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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培 
Iris Wai 姊妹經常為《佳音》捎來代禱文稿，謹在此再三向她致謝。我們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教友支持佳音印刊，給《佳音》撰寫文稿，。 這一期的〈代禱欄〉，Iris 的代禱文辭提到要為本國失業的人們禱告。 今日美國的經濟還未有清楚復甦現象，許多人失去職業好一段長時間了；而這兩、三年的大學畢業生中也有不少人未能正式投入工作。這可能影響到情緒，甚至影響身心的健康。 基督徒也沒有免去失業的權利。面對受影響的弟兄姊妹，我們能夠單單給他們“空洞的祝福”嗎？ 雅各書二章 15至 16 節說︰「若是弟兄或是姊妹赤身露體，又缺了日用的飲食。你們中間有人對他們說︰平平安安的去罷，願你們穿得煖，吃得飽。卻不給他們身體所需用的，有甚麼益處呢﹖」。 故之然，一方面要為他們竭力禱告，另一方面也要盡量陪伴他們、關心他們，與他們一起渡過磨煉日子。也許，金錢不是最大的的問題，生存意義和群體生活互動問題才是最重要。 人缺少金錢還可以“健康地”活下去；但若是缺去生存意義，又或是沒有了群體生活的互動，則難以“健康地”生活。 可以做些什麼呢﹖例如幫他們尋找實習機會；許可的話與他們一起當義工，鼓勵他們進修一些有關工種的課程及取得有關資歷。也可以請他們出外吃一頓飯，邊吃邊談；又或是邀請他們一起定時做運動，與他們在教會裡一同參與事奉等。總之，讓弟兄姊妹能夠有意義地度過艱難的日子，及能積極預備迎接日後上帝的“召命”。我們深信，祂的恩典必夠我們使用。 另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見有些基督徒在今日環境下，仍順利找到工作，甚至領取可觀工錢。當我們聽到這些事情，千萬不要說這是出於“幸運”。要知道，萬事非偶然，一切都在上帝的掌握中。 上帝對每個人的“召命”不一樣，我們不須與別人比較。祇要盡自己本份，常常在“工作崗位”中 (包括退休和待業) 做榮神益人的事，歡喜快樂地歌頌上帝的恩惠；同時，不要忘記困苦中的弟兄姊妹，要盡力分擔他們的重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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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聖加百利堂失火後的第一個降臨期。這也是我第一次遇到的教堂火災。平心而論，教堂失火有幾何？既然意外的概率這麼低，所以我從來誤以為教堂應該不會失火的，更從來沒有聯想到教堂火災泱及的損失會這麼嚴重。 
 幾個月前，我和家人在舊金山參觀天主教聖母升天主教座堂。靠近正門入口處擺設了一個被火灼毀過的聖壇十字架，旁邊有以下一則祈禱文： 
 慈愛的上帝，今天因這燒焦的十字架，就是安放在原聖母升天座堂聖壇上的十字架，在 1962 年 9 月 7 日的沖天大火後，從廢堆中撿回來的十字架，讓我們回想… 
 噢，原來不只聖加百利堂曾經失火！這座宏偉的教堂在 38 年前也曾被無情大火吞噬。後來我發現，教堂失火雖然罕見，但還是時有發生的。根據全國防火協會
(NFPA) 的週年調查，從 1996 年至 1998 年，每年平均有 1300 教堂失火，造成
3800 萬美元的財物損失，少於 5 人死亡，近 25 人受傷。失火原因首要是縱火（25％）和機械故障（30％），例如電源線損毀，供熱系統運作不當等。 
 禱文繼續說： 
 我們今天為這星期發生在聖布魯諾另一場大火中，被燒焦的身體和生命，喪親的人悼念… 我們今天謹記你所恩賜的生命是多麼脆弱，我們面對大自然的風、水和火的威力時，真是不堪一擊… 我們回想，在災難和悲劇前那可怕的無助感… 我們記念那些痛失家園和生計的人… 我們記念那些在火災中，身體、精神和靈性受傷的人… 我們記念那些在火災中表現的勇氣，給我們樹立了大無畏精神的嶄新模範… 我們記念那些誰甘冒生命危險，拯救生命的人… 我們思念、我們祈求主的平安與醫治，因為只有主能恩賜我們，使我們彼此分享，真正的平安與醫治… 上帝啊，恩領我們到那天，就是當災禍已無法帶來淚水，遇難的人也不用哀傷的日子。上帝啊，求主叫那天快快到來，恩助我們為受苦的人，盡己所能、伸出援手。靠主基督的名而求。阿們。 
 這是一篇在降臨節期中與大家分享的適時禱文。首先，我最有同感的一句禱文是：“你所恩賜的生命是多麼脆弱，我們面對大自然的風、水和火的威力時，真是不堪一擊…” 
 無可否認，近代科技為人類造福不淺，有時候我們甚至以為人類已征服自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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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自然的威力前，我們仍然非常脆弱，因為我們是還受造物而非創造者；而在世事難料，禍福無常的境遇中，我們更幾乎是不堪一擊的。試想，在一個風和日麗，一切都顯得那麼正常的日子裏，可是醫生告訴你，你體內上發現了一個惡性腫瘤！此時，你立刻會一種莫名的孤獨感和無助感湧上心頭，因為這訊息來得太突然、太不可思議了。那時候，什麼科學萬能，家人什麼安慰的說話，都變得無濟於事。但最後你會發現，信心給你的能力是最踏實的，因為“只有主能恩賜我們…真正的平安與醫治。” 
 教堂失火，無疑是罕見的，但卻是可能的。最後審判，是前所未見的，對我們有一種遙遠的、抽象的感覺，所以我們在實際生活中，會有意無意地淡化它、忽略它。縱然如此，那日子還是會隨時到來的，因為這是主所告訴我們的。 
 教堂失火前，我從不關心延長線(拖板)的性能，可以通電的就可以了。教堂失火後，我會很小心選購延長線，基本上我只會選用具備浪湧保護器的延長線，安全第一嗎。教堂失火前，我從沒有意識到可能有人會在教堂縱火，現在我對教堂的門戶加倍小心，以防萬一。同樣地，如果你為忽然再來的主有所準備，你的生活態度也不會完全一樣，你所追求的會跟以前有所不同，你生命中的輕重緩急跟以前也有所不同，你跟別人要說什麼或做什麼亦有所不同。如果你好好準備那一天，你會變成主動得多，你會更輕易的同聲同氣的說：“上帝啊，恩領我們到那天，就是當災禍已無法帶來淚水，遇難的人也不用哀傷的日子。” 
 讓我們在這降臨期警惕，並好好準備我們的主第二次來臨，好讓我們同心祈禱說：“上帝啊，求主叫那天快快到來，恩助我們為受苦的人，盡己所能、伸出援手。”主臨常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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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繼續為本堂失火後重建工程禱  告：求主引領，俾進展順利、平安。 2. 為李牧師的國語福音事工和 Angela   的青年事工祈禱，求聖靈賜他們力量。 3. 為本國失業的人們禱告：當他們遇上困    難時，求主與他們同在，安慰他們。 4. 為南北韓的軍事衝突禱告：求主賜公義  及智慧給雙方的領袖，使他們能夠平心   靜氣，互諒互讓，解決紛爭。希望兩韓  的人民都免受兵燹之災。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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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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IP, Pui Yu Wong YIP, Pui Yu Wong YIP, Pui Yu Wong YIP, Pui Yu Wong 葉王佩如葉王佩如葉王佩如葉王佩如    12 月 4 日JIANG ShimingJIANG ShimingJIANG ShimingJIANG Shiming 江 施 敏江 施 敏江 施 敏江 施 敏     12 月 25 日LAI, JimmyLAI, JimmyLAI, JimmyLAI, Jimmy 黎志明黎志明黎志明黎志明    12 月 6 日KUO, Eric KUO, Eric KUO, Eric KUO, Eric 郭裕立郭裕立郭裕立郭裕立    12 月 25 日CHOY, Denial CHOY, Denial CHOY, Denial CHOY, Denial 蔡德良蔡德良蔡德良蔡德良    12 月 8 日WANG, ZiyiWANG, ZiyiWANG, ZiyiWANG, Ziyi 王梓伊王梓伊王梓伊王梓伊    12 月 25 日KUO, Andrew KUO, Andrew KUO, Andrew KUO, Andrew 郭裕中郭裕中郭裕中郭裕中    12 月 10 日YI, Qi YI, Qi YI, Qi YI, Qi 易琪易琪易琪易琪    12 月 28 日KWAN, Andy KWAN, Andy KWAN, Andy KWAN, Andy 關啟翔關啟翔關啟翔關啟翔    12 月 10 日WAI, Pauli WAI, Pauli WAI, Pauli WAI, Pauli 韋建心韋建心韋建心韋建心    12 月 31 日MISATO, DanielMISATO, DanielMISATO, DanielMISATO, Daniel 小泉榮龍小泉榮龍小泉榮龍小泉榮龍    12 月 19 日LOO, Sze KaiLOO, Sze KaiLOO, Sze KaiLOO, Sze Kai 羅思凱羅思凱羅思凱羅思凱    農曆十一月CHOY, Darren CHOY, Darren CHOY, Darren CHOY, Darren 蔡澧業蔡澧業蔡澧業蔡澧業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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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 年前，當我還在國內讀神學的時候，曾去一個聖公會背景的教會實習。與其他宗派相比，聖公會教堂的華麗裝飾，神聖莊嚴的崇拜形式以及信徒敬畏的態度都給我留下了極為深刻的印象。20 年後的今天，沒想到藉著神奇妙的安排與帶領，有機會在聖加百利堂參與事奉，心裡充滿了感恩!  大概在今年初，我和盧牧師開始接觸，有很多主內的分享。後又接受盧牧師的邀請，參加了幾次聖加百利堂的教會活動，親身感受到弟兄姊妹的愛心與和諧的關係，並深深地喜歡上這個教會。盧牧師對國語事工有很強的託付，他有意鞏固和拓展國語福音事工。這一點正與我長期以來的抱負不謀而合。自從來美之後，我一直在以大陸背景的講國語的新移民中事奉。因此，我們在對國語福音事工和教會異像上有共同的聚焦點。這樣，我欣然接受盧牧師的邀請，來到了聖加百利堂。 從 11 月起，我開始在聖加百利堂參與國語堂的事工。短短的一個月，我對我堂的現有的國語團契有一個初步的了解。我堂國語團契雖然人數不多，但活動形式豐富多樣化: 有國語崇拜、國語查經以及國語團契晚會。我堂現有的國語福音事工的一個重要特點是，有很多講粵語的資深弟兄姊妹積極參與，這是很大程度上支持了國語團契，成為國語團契事工的重要資源。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參與國語團契事工的弟兄姊妹都很投入且很有恩賜。國語查經正在查羅馬書，他們對羅馬書的理解超出了我的想像。此外，我堂弟兄姊妹對國語團契事工的支持與熱情投入是我們開展工作不可或缺的資源。無論是帶領國語查經的弟兄還是帶領國語團契的姊妹，他們的付出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現在，從大陸來美的新移民越來越多，為我們提供了廣闊而又具有挑戰性的牧場。洛杉磯的華人新移民與美國其他地區的華人新移民顯著不同的是勞工移民較多。這些新移民的特點是文化程度有待提升，流動性大，接觸福音時間短。這就注定增加了傳福音及牧養的難度。然而神愛他們，把他們帶到美國，並以一種特別的方式使他們接觸福音。神把這些人放在我的心中，現在也把這些人帶到了聖加百利的牧者及弟兄姊妹的心中，相信神必有他的美意。為了滿足這些新移民的需要，我和盧牧師商議決定，在 12 月適當的時候，在週日開辦國語查經班。懇請本堂所有弟兄姊妹為此項事工禱告，也希望講國語的弟兄姊妹積極參加。相信我們現在所作的工必蒙主的悅納和保守!   

李大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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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tart to our regular fellowships have started this month and they have 

been nothing but great! We thank William for opening his home to us! 

 Our first fellowship of the month was held on November 5
th
. We continued 

studying the book of Romans, learning about God’s fairness in Romans 2:1-16. 

We shared thoughts on judgment – God’s judgment and human judgment. Why 

do we judge others? Whose judgment would matter more to us: God’s or human? 

Can we escape God’s judgment? In 2:6-11, Paul tells us that God doesn’t show 

favoritism; He judges based on one’s deeds. Those who obey the truth are repaid 

with eternal life. We ended the night with the question, “What are some ways 

you can practice fairnes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fairness.” 

What one may think is fair may be the complete opposite of what another may 

think. William reminded us all with something we should all live by – treat 

others the way you would like to be treated. 

 Moving on with our discussions, we held our next fellowship on the 19
th
. 

Continuing along the book of Romans, we studied 2:17-3:8. Paul has us thinking 

of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e words we preach. Do we follow the law and 

guide those in darkness to light? If we preach and not follow what we preach, 

what will others think of Christians and what will they think of us? The first 

thing that pops into mind is hypocrisy. Because we don’t do as we say, “The 

name of God is blasphemed…” Paul then talks about circumcision. What does it 

mean to have a circumcised heart? In verse 29, Paul tells us a circumcised heart 

is spiritual, not literal. Virginia shared that she believed a circumcised heart is 

someone who does not blindly follow rituals, but one who wholeheartedly 

accepts the laws of God.  

 This month has been a great start to our fellowships. We end the month 

with a visit to Holy Trinity Church’s in Alhambra. Their youth group holds a 

“Youth Sunday” every fourth Sunday of the month and we were invited to join 

them. The youth chose the music and the readings for the service. With 

Christmas a couple of weeks away, we have been preparing for decorations. We 

spent a Sunday afternoon together shopping for new Christmas decorations. May 

God bless you all and Happy Holiday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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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見刊時，感恩節已過。你們也許藉一年一度的節日，一家大小與親友共聚一堂，享受各樣美食佳餚，慶祝一番。飯後，作為基督之家，通常是到客廳圍坐下來，然後輪流述說過去與目前上帝所賜的大恩大愛。 因這佳節，使我想起很久以前，曾經看過一部電影，戲中的故事是描寫一對中年夫婦在感恩節的晚上帶著兩個天真活潑的孩子(男的三歲，女的五歲)一同回到祖父母家歡渡感恩節。一踏進門，即看見桌上擺滿祖父特烤的火雞，祖母精製的甜點，和她拿手的好菜。於是，一家三代同堂，舉杯祝謝上帝所賜的厚恩。 吃過晚飯，大家在客廳圍坐著，先有祖父的祈禱，繼有父親的領唱，然後要輪流述說上帝的大恩大愛。五歲的小孫女等不及待的要先開口，她首先投到祖父的懷裡，抱著他說：“感謝主賜給我這麼偉大的祖父，烤了那麼好吃的火雞…”；又跑到祖母的跟前，吻著她說：“感謝上帝賜給我一個慈祥的祖母，她為我們預備了那麼多好吃的東西，都是我喜愛的…”；再走近她的父親說：“感謝上帝賜給我一位了不起的爸爸，他給我們一切所需要的，有吃有穿，都是他給的…”；繼後走向母親，吻著她說：“謝謝上帝賜我一位好媽媽，每晚為我唱歌…”；最後擁抱著弟弟說：“感謝主賜我一位弟弟，可以跟我玩。”她講完了，大家鼓掌稱好，因她懂得數算主恩。這女孩天資聰敏，在她感謝上帝的恩賜的同時，她稱謝他的家人；因著自己有美滿的家庭，她感到極其幸福快樂。 懂得去感謝、稱謝，是美好的品德，是人際情誼上的善果；感謝是有公有私，直接與間接的，更有時間性的。 記得聖保羅對腓立比人說：“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在這句話裡，我們可以料想到，聖保羅在直接間接裡，在公在私的事工上，實在得到上帝不少的的恩惠。所以他每想起腓立比的弟兄，就要感謝上帝。他不單獨以自己蒙恩而感謝上帝；見到腓立比人蒙恩，他也感謝上帝。這種感謝是我們應當效法的。 保羅為何要感謝腓立比人呢？原因是保羅一向是靠織帳棚的手藝而自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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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自給的，積蓄甚為有限。按聖經記述，那時唯一供應他的教會乃是腓立比教會(腓立比教會是所有新的教會中最純潔並最忠信的)。有好多次，腓立比教會委託使者從遙遠的地方將奉獻的款項送來接濟他，那時正是急需的時候。他得知送款的使者，在路途中冒著千辛萬苦，幾乎失去了生命；為此，保羅深切的感動，流露感激的情緒。 有好多時，施與不一定馬上會得到報答的，可能要經過一段長時間，在某一情況下才會出現的。話說在春秋時代，一次秦繆公在韓原路途中，他所乘的馬車壞了，就在深山途上停了車來修理，把馬放在山坡上食草。車輛修好了，而馬卻被該處土人偷了去宰而食之。秦繆公見了，不獨不怒，反而親自攜酒一大埕前去對他們說：“有餚無酒那裡吃得開心？”後隔一年，秦晉戰於韓原，繆公大敗，幾被晉擄；忽有數百土人前來助戰，遂敗晉軍而獲勝。後查知這班救兵就是年前偷馬的土人。知恩報德，於此可見了。 還有覺悟性的感謝，會在經歷中或使用時才覺悟出來的。記得在中學時，我對國文老師不大喜歡，因他管教甚嚴，不單要我們背熟書中的文章，還要我們將它默寫出來，不得有一個錯字。時至今日，每次應用，提筆書寫，方知“書到用時方恨少”這句話。以前不但沒有好好地感激他，反而埋怨他；現在內心深處除感謝他外，尚感到慶幸有這麼一位嚴明的老師。 應撫心自問，我們能夠生存至今，實在讓不少人經受到或多或少的困難痛苦；在精神上和物質上，他們因而虛耗了許多。在過去的日子，上帝施給我們的恩惠，又簡直是無可勝數，我們不該常存感謝之心嗎？ 主的大恩大愛常存在。祂白白的賜給我們豐衣足食、安適居所。雖然感恩節已過，我們仍當時刻思念，謝主的厚愛。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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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每年過了十一月中直到感恩節，所有報章、雜誌都會作大篇幅的報導，無線電台與電視台更日夜不停地播放著我們熟識的聖誕音樂；大公司與小行號的廣告都在呼喚、提醒我們要感謝：「是感恩的時候了！不要忘記所有對我們“有恩”（應該要感謝）的人物。」於是，很多人都會選擇在這個時候、向「對自己“有恩”的人」表示感謝。不過、我總以為：我不該每年祇有在這個時刻才想到感謝；我應該每天、每個時刻都僅記著應該要感謝的，尤其是感謝上帝（就好像聖保羅說的：“凡事謝恩”）。感謝祂一向以來所賜予的鴻恩！  上帝在我生命裡賜下這許多（數說不盡）恩典中，其中最大的，就是祂無時無刻都眷顧的－“我的家”，這個無論是從前：“我和父母兄弟、妹妹們的家”或“我和妻子兒女們的家”、到現在“我和妻子兒女及孫兒女們的家”，與及“天父與我們在地上的家－教會（簡單說、也就是聖加百利堂）”！   先說我家一段簡單的過去：1927 年（民國十六年）我出生於華南－廣東省的鶴山縣。屈指一算，今年已經是八十有三的“老人家”了！先父是一名身體有缺憾、像綠叔（張綠薌牧師）一樣的聖公會傳道人。從他一百多年前出生到 1940 年逝世，雖說他一生（四十九個年頭）備嘗艱苦，但我從未聽過一句“怨言”出自他口。（祖父卅歲過世的時候，父親才三歲，祖母帶著他改嫁。不數年祖母也病逝了，那時他才九歲。）坷坎的人生並沒改變他愛主的熱忱，我親耳聽他不只一次說過：「上帝賜我七個孩子，我希望最少都能有一個服侍祂！」（要不是二哥早就讀神學做了牧師，可能我也會聽何督、或許督的話去讀神學，在教會侍奉的。）   再說：先母是前聖公會聖希利達女校的學生。光緒末、宣統和民國初年間，時局動盪不靖，動亂四起，學校因避亂而被迫解散（最後在香港與維多利亞女校合併而成為今日的協恩女校－這是我聽來的一段歷史）。當時母親祇不過是一名十七歲的少女，學校方面因為聯絡不到外祖父，卻又恐怕母親在逃難中遭受到傷害，恰好有教會中人介紹，再經由學校的西女教士作主，她便與先父在動盪不安的環境中成親。從父、母成親那天開始，我們的“大家庭”也就成形了！婚後初期，父親曾被調派到增城和肇慶等地工作，當時自然是“夫唱婦隨”。等到二哥出生後，父親才再被調，返回鶴山。因為父、母的關係，所以我出生在一個基督教的大家庭。嬰孩年代（大概是八、九個月），我已經接受了慕容賢牧師（後來是華南教區主教）的聖洗禮。在家中我有三位兄長、兩名弟弟和一個小妹妹，祇是我們一家人都是聚少離多的。因為兄長們在八、九歲便已往省城（廣州市）和香港，就讀於兩地的寄宿學校；每年祇有寒、暑兩個假期，兄弟們才可能有相聚的機會。所以我自孩提的年代，就已非常嚮往一家人（和大哥、二哥）團聚時的樂趣。及至 1933 年、父親被調職到新會，我們全家隨父遷到那裡居住。 

“我的家 ”（一）  － 麥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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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4-35年間，父親忽然患了重病，經過兩個多月江門和鶴山兩地的醫療和診斷，醫生們仍得不到結論，父親就這樣躺在床上。當時大家都以為父親的病是沒可能治癒的了！可是、最後不知是甚麼緣故，他的病卻在不知不覺間，竟然神跡般痊癒了！性命得以撿回，大家都知道、這是基督的聖手親自治癒的。為此、家人和親友們舉行了一個盛大的家庭感恩會。  緊接著，大哥（家中最乖巧的孩兒）被二嬸苦邀往南洋、荷屬蘇門答臘，到三叔公和二叔父的店舖（他們擁有三間鐘錶和金飾店舖）幫忙、學習業務經營。大哥去南洋不久，這回又輪到七弟患了重病（肺炎）。因為新會的鄉居醫藥欠佳，於是父、母親帶著他到江門醫治，可是久久未能治瘉，不得已接受了梁醫師（聖公會的會友也是鄉親）的建議，帶他返回鶴山故居調理。（皆因叔祖父是廣州博濟醫院畢業的男護士，他在鄉間行醫數十年，甚具名氣。）於是母親攜帶著七弟與我三個人回鶴城，為七弟調理身體。我們在故居一住就過了一年多；其餘的弟妹和父親都留在新會。  我在鶴城居住期間，父親讓我進入四叔父和大姑母在鄰鄉辦理的“鄉立初級模範小學”，在四年班（上學期）唸了一個學期。到學期完結時，我對班主任－呂老師給對我的評核不滿。他調降了我整個學期的成績－總平均由 76. 8 減為 67. 6（由第一名降為第七名）；反由只有 68.7 的第二名調升為第一名。他的理由是：“我太懶惰”。（他說：「學校裡人人都知道，麥某某是全校最懶惰的學生。假若我讓他考第一，那麼，全校再沒有人會勤奮向學了！」）於是大筆一揮，第一名立即變為第七名！受了這麼樣的“大屈辱”（大挫折），我的一口怨氣如何能夠吞下？於是、立即聯同另一位堂兄弟到縣立小學報名，希望可以轉到另一間學校，無須再面對“有偏見”的呂老師。大家在報名時，心裡並沒存甚麼“奢望”，所以在填寫入學意願時，我們都寫上“四年級”（下學期）。考入學試時，堂兄弟與我坐在一塊兒；有很多題目他都不知所云，答案大都“抄”自我的試卷。等到放榜的時候，我們結伴同往看成績。在四年級的取錄欄裡、很容易就看到他的大名；反而我的名字遍尋不獲。這時，我心裡忿忿難平，因為考入學試時，所有試題我都不覺得有困難，而且第一個交卷。堂兄弟坐在我一旁、全程祇做著“文抄公”。我自問一定會得到取錄的，不然的話、一定是甚麼地方弄錯了。於是，我走進校務處詢問。當時值班的女職員很有耐心；首先，她問了我的姓名，再翻其他有關的檔案查看。最後，她笑眯眯地帶著我走出校務處說：“你的名字已經登在榜上了，為什麼你看不見呢？”然後指著五年班那一欄；這時，我發現鄙人的“大名”竟然登在那裡。（以前看不見、是自己大意。）就這樣，我在縣小的五年班唸了兩個月。因為當時的局勢非常緊繃，日軍自大亞灣登陸後，不數天、廣州便淪陷了，戰火已迫近眉睫。於是，母親匆匆忙忙攜我偕七弟到新會與父親團聚。（後來、“我轉換了學校”這件事情被父親知道了，他雖然清楚明白我是受了委屈，可是說到底、我還是傷了四叔父和大姑母的顏面。最終，他還是“賞”了我一頓：“黃鱔〈沙藤〉炆豬肉”。）      （未完、待續）◎   



 12 

很多謝大家給我這個機會來分享我學習聖經的心得。雖然經過好一段時間的準備，差不多每天都要讀經和看有關参考書籍，我仍然感到自己對神的認識是膚淺的，很有限的；但同時也很感恩，通過這段時間〝加班〞的學習，感到和神靠近了，靈命也增長了。希望能照着主上帝賜給我們不同的恩典，凡事信靠主，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和愛人。 神是萬象萬物的主宰，我們怎樣可以凡事信靠衪呢？其中有一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學會向神祈禱。常常向神祈禱，聆聽聖靈的聲音，藉此來堅定我們的信心，才能時時處處讓神作我們的主宰。 我想從以下三方面來分享我的學習心得。一、祈禱的重要性  二、怎樣祈禱  三、我的見證： 一、祈禱的重要性 路加福音十一章 9-13節：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你們開門；你們中間作父親的，哪有兒子求魚，反拿蛇給他呢？或求雞蛋，反給他蠍子呢？你們雖然不好，尚且知道把好東西給自己的兒女，何況天父，豈不更把聖靈賜給求他的人嗎？(路十一：9,10,11,12,13)可見禱告對基督徒何其重要，是神賜聖靈給人最直接簡單的方法。所以沒有好好禱告的人天天所遭的損失是無法估計的。真像太陽在它的光中臨到世界，神的靈也在我們懇切的禱告中深入我們的心田。神就是靈，沒有聖靈的感動和引導，便聽不到聖靈輕微的呼喚；我們是不可能低擋世俗的汚染、使神喜悅，也不可能走神指引的道路。 祈禱的好處是沒有時間地點的限制，寧靜中聖靈作用盡顯，沒有任何私欲加入，最靠近神不受任何干擾，好處講不完。就讓我們先養成祈禱的好習慣。 祈禱，是神所喜悅的，是親近神的捷徑，最易得到神靈的啟示，明白神的旨意、得到恩典和帮助，使我們在聖靈的引導下活出上帝的形像。 二   怎樣禱告 聖經說：“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們的罪，醫冶他們的地。”(歷代誌下七 14) ；“我若心裡注意罪孽，主必不聽。”(詩六十六：18)；“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代求、祝謝。”(提前二：10) 以上經句告訴我們祈禱時一定要帶着對神的敬畏，排除私欲，心靈誠實，離棄罪惡，向神真心悔改，願意聽神話，行神的旨意。這样的禱告才有信心，所求的也必蒙應允，也會在禱告上有宝貴的經驗和見證。 所以，我們有時祈禱不獲神允許和垂聽，原因不在神，而在自已。在聖經裡有許多禱告的榜樣，摩西就是其一。 

P Y WONG 

 13

摩西是神的忠僕，他的盡忠主要表露在為民代求上面。他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過紅海，越曠野，經歷了多少艱難，忠心到底。他不止一次四十晝夜不吃不喝為他子民祈禱，甚至寧願自已被從神的冊上塗名(出卅二：32) 他也是舊約裡神最重用的僕人。 另一個就是大衛王。〝耶和華已經尋着一個合他心意的人，立他作百姓的君。〞(撒上十三：14)       大衛的一生除烏利亞妻子那件事以外，真正是凡事信靠主，處處尊重神的名。他遇事就求問神，他順服神的管教和旨意，他肯認罪悔改。詩篇 150章中有差不多一半是他對神的求問、讚美、歌頌、感謝。聖經中沒有那個人歷史的記載有他多，因為他合乎神的心意蒙神喜悅。      保羅不只是一個傳道人，他還是一個禱告的人。他從蒙光照悔改那天起，就一直禱告，以後在他傳道時，工作後無不始以禱告，繼以禱告；工作中的教會，帶領過的信徒，他無不在禱告中記念他們。他們都是我們祈禱的好榜样，值得我們學習借鑑。 耶穌基督更是祈禱的最光輝榜樣。他不僅教導了我們怎樣祈禱，他就是我們主禱文的作者，我們應該熟讀和背誦主禱文。 禱告需要誠心、恆心、反復求告，不可灰心。我們的神是信實的，只要我們遠離罪惡，全心愛神、信靠神，並恆心的求禱，神一定會垂聽並比你所求的更豐盛。以下我講一點自已的見證。 三、我的見證 我們的神是聽禱告的神，祈禱是靠近神親近神最好的方法！我們誰不想求得神的憐愛祐護和幫助、那麽每天清早就開始禱告吧！當你還沒有走入世俗之前，你就讓神的靈進入你的心。家裡有了神作主宰，一切紛爭怨氣也消失了。 每當我看到女兒的成長，就由衷的感謝主的慈愛和大能，而其中最令我受益的就是祈禱。青少年是最容易被屬世的習性影响的，愛子女的父母就要管教。但與其用屬人的方法去執行還不如向神禱告，由神通過聖靈來引導他，再加上忍耐的愛心就事半功倍了。為了使孩子養成健康的生活習慣，以往就靠每天的嚕嗦和反復的催促，有時就又累又勞氣。而自從我改變用祈禱的方式後，家裡寧靜了、氣氛歡樂了、神奇果效也出現了。 每個家庭中爭拗或鬥氣是很正常的，但如何去對待却有二條路。一條是走自己的路，按着世俗眼光判斷，其結果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家家有本難念的經。而如果走神指引的路，以神作主宰，家庭就充滿陽光和溫暖；再加上禱告的力量，家就成了愛和動力的源泉。在這方面我是深有體會的。 在基督徒的屬靈生命中，沒有一件事比禱告更重要的，而且是人人都做得到的。所以屬靈的長進、祝福、恩賜、能力都是從禱告中得來的，禱告能使我們維持不跌倒，不退後。由於沒有好好的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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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見試探無力抵擋，遇見苦難無处躲藏，遇見問題無法應付。而凡事求告神，神是最信實的，他會賜我們平安，讓我們一無所缺。 最後讓我們一起合掌來頌讀耶穌基督教導我們的主禱文。◎  
    粉葛粉葛粉葛粉葛（（（（二二二二）））） 以新鮮粉葛為主要材料，可以煲出好多種老火湯，既美味可口，又具保健、食療價值，故深得人們的重視和喜好。在此，我以“粉葛煲鯪魚粉葛煲鯪魚粉葛煲鯪魚粉葛煲鯪魚”為例，介紹一下粉葛老火湯的做法： 粉葛煲鯪魚粉葛煲鯪魚粉葛煲鯪魚粉葛煲鯪魚 材料：[六人份] 粉葛 1磅半、鯪魚 1條（約12 安士）、豬骨半磅、赤小豆 3 安士、陳皮 1塊、薑 2 安士、鹽、雞精、食油。 製法：（1）粉葛去皮洗淨，切成厚度約四分之一英吋、寬度約一英吋的小塊；豬骨斬件並飛水，待用；鯪魚去鱗去內臟洗淨，燒紅鑊落油，將鯪魚煎至黃香；赤小豆和陳皮用水稍浸泡；薑洗淨後用刀將其拍裂。（2）將以上經過初步處理過的材料放到湯煲裡，並加入二湯或水適量，猛火燒滾後調為慢火煲三個鐘，去掉湯面上的浮油，用鹽和雞精調味，即成。 保健功效：去骨火，可治療周身骨痛、頸項活動不便等“骨火”疾患。是冠狀動脈粥樣硬化性心臟病和高血壓患者的食療佳品。過度勞累、肌肉酸痛者，食用後會覺輕快。 注：（1）用黃鱔代替鯪魚，黃鱔不要煎，飛飛水即可用，這就是“黃鱔煲粉葛”。（2）用鱆魚乾代替鯪魚，鱆魚乾不要煎，飛飛水即可用，這就是“鱆魚煲粉葛”。   聖誕節、元誕快到了，一年一度，普天同慶。謹借《佳音》一角，祝大家平安、喜樂，聖誕快樂、新年快樂。願主與我們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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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師在退省中給我們指出：「以愛去擁抱十字架！」他的話對我是當頭棒喝。我們常認為背負十字架是一件苦事，而我就是缺乏耐性去背負十字架，常常希望可立即見到成果。實際上，許多事情需要歲月的累積和磨練，才能結出果實。   因此，長達七年的司鐸培育，從人格成長、靈修、神哲學訓練，到牧民體驗，透過神長的鼓勵和鞭策，我們需要虛心學習，放下自己的意願，讓聖靈在我們身上工作，成為祂–陶匠–手中的器皿，彰顯主榮。   在退省中，天父教導我對一切事當心存感恩，即使是面對屈辱，不友善對待，也要懷著忍耐及感謝的心去接受。上主既然容許它發生在我身上，這不是要我把握操練謙遜的好機會嗎？耶穌基督在面對凌辱時，也默默忍受一切，祂的生命是我的模範，我學習每天用上帝的眼光去看待生活上所遇到的每件事情。一位精修聖徒曾說過：「所有熱愛上主，熱愛世人的信徒，雖然沒有喝我主肉體受難的苦爵，仍可喝主的聖愛之爵，喝醉後，便把屬於世上的肢體置於死地，穿上基督後，便不再沉溺於私慾之中；也不再貪戀那可見的，而想望那看不見的事物。」   我立志要加深、加強對耶穌基督的渴望，藉著每天的祈禱和生活深化聖召的意識。在朝拜聖體時，祂再次給我提醒：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應當成為我每天生活的中心。真的，假若我們每天都這樣生活，事事以十字架來作為選擇和分辨一切的標準，我們的靈魂將獲得平安，也會更肖似基督。我很喜歡聖法蘭西斯的苦像前禱文： 「至高、光榮的上主，求你照亮我內心的黑暗，並賜給我真確的信德、堅固的望德、完善的愛德，知覺和真知灼見，主，好使我能承行，你聖善而真確的命令。阿們。」   每當我們感到軟弱、乏力時，不忘瞻仰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向祂祈求力量。因為這是考驗意志的機會，堅持努力，恆心奮鬥吧！ (編者: 蒙敬業修士定期給我們供稿，聖加百利堂《佳音》編輯無盡感激。他是羅馬大公教會的修士，在主內給我們靈性的指引，我們是求之不得，這也是上主賜給與我們的信仰生活清泉。敬業修士在香港的聖公會的學校念書，少年時已表現出探尋主道的意向，並曾在教會中積極服務。大學畢業之後，決意進入修院學習，全身事奉。)  
This is the first Advent after the St Gabriel’s fire. This is also the first church fire I ever encounter in my 
ministry. I have never come across such a fire, so I thought a church fire is very unlikely. The probability 
of a church fire is so minimal that I have never envisaged the serious loss a fire could cause.  

敬業修士敬業修士敬業修士敬業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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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couple of months ago, my family and I visited the Catholic Cathedral of St Mary of the Assumption in 
San Francisco. Near the main entrance there is a burnt altar cross with the following prayer:  

Loving God, on this day we remember this charred cross which was on the main altar of the first 
Cathedral of St. Mary of the Assumption and was saved from the remains of the fire which burned 
the Cathedral to the ground on September 7, 1962….  

Oh, St Gabriel’s is not alone! This magnificent church has also been devastated by a fire 38 years ago. 
Later on, I discovered that church fire, though rare, is not uncommon. According to annual survey of the 
National Fire Protection Association’s (NFPA), from 1996 to 1998, an average of 1,300 church fires are 
reported each year, causing $38 million in property loss, less than 5 civilian deaths, and nearly 25 
injuries. The leading cause of church fires is arson (25%), and the result of mechanical failures (30%), 
e.g. faulty wiring and improperly functioning heating systems.  
The prayer continues: 

We remember also this day another fire and the charred bodies and lives those who died in the 
tragedy in San Bruno this week and those who mourn their loss… We remember this day how 
fragile is the gift of life and how vulnerable we are in the face of the elements of earth, air, water and 
fire. We remember how helpless we can feel in times of disaster and tragedy. We remember those 
who lost homes and livelihood… We remember those who were injured in mind, body and spirit by 
the fire… We remember those whose courage gave us a new model for bravery… We remember 
those who risked their lives in their efforts to save others… We remember and we pray for the 
healing and peace that only you can give and that we must share… Bring us to the day, O God, 
when this tragedy will no longer bring tears and mourning to those who have been touched by these 
events… Hasten the advent of that day, O God and let us now do all that we can to assist those who 
suffer. We ask this through Christ our Lord. Amen  

I found this prayer is well poised for the season of Advent. Firstly I was caught by the words “how fragile 
is the gift of life and how vulnerable we are in the face of the elements of earth, air, water and fire.”   
It is true that nowadays we have been benefited enormously by our scientific achievement, and 
sometimes we may think we are becoming masters of nature. However, in front of the powers of the 
nature, we are still very vulnerable- we are still creatures, not creator. And in front of the unpredictables, 
we are just helpless. For example, in a lovely sunny day, everything seems so normal, but your doctor 
may tell you that there is found a malignant tumor inside your body! You would immediately find yourself 
in a state of panic and helplessness. The news is so sudden, so incredulous that you would find no one 
is able to remove such feelings from your heart. Finally you’ll find the comfort in our God because “the 
healing and peace that only you can give...”  
As a church fire, rare things can happen. The last judgment is always regarded as something extremely 
remote and so unfathomable that we can almost ignore it in our life. But the day will still come because 
that is what our Lord has told us. Our Lord’s second coming is as sure as his first, and we should well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at sudden coming.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well prepared?   
Before the church fire, I was uncaring about using extension cord, now I only use extension cord with 
surge protector. In the past I didn’t aware of the possibility of arson at church, now I am very much 
aware of the security of our church to prevent such possibility. In the same way, if you are well-prepared 
for the sudden coming of our Lord, your attitude toward life will not be just the same- what you seek 
could be different, how you set your priority could be different, what you do or what you say to others 
could be very different too. If you are well-prepared for the day, you are proactive to the last judgment, 
you’ll echo with the prayer in good spirit: “Bring us to the day, O God, when this tragedy will no longer 
bring tears and mourning…”  
In this season of Advent, let us be vigilant and be well-prepared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our Lord so 
that with one voice we pray: “Hasten the advent of that day, O God and let us now do all that we can to 
assist those who suffer.” A blessed holy season of Advent to you al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