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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金培 「每條大街小巷每條大街小巷每條大街小巷每條大街小巷，，，，每個人的嘴裡每個人的嘴裡每個人的嘴裡每個人的嘴裡，，，，見面第一句話見面第一句話見面第一句話見面第一句話，，，，就就就就是恭喜恭喜是恭喜恭喜是恭喜恭喜是恭喜恭喜！！！！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呀！！！！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恭喜你。…」(《恭喜恭喜》— 詞曲：陳歌辛) 《恭喜恭喜》這一首歌流行了七十多年，有華人的地方，在新年期間，就必定可以聽到人們唱這一首歌。我們的詩班也打算在年初四主日的午膳聚餐時間領帶會眾同唱。 農曆新年，喜氣洋洋，互相道喜，自是我們的傳統習俗；基督徒在過年時，也宜隨俗，多講些好說話。聖經教導我們：「污穢的言語， 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隨事說造就人的好話，叫聽見的人得益處。」（弗四 29） 新年互相道賀，不妨引用聖經裡面的嘉言美語，例如：「事主蒙福」（申十一 13-15）、「多結果子」（加五 22）、「福樂滿家」（申二十六 11）、「主恩常在」（加六 18）、「永享福樂」（詩十六 11）、「福杯滿溢」（詩二十三 5）、「愛主蒙恩」（弗六 24）、「以馬內利」（太一 23）、「常常喜樂」（腓四 4）、「靈命更新」（羅十二 2）、「一無掛慮」（腓四 6）、「信望愛存」（林前十三 1）、「凡事興盛」（約三 2）、「主恩夠用」（林後十二 9）…… 要貼春聯的，也可自聖經取材，例如：「山谷雨水地滋潤， 歲首年終主看顧」（申十一 11-12）、「春雨秋雨收五榖， 新酒肥油得飽足」（申十一 14-15）、、「一生一世主殿中， 恩惠慈愛永相隨」（詩二十三 6）、「大山小山可挪移， 上主慈愛永不離」（賽五十四 10）、「一年之計在於春， 一生之計在於神」（何六 3） …… 新春道賀，貼春聯，無忘: 「生活在主愛裡生活在主愛裡生活在主愛裡生活在主愛裡，，，，感謝主的恩典感謝主的恩典感謝主的恩典感謝主的恩典；；；；我們新的一年我們新的一年我們新的一年我們新的一年，，，，宣宣宣宣揚主的福音揚主的福音揚主的福音揚主的福音。。。。」(陳漢明弟兄寄調《恭喜恭喜》所續作的歌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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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年伊始，恭祝大家四季平安，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新春佳節，我們都彼此祝福新年好。論及願望，我祈願本堂教友在崇拜生活上步步高陞；論及祝福，我們不期然想到主耶穌所教導的八福。所以，重溫八福的精義，幫助我們在崇拜生活中上進。  
一一一一    勤到崇拜勤到崇拜勤到崇拜勤到崇拜     我們都清楚知道崇拜是教會生活的核心，沒有崇拜，就沒有教會。崇拜更是我們愛上帝的行為與表示，我們主觀上都願意勤到崇拜；可是逢近主日，總有很多事情湧現，難以安排，最後不得不放棄到聖堂崇拜，把敬拜上帝的本分拋得遠遠的。  “虛心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馬太福音 5:3) 虛心的人就是知道一己之智力、財力、志力是有窮盡的，不可依憑的；唯有虛心承認自己的有限而全心倚靠全能的上帝，方得真正的力量。  在崇拜的事上我們要作虛心的人，要知道僅憑一己的力氣，是無法將敬拜上帝的事放在首位的。我們必需完全投靠在主的大能中，在各樣的藉口前站在主的背後，我們才可以勤到崇拜，愛主敬主。  
二二二二    逢到必早逢到必早逢到必早逢到必早     崇拜是親近上帝的行為，是討上帝喜悅的行為，是一種奧秘的信仰體驗。但我們必先充分準備，才能好好進入這種信仰體驗，正如再傑出的運動員，也要在賽前熱身，方可發揮其狀態。崇拜前我們必須早到，一方面，為避免樹立遲到的惡表，雜染其他信徒，以至整體會眾漫延著一股怠慢的崇拜態度；另一方面讓自己安頓下來，預備崇拜。  預備什麼呢？就是預備一顆潔淨的內心。怎樣預備呢？耶穌說：“哀慟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安慰。”(馬太福音 5:4)。哀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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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是那些被邪惡勢力所挫磨、奴役而悲哀至極，但無任何途徑得到真正安慰的人。這些尋慰無門的人，才是真正能領略屬天安慰的人。  同理，在上帝面前尋求一顆潔淨的內心，別無他途，唯有懇求上帝憐憫―― “ 上 帝啊，開恩 可憐我 這個罪人 ！ ” (路加 福 音18:13)。當然這些預備是需要一點時間的，所以崇拜前至少五分鐘能安坐下來，就算準時崇拜；崇拜開始時才趕到的，就算遲到。  
三三三三    動機正確動機正確動機正確動機正確     崇拜既然是親近上帝的行為，是討上帝喜悅的行為，崇拜的本質就不是為了一己的好處而存在的。換言之，不論這些好處是如何理直氣壯，我們也不能帶著一顆拿好處的心來崇拜。若有人說：我是為了解決一些煩惱來崇拜；或說：我是為了唱詩歌來崇拜；又或說：我是為了聽一篇動人的講道來崇拜；這些動機都是不恰當的。為什麼呢？  因為耶穌說：“溫柔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馬太福音 5:5)。溫柔的人不單指那些脾氣個性溫和的人，而是指那些不爭先恐後，寧靜平和的人。他們常常盯住自己所擁有的，並為此而感恩，亦因此在精神上感到富裕，好像承受了全世界的豐盛一樣。溫柔的人與那些自認精明，誓不吃虧的人完全不同。他們常常盯住自己所欠缺的，並為此而爭競，寸土必爭，亦因此在精神上感到全世界都像欠了他們什麼的，永難滿足。  同理，我們若懷著一個拿好處的目的來崇拜，我們很容易失望。我們若懷著一個單純的動機，就是尋求主的喜悅的心來崇拜，我們反而會體會到很多意想不到的祝福。  
四四四四    渴慕聖言渴慕聖言渴慕聖言渴慕聖言     我們大公教會的崇拜是很著重上帝聖言的，每次崇拜，我們都聽到一段舊約經課、一段新約經課、一段福音經課及啟應詩篇。這些經課都是互有關聯，在歷史的長河上相互交應的，讓我們能更全面地把握瞭解聖經的要義。可是，我們很多時抱著聽新聞報導的態度來聆聽聖言，興趣不大，甚至覺得很悶，左耳入右耳出，聽不到任何訊息。那麼，我們應如何令聖言變得動聽？  耶穌說：“飢渴慕義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得飽足。”(馬太福音 5:6)。飢渴慕義的人為什麼可得飽足，因為他們不只擁護公義，更是追求公義。事實上人人都喜歡公義，只是當公義要人付出代價時，人就放棄公義，因為他們支持公義的態度是被動的。而那些楔而不捨，畢生追求公義的人，他們才是真正的支持公義，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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終可以分享到公義果實的人，因為他們支持公義的態度是主動的。  同理，我們若抱著積極的態度，好像聽到遠方親人寄來的家書，用渴望的態度來尋求字底下的音訊一樣來聆聽聖言。這樣，我們就會發覺上帝藉著他的聖言向我們講話，我們必須有一顆追求的心，積極聆聽，我們就發覺上帝的聖言活潑生動，令人心領神會。當然，崇拜前早到一點，把當日經課先讀一片，效益更顯。  這是有關崇拜的前四福，若我們可以好好地把握這四福的精神，我們今年的崇拜生活必會大大進步。另外四福下期續。祝大家新春快樂，年年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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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兔年來臨，祝大家新春快樂！在過去的一年，教會裡面有四位小嬰孩誕生，母子平安，我們為此感謝天父的保守和賜予。 2. 過去一年，我們的教堂曾遭火噬，火後的重建事工又一度受到阻滯。感謝上帝，賜才幹和智慧給我們的牧師和堂議員，使他們能夠克服種種的困難。求主繼續帶領，讓我們日後有一所更美麗、更完善的教堂作為崇拜天父的地方和傳揚福音的基地。 3 3. 我們為“霍媽”跌倒受傷之後的康復進程禱告。求聖靈帶引主治醫生料理她的傷患。 4. 為美國東北部之雪災、巴西與澳洲的水災及埃及的動亂禱告。求主安慰災民，幫助遇上禍患的人脫離困境。 5. 為中國大陸的同胞禱告；特別是為春節期間，回鄉度歲的民工祈求上帝的保守帶領，讓春運順利，俾他們能夠平安返抵家鄉，與家人團聚。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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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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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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感謝天父賜鴻恩，讓祂的獨生愛子主耶穌基督降世擔當我們的罪。因著耶穌被釘在十字架上，我們得與神重新和好！阿們。  2. 為未曾接受主基督作為他個人救贖主的本堂兄弟姊妹禱告：求聖靈呼喚他們，引領他們。 3. 為本堂失火後重建工程禱告：一切的安排皆能夠符合神的旨意；重修之後的聖堂得以成為南加州傳揚福音的好地方。 4. 為中國大陸之內因著傳揚福音而被囚的主內兄弟姊妹禱告：求主賜他們力量及平安。 5. 為美國的國會禱告：求主除去議員們為己身利益和黨團利益籌謀的私心，俾他們行事公義，秉持公正公平的原則為美國人民服務。 6. 我們繼續為南北韓及當地的人民禱告：求上帝賜智慧給雙方的領袖，使他們能夠平心靜氣，解決紛爭；兩韓的人民得免受兵燹災荒，安享太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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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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Matthew 張詠天 2月 1日CHEUNG, Mie Koda 張巳枝 2月 12日
LIN Xiaoqing林小青 2月 2日TAM, Misato Koizumi小泉美里 2月 12日
Cheung Sun Tat 張新達 2月 3日CHEN, Pei-Young Chih 陳植沛楊 2月 16日
WU, Wei-ji 吳維基 2月 7日KWAN, King Keung 關競強 2月 24日
MA, Young Mi-Tak馬楊美德 2月 11日WU, Cherry 吳卓妍 2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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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bruary Tidings – 2011 

 

 We’ve been studying the book of Romans for the past three 

months on our own. We’re grateful for being able to meet twice a 

month for fellowship. It has definitely brought us all a little closer 

together. We’ve learned more about the Bible and more about each 

other.  

 We’ve gone through the first five chapters of our study guide. 

We’ve learned a lot, but we still had questions. We are more than 

glad to have Fr. Lo there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and lead us in the 

right direction. Romans started out with Paul’s letter. He told us the 

importance of the Gospel and its righteousness. He then moves on to 

God’s wrath. Can we escape God’s wrath? What is God’s wrath? We 

also learned about God’s judgment. God’s judgment will always 

count more than any human judgment. God judges based on facts, 

whereas humans judge based on opinions. He doesn’t judge based on 

favoritism. If you sin under the law, you’ll be judged by the law. In 

the end, we learned that we’re all sinners. There’s no way we can 

escape sinning, for it is in our human nature.   

We’ve learned a lot more these past three months and we hope 

to learn more with Fr. Lo’s guidance. Not only did we learn about the 

book of Romans, but we got out of the Bible and looked at another 

religion. We learned about Mormons and what their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with Christianity. With that, we hope to really reflect on 

what it means to believe in Jesus. We hope to learn more about life as 

a Christian and how it’ll affect our lives. We hope we can continue our 

regular biweekly fellowships and continue to grow together as a group. 

We’re hoping for a summer retreat together this year, so we gladly 

welcome anyone who’s interested in joining our group! Here wish 

everyone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新年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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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為牧師 
 

務要傳道務要傳道務要傳道務要傳道！！！！    

   旧的一年，如箭而逝，新的一年，如约而至。我们已经告别了

2010 年，步入崭新的 2011 年。在这辞旧迎新的日子里，相信每个

弟兄姊妹都会有很多感触: 又是一年匆匆而过! 在感叹时间飞

逝的同时，我们庆幸自己因信福音而得享永远的生命。使徒保羅

說: “所以我們不喪膽．外體雖然毀壞、內心卻一天新似

一天”(林后 4:16)，其秘訣是因為接受耶穌為救主，罪得赦免，

生命得以更新，使我们有了積極的人生觀。 

然而我们想到，在我们周围还有很多人没有得到福音的好

处。神对我们人类永远的期待和心意就是，神願意萬人得救，不

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信福音。每一个基督徒，他们在

神的传福音的伟大计划中都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传福音永远

是教会里最重大的使命。在马可福音 16:15 节中主耶稣吩咐门徒

说: “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 传福音的使命不

但激励着历世历代的圣徒，它也深深地激励着我们今天每一位爱

主的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因我

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众人就都死了；并且他替众人死，是

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为自己活，乃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

活。”（林后 5:14-15）。我们爱神便会通过向他人传讲神，来

显明十字架上耶稣基督舍己救人的大爱。圣灵会把传福音的负担

一直放在每一个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心上。主托付保罗的大使命他

已经完成了。现在，福音的接力棒托付给了我们当今的每一个人。 

正如卢牧师所说的，圣加百利堂的国语事工有稳步增长的前

景。我们圣加百利堂的国语事工的一个重要的使命就是向新移民

传扬福音。在巩固原有的国语事工的基础之上，从去年 12 月起，

我们开始了一个每周五上午的国语查经班，主要以查福音书为

主。无论是每月一次的国语团契，每周日上午的崇拜与查经以及



 12 

教会的节日，我们都邀新移民来参加。在圣诞节，新移民还为我

们奉献了高水平的节目:中国少林工夫和演奏大号。我们也鼓励

他们参与教会的服务，帮忙厨房工作。尽管向新移民传福音有许

多意想不到的困难，他们功利性强，流动性大，没有交通工具，

然而他们同样是神所爱的，他们的灵魂在神看来同样是宝贵的。

我们不知道他们的灵命将会如何，但我们目前的任务便是把福音

的种子播撒在他们的心里。林前 3:6-9说: “我栽種了，亞波羅

澆灌了，惟有神叫他生長。可見栽種的，算不得甚麼，澆灌的，

也算不得甚麼；只在那叫他生長的神。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

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工夫得自己的賞賜。因為我們是與神

同工的。”  

每当岁首年终之时，我最常常想到的圣经就是诗篇 90篇。

摩西在世 120 年，寿命很长。可他在诗篇 90篇 10 节却说道：“我

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矜夸的

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当我们过一天，

便意味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少一天，我们与主便近一天。人生在

世就如客旅，将来那永恒的新天新地，才是我们永远的家园。时

间的紧迫，生命的短暂提醒我们要时时刻刻传福音。提摩太后书

4: 2 节告诉我们说：“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新的一年里，求神赐给我们聪明和智慧，

使我们立定心志，抓住机会，同心合意，使福音广传。相信在 2011

神将会使用我們的生命，我们这卑微的器皿，成為許多人的祝福，

領人歸主，共同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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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年的年終，我常用“回顧過去，展望未來”這八個字來檢討

及激勵自己。每當我走完一年人生路程終點時，我感到好像走上一座
高山，站立在山的頂上，回頭往後看，看我所走過的路程是怎樣的情
形，所遇見的是甚麼事物，我又回轉頭來，向前遠望，探視有些甚麼
新發現，有甚麼新的體驗，新的變化等著我，及會有甚麼新的需要。 

從檢討中我們更清細地看到前所做的事是平穩還是艱辛，是善還
是惡，亦可看到前路是平坦安全還是崎嶇難行。我們人的意志是軟弱
的，思想是複雜的、易變的、近視的，有許多時應做的不去做，應改
的不肯去改；因此單憑自己的心志去檢討是不夠的，必要有主耶穌的
指引及聖靈的感動，激勵我們“知錯能改”的堅定決心。 

作為一個基督徒，年終也是我們向主結賬
的時候，要以誠實謙卑之心，向主述說一年來
為祂所做的事工。 

下面是個很好結賬的比喻：主人出國，把
業務交託工人處理，回來時要跟工人算賬的
事。主人一個給五千，一個給二千，一個給一
千，讓他們自由去發展。那領五千和二千的，

隨即拿去做買賣，都賺了錢；那領一千的，卻把錢埋在地裡，因為他
嫌錢太少，做不了大事，且心裡充滿嫉妒，以為主人偏心，何必為他
費心費力。打算等他回來，將錢原封不動還給他。 

過了許久，僕人的主人回來了，和他們算賬。那領五千的，又帶
著另外的五千來……。主人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去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福份……。那領
二千的，也同樣得到主人的稱讚。但那領一千的，把祂所做的和他所
想的都說了。主人發怒地說：“把他的一千給那一萬的，把這無用的
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讓他在那裡哀哭切齒。 

這個比喻告訴我們----人沒有忠心，全無出息，而又不肯將主賜
給的恩賜去運用的人，自然得不到主的喜愛，更不配為上帝的兒女。 

主常提醒我們，凡事要感恩。現在請你再次往後看，想想你所經
過的路程，上帝是否賜給了你美好的機會。你或許沒有想起你從上帝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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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了甚麼，但我們可反過來問，請你想一想，你有甚麼好處不是眾上
帝而來的？各位，任憑你如何深思熟慮，你不能不說所有的好處都是
從上帝而來的。頭一件祂所賜給你的，就是你的生命。祂將生命賜給
你，這就包括了一切。你既得了生命，你也就得了許多美好的機會，
你有無去使用這些機會呢？你在過去一年所得的生命、平安、喜樂，
你有無誠心向我們的上帝獻上感謝？ 

記得保羅對腓立比人說：“我每逢想念你們，就
感謝我的上帝。”在這句說話裡，我們可以料想到，
保羅在直接間接裡，在公在私的事工上，實在得上帝
不少的恩惠。所以他每想腓立比的兄弟，就要感謝上
帝。他不單獨以自己蒙恩而感謝上帝，他見腓立比人
蒙恩，他也感謝上帝。這是有意義的感謝，值得我們
基督徒效法的。 

各位，當你做完禮拜回到家裡，在清靜的時刻，
該以誠懇的心，祈求上帝賜你新的心懷意念，並賜你天上來的智慧能
力，迎著新的年日，努力主的事工，做個上帝所喜悅的兒女。阿們！ 

 

 

“我 的 家 ”  （ 三 ）   － 麥 仁  

時光荏苒，到 1963年的年初、我們夫婦已經有了四孩子（大兒
子 Jack 5歲、大女兒 Nancy 3歲、二兒Wilson Jr. 2歲、3兒 James 
10個月）。就在 2月 9日那天、我們一家六口從香港移民來美國、到加州首府沙加緬度（Sacramento）老伴的娘家。差不多在同一時間、
秀麗妹妹婚後亦遷到紐西蘭定居。這時、舊日的“大家庭”已經遠離我們，可是上帝卻沒有遠離、祂仍然在一旁看顧著我們。該年的 11月，小女兒 Nora 在沙加緬度出生；既然家裡的人口不斷地膨漲著，我不
能不為未來打算了！於是、我們全家在 1965 年的春天遷來洛城華埠。（初抵洛城、除了同是香港到沙城繼而遷來洛城的一位朋友外、我還認識的祇有居住在十多里外的George哥和也是初從沙城遷來的
龍門旅館 Boss－Peter（此外，我完全不認識任何人！）兩年後、六弟夫婦帶著他們的兩個女兒也跑到洛城來。 
 我們離港不久，母親也移民到了紐西蘭（那裡有大哥、二哥和妹
妹的照顧），可是她記掛著我們，也不喜歡那邊的氣候；於是、我請她到洛城來跟我們同住。與此同時、四哥和七弟很巧妙地也先後到了洛城。為了母親的方便、我們全家人每個主日都跑到華埠做崇拜；因
為美以美會於崇拜時，黃雲表牧師說的是我們熟識的廣東話，歌頌使用的也是普天頌讚。（此前、我們參加的教會都是說英語的：洛城聖保羅座堂與南柏莎迪娜市的聖雅各堂。）等到聖加百利堂有粵語崇拜
後，我們全家（母親、四哥、六弟和七弟等人）一同來到這裡。母親後來在洛城生活了好多年，期間也參加過好幾個孫兒女們的婚筵和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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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多個曾孫兒女的“紅雞蛋”。到了 1987年 12月 3日、我們一家人歡歡喜喜地迎接大孫女（Kimmie）的誕生；可是，母親因為身在醫院而未及親自擁抱、卻於該月的 16日驟然返回天家，享年 93歲。 
 我們的老祖宗總是這樣認為：“最理想的家”應該是；“五代同堂”。也就是說：「祖父母、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兒女和孫兒女們能
夠團聚在一起的就是“最理想的家”」。不過我自己卻以為：“最理想的
家”是家人們能夠彼此相親相愛；又是家人們在外受了委屈，回到“家”來可以得到安撫和平復的地方。“家”是人人都溫柔體貼、能夠互相獲
得慰籍的地方；“家”更加是世界上最快樂的一個地方，也是每個人都
應該擁有的地方。世界上沒有甚麼地方比“家”更美好；也可以說：“家”
簡直就是“人世間的天堂”（老番說的：“HOME SWEET HOME”）。 

 今時今日、我在美國又有
了自己的“大家庭”（是“大家庭”、沒說錯）。感謝上帝，祂賜
給我五個兒女和五個兒媳婿與
及十二個孫兒女（六男六女；
只可惜、沒有一個跟我們夫婦在同一間教會做崇拜，因為他
（她）們有各自的教會）。不過、我們一家差不多每個月都有一次家庭聚會或慶生會！每
年的感恩節都“拍一張家庭大合照”（下面這一張照片就是攝於去年的十一月、感恩節期間）。無怪聖加百利堂裡知道我家內情的兄弟姊妹、都說我好福氣，因為上帝早賜

我一個：像我一樣愛家的老伴和一個美滿、幸福的家庭了！「人生若此，夫復何求？」連我自己也這麼樣想。  
 中國人有句老話；“人生七十古來稀”；在廿一世紀的今日，醫學昌明，
這句話早不管用啦！對一般人來說：“七十歲”真的是“濕濕碎”、“小兒科”，算不了甚麼。（不過走不過這一關的、也還是大有人在！）感謝上帝、本人早“過
關”了。活到“像我”這麼樣的一把年紀，今後在世上還可以“過”的每一天、都
是天父上帝“額外的恩賜”（Extra Bonus）。我曾不止一次講過：「平凡人
中、我是一個“最平凡的人”。」不過我的生命卻跟大多數平凡人不一樣，此話怎講？因為我的生命中、有“上帝的恩典時刻同在”。感謝上
帝，過去、我過的每一天、每一小時、每一分、每一秒，上主的恩典都緊牽著我。無論我走到甚麼地方、遭遇到怎麼樣的困難、環境是如何凶險，祂都會看顧和保護著

我、讓我都能履險如夷。正如詩篇第 23篇說的：「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至缺乏。祂使我躺臥在青
草地上，領我到可安歇的水邊。……我雖然行過死
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與我同在。……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隨著我。……」 
 在很多基督教家庭的當眼地方，我都看到高

高掛上一塊用金屬或木材做成、不然就是寫在紙張上或鑲嵌在鏡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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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牌子；上面寫的同樣都是那幾個字：「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按道理說，這麼樣的家庭，在世界上應該是模範家庭，是其他很多家庭的“良好
典範”。不過、根據我自己的觀察：大部份掛上這塊“牌子”的家庭，只
不過利用“它”作為裝飾，至於“牌子”裡面的意義是甚麼？我想：「掛這
塊“牌子”的家庭成員、是從未“真正想像過”的。」 
 我家裡從沒有「基督是我家之主」的牌子出現過（不是我不想要、
而是我想買時卻買不到）。但是我卻有一個：從未在別人的房子裡出
現過的小牌子，上面寫著：「 HOME,  No matter how big,  No 
matter how small,  a Family together is the best Home of all.」我非
常喜愛這個牌子，因為我喜歡與家人常常相聚。最重要的、是：「我「我「我「我
愛我的家、與及基督在地上的家」愛我的家、與及基督在地上的家」愛我的家、與及基督在地上的家」愛我的家、與及基督在地上的家」 
 下面是我今天借用的禱文：『『『『主耶和主耶和主耶和主耶和華阿！這是你所應許的、願華阿！這是你所應許的、願華阿！這是你所應許的、願華阿！這是你所應許的、願
你永遠賜福與僕人的家你永遠賜福與僕人的家你永遠賜福與僕人的家你永遠賜福與僕人的家（撒下 7:29）。阿門阿門阿門阿門！』』』』－ （ 全 文 完 ）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of Hare, may I wish you all a year of peace and a year 
to be strengthen with all might and blessed by grace upon grace. We exchange 
blessings with one another in the Spring Festive. I pray that we shall continue to 
grow in our worship life. I also pray that in our worship life we shall all be blessed 
by the spirit of the Beatitudes of our Lord.  
1. Diligent to worship  

We all know worship is the core of church life, shall there be no worship, the 
church exist not. Worship is an expression and an act of love of God. Subjectively 
we are willing to worship every Sunday. In reality, there are lots of interruptions 
every week, which turns out to marginalize the priority of our Sunday commitments. 
We just skip the Sunday service without second thought.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for theirs is the kingdom of heaven” (Matthew 5:3) 
The “poor in spirit” means those who find at some point it is hopeless to depend on 
human intelligence, wealth or even our will power. Only God is our rock on which 
we can be saved. 

Concerning worship, we have to be “poor in spirit” in view that we are unable to 
put Sunday worship as our top priority on our own strength alone. We must entrust 
ourselves to the almighty Lord, who will save us from all sorts of excuses. This is 
the best way to help us love and worship our God. 
2. Always arrive early 

Basically worship is an act to love and please God, and a mystery experience in 
faith. Having that said, we must get ourselves well prepared prior to worship, as any 
great athlete has to get warmed up for his best performance. We urge the faithful to 
arrive early for two reasons: firstly, to avoid setting a bad example, which is 
contagious, among the congregation; secondly, to give us an opportunity to settle 
ourselves down for the worship. 

How to settle us down? It is by preparing within ourselves a clean heart. How to 
prepare it? Jesus said: ""Blessed are those who mourn, for they shall be comforted." 
(Matthew 5:4). Those who mourn refer to people who have been frustrated and 
tortured by forces of the Evil, and find no way to access any true comfort. Th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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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ople, having been denied of any comfort in this world, are the ones that can truly 
entitle to taste the heavenly comfort. 

 Similarly, there is no alternative way to cleanse our heart before God except 
relying on His mercy. “God, be merciful to me, the sinner!” (Luke 18:13). And, of 
course, such preparation calls for some time to make it happen. So, if we arrive at 
least five minutes early, it will be consider punctual. If we arrive at the service when 
it begins, it will be regarded as being late. 
3. Set our motive right 

Since worship is fundamentally an act to get close to God and to please God, 
worship does not exist for us to seek interest. In other words, no matter how virtuous 
the interest sounds, we can’t make worship to serve our interests. If someone says: I 
go to worship to sort out my personal problems; or, I go to worship to sing my 
favorite hymns; or, I go to worship for a good sermon; all these motives are 
inappropriate. Why? It is because Jesus said: “Blessed are the meek it, for they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Matthew 5:5). The meek refers not only to those with a mild 
temper, but also for those who are quiet and peaceful and not always striving to be 
the first. They always look at what they have and be grateful. Hence they feel rich in 
spirit, as if they have inherited the riches of the earth. They are in sharp contrast to 
thos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smart and never give in anything that hurt their 
interests. Such smart people always look at what they have not, and are ambitious. 
They can hardly be satisfied because they are never contented.  

Similarly, if we come to worship with an orientation to seek interest. We are 
bound to be disappointed. However, if we come to worship with a pure motivation, 
i.e. to please and honour our Lord, we will receive many unexpected blessings. 
4. Hunger for the Word 

In any Catholic church as ours, our worship places an important emphasis on the 
Word of God. In every service, in addition to the Psalm, we have a reading from the 
Old Testament, New Testament and the Gospel. The readings are so selected that we 
could comprehend the Word of God as a whole throughout the Bible and history. 
However, we listen to the readings as listening to the news reports, we just hear 
without listening. What, then shall we do to improve our listening skill? 

Jesus says: “Blessed are thos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for they 
shall be satisfied.” (Matthew 5:6). Why do people who hunger and thirst for 
righteousness can be satisfied? It is because they not only speak of justice, they are 
in pursuit of justice. In fact, justice is welcome by most people; however, when 
justice calls one to sacrifice for its sake, justice will be abandoned. It is because their 
attitude towards righteousness is passive. On the other hand, for those who 
endeavour relentlessly for justice can be deem as the sons of righteousness and be 
able to taste the fruit of righteousness one day. It is because they are positive in the 
pursuit of righteousness.  

Similarly, if we are proactive in listening the Word of God, as if we are listening a 
message of a dear family member sent from a remote place. We listen intensively 
with a hope to interpret any hidden message between the words. Then, we shall find 
the Word of God is a living Word, it speaks to us. So, we must have a seeking and 
active heart for the Word God. And, of course, we can be greatly benefited if we 
come earlier and scan the lessons before the service. 

These are the first four blessings of the beatitudes, if we can have a good grasp of its 
spirit, we shall see much progress in our worship life. I shall continue with the rest of 
blessings next issue. Wishing you all a happy New Year, and a year of continual 
renewal and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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