷；眼看著岸上的景物由船頭慢慢向後移到船尾、由大而變小。天邊美麗的晚霞襯托著黃昏時那黃澄澄的落日，這時、內心不期然浮出了：“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李商隱的名句……；與此同時，思緒好像在無邊無際、茫茫的大海洋裡漂浮，卻又沒有真正的目標和去向。直是“百感交集”，非常的不好受……。 晚飯時、Aaron 同席，他告訴我們說：「船上的醫生今天看了媽咪，他認為：媽咪的病一定要獲得較好的治療，可是在輪船上沒能符合她的需要；所以他已訂好了 Victoria 當地的醫院，明天輪船一靠岸，媽咪就會被“救護車”接走，逕行開到醫院去。她將要在那裡留醫，到時、我們不可能一同返回洛城了！」我們聽到了這些話，一時間、心情沉重起來；我是一個欠缺“急才”的人，甚麼都沒能說出口。事實上、不論什麼事，我們都沒可能幫得上；此時此地，內心充滿了無奈感；祇能默默地坐在那裡作一個無言的“默禱”……。晚飯後，我甚麼事情都不想做、也沒心情做，一言不發、一心期待著明天的來臨。臨睡前、在我的禱告中，我祇求主看顧和保守肥表，教她在 Victoria 的留醫期間，可以好好地“安心”治病。也求主在她餘下的旅途中、內心能有平安。（這個時候，有什麼比“平安”更“好”、更能“平靜”我們各人的內心呢？）  第十日上午，輪船駛進 Victoria 的港灣，我坐在靠碼頭一方的船舷，一輛救護車早已停泊在碼頭等候，輪船慢慢靠舶好碼頭後，不久、救護車也在沒聲沒息地離開（我知道、肥表於這時已被接走了）！跟著、絕大部份乘客也先後擁上岸去。祇是、我們夫婦仍然坐在船上猶豫著，不知是否也要上岸去。（近幾十年，我們曾經多次光顧Victoria，對這個地方並不陌生。祇是這裡是此行的最後一站，若再不上岸、就得要等到返回洛城－回家時才有機會了！）。最後、我們兩人還是走出碼頭，踏上開往市中心的專線小巴，我們在終站下車。（想到去年與肥表來到這裡，大家走路到唐人街“上高樓”，吃點心，還有“荔枝大餐”……等，

(( 之之之之之之之之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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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如在昨日；如今肥表沒點心吃、反而要進入這裡的醫院……。想著、想著、內心頓時有些兒“不是味”的感覺……）這一次、我們不再前往唐人街，卻走往省議會大樓前的廣場。在這裡，一切景物仍都依舊，祇是今回與前次的感受、有如“天淵之別”了。  在皇后酒店（Queen’s Hotel）對開的廣場、港灣邊沿的石壆上坐著，面對著省議會大樓和皇后酒店。（讓我回想起那一年（1986），溫哥華舉辦“世博”，我們夫婦和一雙小兒女乘參觀“世博”之便，到溫哥華找葉敬熙牧師聚舊。再由溫哥華開了一部汽車，先遊西雅圖。再從西雅圖乘渡輪來Victoria，渡輪正巧停在這個小港灣上。因為我們在這裡有兩天的停留，所以能夠參觀這裡的省議會、博物館、布查花園（Butchart Garden）等名勝，又在皇后酒店和布查花園歎其下午茶……）一切一切、景物依舊，不過、今天的“人面”已全然不是那回事啦！  我們在這裡的廣場上見到一個“人”，這個“人”用絲襪套在自己的頭上，又在絲襪上以彩色繪畫出一個“小丑”的臉譜、再穿戴在自己的頭上，他將自己打扮成一個木偶的模樣兒。這個“人”就這樣站立在一個小木台上，身旁豎起一把耀眼的遮陽傘，在他的胸前、再掛上一把手風琴。此君一動也不動、有如一個木偶般站立著。此時我看到幾個“東方男女”（遊客），在這個“人”的身前和身旁、不停地拍照。這個“人”立即用他的右手，向著拿相機的、做出左搖右擺的動作，示意：“不要拍照”；然後再指指他腳前放著的一個鐵罐子，罐子旁邊有一張字條，寫著：“A dollar please”!（示意：如想“拍照”請在鐵罐子放下“鈔票”或“dollar”。）沒有人放下鈔票或超過一元硬幣的時候，他便一動也不動地站立著、好像一個木偶。祇要有任何人，在他的罐子裡放下超過一元或以上的幣值；一個微笑、立刻出現在小丑的臉龐。他同時會朝著“放下”的人，用右手的指尖放到自己的嘴唇上（表示“謝謝”）；緊跟著、他會使勁地彈奏出一首悅耳的“名曲”。一曲既罷，他便會“彈”回原來的形態、“紋風不動”地站立著；那個模樣、有如“隨風擺柳”的架式，腳底下好像裝上彈簧一樣。（他用這種方式討生活是否可取？並不是我如今要討論的問題。）很可惜，不放鈔票或硬幣而拍照片的“東方遊客”仍接二連三地出現。雖然我兩次放下“dollars”以為“示範”，卻起不了任何作用；看見這個情形，自己能不臉紅？我不想再看下去了，在返回巴士的路上，我不禁想到“吃飯”和“尊嚴”這一個矛盾的問題，到底那一樣比較重要？  返回船上走到 11樓，經快餐廳時，我用“眼尾”掃了一下那兒的食品，可是今天擺設的東西完全撩不起我的食慾。我再轉身到“漢堡檔”，那些新鮮煎起熱氣騰騰的“芝士漢堡”、和仍在鐵板煎著發出吱吱聲響的洋，加上剛從油鍋撈起來的炸薯條，這一個完美的組合、原是我近幾十年百吃不厭的“美食”（也是美國的國粹）；可是，今天放入我的嘴裡，總覺得不像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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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吃的“那一種滋味”；內心頓興一股“不安的思慮”，卻又不知該當如何?或怎麼樣解決……?  輪船在我懷著“不安的思慮”與夕陽的餘暉照射下，離開了 Victoria。從這一晚開始，每個晚餐，原來六個人一桌的，祇有我們夫婦兩人“孤零零”的霸佔著。輪船也就從這一刻帶領著沒有肥表母子的我們，在茫茫的太平洋上，向著來時的“家鄉”（洛城）、像蝸牛一樣（背負著沉重的心情）緩慢地返家。因為肥表的缺席、我們在輪船上渡過前所未有、最“漫長”的三天三夜。也是我多年來、心情最“壞”的一次乘坐遊輪的經驗，我知道這是我內心的矛盾所造成。回家後，我立即打聽肥表的消息，可惜、完全無人能給我一個確實的答案，祇曉得肥表仍未返家；其餘的，在上面已經講述過了！我不想再做重複的描述。 聖公會聖加百利堂於六月十九日，出現了“罕見”的莊嚴與肅穆的布置，也就在這樣的情況與氛圍下、舉行了肥表的“喪禮”和“悼念儀式”。當日這麼多蒞臨的親友和教會的兄姊、在全堂“爆棚”（滿座）之下、見證了肥表的一生。（她對上帝的侍奉是如何忠心，對教會是如此盡心奉獻；不管別人對她的理解是怎麼樣，而我自己就由衷地欽佩和敬仰的！）最後，大家送她到荷李活山的林茵紀念墓園（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 Hollywood Hill.）與她的丈夫“同穴”長眠。這樣做、總算還了她多年來的心願，也見證了上帝賜予她的鴻恩！  六月十九日剛辦完肥表“莊嚴肅穆”的“喪禮”，我們的聖堂於一週後（六月廿五日）中午因電線“過舊”而失火、將至聖所鄰近的裝置和設備統通焚毀。（這一切、包括新購置的電子管風琴和投影機、升降大銀幕，另外整套電鐘與音樂報時設備，鋼琴和講壇，至聖所的設備，包括全部旗幟、所有聖餐使用的杯、碟和巾布，甚至掛在牆壁上的生命樹……等，林林總總，數不勝數，也數算不清。）另外，因為“火災”的高溫，連聖堂高懸的包金十字架外層（包金）也蕩然無存，熱力的高溫波及全堂及辦事處，令所有吊燈和其他設備全數報銷；連聖堂和辦事處的屋頂、也被消防員弄破兩個大洞。這次的損失，確實難以估計，要全部修復，恐怕需要一段很長的時間了！ 我們感謝上帝，讓肥表的“莊嚴肅穆喪禮”能於聖堂火災前完滿地辦妥。我們今後祇要能將一切交給上主，有祂的同在，人間沒有什麼事情是沒法解決的。        （全文完）     
 11

  大約在一年前，我第一次踏上美國的土地。從機場向外望去，並沒有我想像的高樓大廈，而是一群平凡的人，忙亂的節奏，並沒有什麼新奇，那一份初到異鄉的激動事宜瞬間被一抹失望淡，是因為那時我並不知道這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迎接我的將是一串的改變。     今年三月第一次來洛杉磯，也是第一次走進教堂，隨即便被教堂 的神聖莊嚴，牧師的和藹可親，以及眾兄弟姊妹的親切和睦所感染；慢慢的隨著到來教會的次數增加，就越來越相信我們獨一的主，慢慢的對聖經越來越了解。牧師的教導也越來越多，一顆浮躁的心也平靜了下來，開始冷靜的思考許多問題；在牧師的幫助下也得到了答案，所以我決志在今天受洗，歸依基督的名下，洗去以前的罪，歸入我們大家庭之中。我須遵從耶穌教訓，“愛人如己”；我要學效基督，在生活中反映基督。在此，我特別感謝盧牧師、保羅大哥和許多的教友，謝謝大家的關愛和照顧。 最後，我想說一句，一切都是上帝安排的，我們只是藉著主耶穌的恩典，沐浴在上帝的光之中的一個孩子。希望上帝保佑祂的每一個孩子幸福、平安，至到永遠。阿們。  *********************************************************** 
李笑李笑李笑李笑龍龍龍龍     是否現在如同伏爾泰的預言一樣，基督教已不復存在?是否還有人在懷疑上帝的存在?是否還有人質疑基督教對整個社會的貢獻？ 答案就在我們周圍。 答案就是我是我們所看到在城市中，在鄉村中，那些屹立不倒的教堂；答案就是每周早上停在教堂門口的車輛；答案就是每一張美金上的那句：In 

God We Trust。 在伏爾泰死後的 200餘年來，當年繁華的教堂依然繁華，無數新教堂在大陸一個一個建立起來，從巴黎到倫敦，從開普敦到莫斯科，從上海到哈爾濱，從紐約到西雅圖… 很多年前美國的 60 後被稱為墮落一代…酗酒，吸毒，…現在也能找到許多當時的文章，引經據典的說，美國將會垮掉，美國將會墮落…；但是四十多年過去了，事實上和當時評論相反，美國依舊屹立在這裡，而當時被稱為垮掉一代的人，每個周日西裝革履，虔誠坐在教堂中禮拜…。他們或許曾經叛逆，曾經張狂，但現在他們依舊如他們的父輩一樣在安息日虔誠禱告，在工作日掌管著美國的政治，軍事以及經濟…，這難道不是主耶穌的力量麼？ 

於在於在於在於在淏淏淏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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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剛到美國的時候曾經在北加州一個小鎮居住了半年，一開始我是居住在 Homestay，那我第一次接觸到了美國居民。毫無疑問，美國政府的強大給了他們富足的經濟生活。無論經濟條件如何，在他們眼神中看到的是在國內所看不到的…。他們也常常加班，辛勞工作，但在他們眼中看到一絲亮光，而就是那亮光支撐著他們。他們的孩子眼中也是；他們孩子的眼睛，是我見到過最童真，最明亮的眼睛。他們善良，天真，但不愚笨；他們與人和善，善于接觸。要與國內的孩子做比較，國內的孩子讓人感覺他們是生在這世界上的，而國外的孩子讓人感覺他們是活在上這個世界上的，而這就是信仰的力量…。孟斯鳩曾說過：在一個人民的國家中還要有一種推動的樞紐，這就是美德；而帶來這美德的，不就是我們的主嗎？ 我每周到教堂做禮拜，經過了一段時間，我對教會有了充分的了解；這裡的人們都非常的友善，樂於助人，給人一種很溫暖的感覺。主要話題不是股票、電腦、金錢，而是道德、罪、救贖。在此，我特別感謝盧牧師與保羅大哥以及燕萍姐，這段日子中，他們給予我很多的照顧。林語堂認為中國人接受基督教大都是因為他周圍的基督徒的好的言行而非基督教的義，這是有一定道理的。如果不是牧師與教友們以身作則，我們這些新人就不會體會到教堂的溫暖。也是他們，通過個人的素養，不斷把我們這些散在教堂周圍的人領帶到教堂中。所以才會有我今天的洗禮。     
 

                                                                                                                                        鴨鴨鴨鴨（（（（三三三三））））    ( ( ( ( 接續 137 期 [鴨二]    ))))    
 炎炎夏日，飲上一味鴨湯，十分醒胃。今期介紹二款如下：  金蟲草燉鴨金蟲草燉鴨金蟲草燉鴨金蟲草燉鴨 材料：[六人份]光鴨 1磅半、雞肉 2 安士、瘦豬肉1 安士、金蟲草 2安士、紅棗 4枚、薑一片、紹酒、鹽、雞精、胡椒粉。 製法：（1）把光鴨的肥油切掉，洗淨斬件，雞肉和瘦豬肉洗淨切成粗粒。（2）燒滾水，把鴨件、雞粒、豬肉粒放入飛水，撈起洗淨放入大燉盅內，再加入金蟲草、薑片、紅棗，加入紹酒一茶匙，加滾水六碗，蓋好放到鍋內隔水燉三個半小時，撇去浮在湯麵的油，用鹽和雞精調味，撒上少許胡椒粉，便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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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不用“肉鴨”，改用“水鴨”，味道更好，保健效果更佳。（2）此湯也可以用“電子瓦煲”煲湯，先開“高火”，把湯煮滾，隨即轉為“慢火”煲三個小時。  鮮菇鴨腳湯鮮菇鴨腳湯鮮菇鴨腳湯鮮菇鴨腳湯 材料：[六人份]鮮鴨腳 6只、鮮鴨骨 2 安士、瘦豬肉 2 安士、鮮冬菇六隻、杏鮑菇 2只、陳皮一小塊、薑一片、鹽、美極鮮醬油、味精、胡椒粉。 製法：（1）將鮮鴨腳斬去腳指甲，瘦豬肉切片並用生粉醃過，鮮冬菇去柄、杏鮑菇切片、陳皮用水浸透後切絲。（2）將鴨腳、鴨骨飛水，撈起用水沖洗淨待用，鮮冬菇、杏鮑菇分別飛水待用。（3）水 7碗加入到湯煲內，放入鴨腳和鴨骨、薑片，猛火煲滾即調慢火煲二十分鐘，將杏鮑菇、陳皮絲、瘦肉片放入，中火煲三分鐘，放入冬菇煲至湯滾，放鹽、味精後即關火，滴入鮮醬油 5滴，撒上少許胡椒粉，湯即成。 註：（1）不用“鮮鴨骨”，可以用“鮮鴨件”代替，也可以用“鴨肉”代替，鴨肉切片並用生粉醃過，與瘦肉片一齊放入。（2）鮮冬菇飛水的時間要短，鮮冬菇放入滾水裡燙 10 秒鐘左右就要撈起並用自來水浸泡。    在第 113 期和 125期也曾介紹過用鴨為原料做的菜式：“紅豆冬瓜湯”、“鳳梨鴨片”，以鴨為原料做的菜式很多很多，我僅挑一些適合在家庭廚房烹飪而且迎合大眾口味的介紹給大家作為參考。 
 

敬業修士敬業修士敬業修士敬業修士        聖教會每年紀念施洗聖約翰的日子共有兩次，一次是慶祝他的誕辰(24/6)，另一次是紀念他的蒙難(29/8)。馬可福音敘述施洗約翰蒙難事蹟的來龍去脈，希羅底的女兒跳舞博得希律的歡心。希律向她許諾即使把王國的一半給她也願意，希羅底的女兒向母親求問：「我該求什麼？」 「我該求什麼？」這也是我心中的求問。所羅門沒有祈求財富、權力，或別人的性命，他只求上主賞賜他智慧，好讓他判斷是非，以統治祂的百姓(王上 3：9)。所羅門登位時還年輕，不知道該如何處理國事，而且以色列子民人數眾多，他祈求上主賜予智慧為能辨明正義。至於我，我該求什麼？ 今天晨禱中，上述問題一直在心中迴盪。在禱聲中，聖靈啟迪我該祈求上主賜我一顆追隨的心，跟上帝的計劃合作，在生活中承行祂的旨意；一份愛的能力，好能在生活中不斷選擇背起十字架，和耶穌基督一起在挑戰中堅持待人以愛；我更祈求忍耐與謙遜，好讓在修道生活中甘於侍奉上主，牧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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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主的羊群。 晚禱聆聽聖書，當中提及「你唯一的食糧：『上主的旨意。』……你的一切行動必須是為了實行上主的旨意。」修道生活何嘗不是要割捨自己的執著，懷著一份對上主的孺慕之情，信賴交託，承行祂的旨意。 「我不能選擇其他道路，從外表來看，更快樂的路。」這是阮文順樞機的親身體會，因為他已選擇了最好的一份耶穌基督。對！耶穌基督就是我的一切，有了祂，已覺甘飴甜蜜，何需其他？再沒有任何東西配得上交換的了！ 聖伯達講道時，曾稱讚施洗聖約翰：「迫害者並沒有要求他否認基督，但要他隱瞞真理。無論如何，他是為了基督而死。」從施洗約翰的見證，我想起無數的基督徒正在世界不同角落為義而受逼迫，許多無名志士一直為見證信仰努力奮鬥著，不惜犧牲，求主照顧、保守他們。 往後，「我該求什麼？」，將繼續成為我的祈禱內容。與其「祈求」，不如「渴求」，渴求天國臨現在人間。我欣賞教宗本篤十六世的高瞻遠矚，佩服他的遠見。今天教會雖然不再領導世界潮流，不少人嫌棄教會有關倫理及道德的保守立場，但教宗仍然發揮其先知角色，向世人指出對生命的重視，才能活出幸福的人生。教會應把握這個機會，向世人宣講福音，為世人指出一條通往永生的道路。  「看哪！上帝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施洗約翰的聲音一再在我的耳邊迴響。     ◎ 
 

 
After the fire, our Lord graciously gives us a temporary place to worship and 

gathering. Though a provisional measures, yet the place is so nice that it is furnished 

far more better than a lot of small churches. At times we may tempt to say ‘let’s 

settle down here, it is already more than we have expected.’ And I must confess, the 

present space is quite a reasonable environment for a congregation like us, and we 

have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 why we deserve a better place of worship by investing 

lots of resources to fix the burnt church. We may give a quick answer that it is 

because we are covered by the insurance policy; however, do we have better 

answers? Yes, there are four reasons for us to justify a better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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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of all, this is human nature to offer the best to honour God. We know that even 

the ape, as an act of worship, howls in awe before the rising moon. We know that our 

primitive ancestor fell down before the sacred tree in awe to worship the most high, 

the shepherds selected the best spotless sheep to sacrifice in the rubbles to the most 

high, farmers brought their finest buddle of grains to offer to their god, and widows 

offered a mine in the temple. We know that our human nature is perfected to the 

highest when we praise and worship the most high we know. And this is the first 

reason to justify for a better church. 
  

Next, this is to express our thankfulness for the love of God. When you know how 

fortunate you are, you always want to give thanks. When your life is saved under the 

skilful hands of a surgeon, you cannot withhold to express your thankfulness; when 

your child is rescued from an accident by a brave neighour, you cannot help but 

express your heartfelt thankfulness; when a stranger hands back your lost wallet 

filled with licenses and cards, you cannot help but express your thankfulness to the 

honest soul. We all know that God has worked miraculously in our own lives and 

saved us from dangers, we cannot help but express our true and unconditional 

thankfulness by our lips and deeds and by honouring Him in the most glorious way 

we can afford. And this is the second reason to justify for a better church. 
  

Thirdly, a glorious worship space is a wonderful garden in which the seed of love is 

nurtured. A beautiful church is a place for us to learn and to deepen our love with our 

neighbours. When a worship space is so well built that every worshipper is 

immersed in the presence of God, we are all drew together by God, we are also 

drawn nearer to our neighbours. It is like the spokes of a wheel. Each spoke radiates 

out from the hub, the spokes that are nearer to the hub are closer to each other, and 

those that are further away are more distant from each other. In the same way, when 

we are all get focus to the loving God in worship, we get closer to our neighbours, 

we get more open to our neighbours, to grow in love together. And this is the third 

reason to justify for a better church. 
  

Last but not least, this is what our true purpose of mission lies. A Calvinist 

theologian John Piper once says: “Missions exist because worship doesn't.” He 

means that though evangelization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every church, yet the 

ultimate purpose of our mission of the Church is not mission itself- it is worship. 

Imagine one day when all people on the earth are converted to Christ, and millions 

of countless redeemed souls fall on their faces before the throne of God, missions 

will then be no more. So mission is just a temporary necessity, but worship abides 

forever. Mission and worship is the third reason to justify for a better church. 
 

How do you think of these four reasons? As the saying goes, things come in free will 

not be cherished. Let us be aware of this pitfall, be well informed of the importance 

of worship, and be serious of our worship life so that our future church will not be 

disregard. Bless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