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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聖靈降臨後第三主日，佳音七月號與大家見面。聖靈降臨期
（又稱常年期後段、三一節期）是教會年曆中最後和最長的一個節
期，要旨是基督雖然已升天，聖靈卻與我們同在，讓我們活出基督
的生命，與主同工，繼續其救贖的使命。我們都知道上帝聖靈在信
仰生活及使命中非常重要，但我們對上帝聖靈的認識，一般不及對
上帝聖父及上帝聖子的認識。故此，讓我們在此重溫聖靈的信仰。 

  

我們要認識聖靈，最好從主耶穌身上觀察，因為在基督的生命中完

全體現了聖靈的恩賜。“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

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他必以

敬畏耶和華為樂；行審判不憑眼見，斷是非也不憑耳聞”(以賽亞

書 11:2-3)。在耶穌基督身上，我們從七方面體察到聖靈的恩賜：智

慧的靈、聰敏的靈、謀略的靈、剛毅的靈、明達的靈、敬畏的靈和

敬虔的靈。 

  

一、     智慧的靈是一種視野的靈恩，他引導我們在世上以屬天

的永恆高度來作判斷，非以屬世的短暫態度來作定奪。欠債還錢是

世上公理，但馬太福音十八章中有一個僕人遇見一個欠他十兩銀子

的同伴，就要他還錢，他沒有錢還，央求寬容，僕人不肯，把他下

在監裡，等他還了所欠的債。後來這僕人就惹來主人的大怒，把他

交給掌刑的，等他還清了所欠的債；因為主人曾因為他的央求而免

了他的一千萬銀子的債。欠債還錢是屬世的視野，寬容體諒是屬天

的高度。主耶穌要求天國的兒女要以屬天的高度待人：“你不應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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憐恤你的同伴，像我憐恤你嗎？…你們各人若不從心裡饒恕你的弟

兄，我天父也要這樣待你們了。”(馬太福音 18:33,35)。人是軟弱

的但憑藉智慧的靈，我們是可以得助的。 

  

二、     聰敏的靈是一種理智的靈恩，他引導我們辨識真、假；

好、壞；是、非，使人神關係得強化。當日主耶穌被質疑為何讓門

徒用俗手，就是沒有洗的手吃飯。耶穌回答說：從外面進去的，不

能污穢人；惟有從裡面出來的，乃能污穢人。比如：惡念、苟合、

偷盜、兇殺、姦淫、貪婪、邪惡、詭詐、淫蕩、嫉妒、謗讟、驕傲、

狂妄。 (馬可福音 7:15, 21, 22)。耶穌要我們明白，甚麼是主要的，

甚麼是次要的；甚麼是好的，甚麼是壞的。禮俗有一定的價值，但

相對一顆聖潔的內心，禮俗就變得次要。耶穌更鄭重說：有耳可聽

的，就應當聽。(馬可福音 7:16)。我們在屬靈生命上，常常是大愚

若智的，我們很多時因為自己的知識淺薄，不懂得明辨是非，不能

有屬靈的洞見，不能在最微小的事情明白天理。但憑藉聰敏的靈，

我們可得蔭庇；並得以聖化。 (下期待續) 
 

主安常佑! 
 
你的牧師 
 

盧君灝 
 

「聖善之主歟，求主教我
等依主所應得者服事爾，
使我等施與不計代價，奮
鬥不顧創傷，勞苦不求休
息，工作不望酬報，只知
順從上帝之旨意。此賴我
主耶穌基督而求。 阿們。」
(禱文錄自港澳教區编印的黑皮公禱

書封面裡頁----1959 年重訂版) 

Prayer for Generosity：        

Lord, teach me to be generous. 

Teach me to serve you as you 

deserve;  

to give and not to count the cost, 

to fight and not to heed the wounds, 

to toil and not to seek for rest, 

to labor and not to ask for reward, 

save that of knowing that I do your 

will.     (St. Ignatius of Loyola) 

聖伊格那丟努力服務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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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ien 李 義 恩  7 月 3 日 MARK, Susan 麥鄺淑新 7 月 18 日 

LO, Theresa 盧善文 7 月 4 日 HONG, Vu 洪世武 7 月 18 日 

TAM, Valerie 譚陳慧兒 7 月 4 日 CHEN, Ning-Yu 陳寧宇 7 月 23 日 

WANG Ruolan 王若蘭 7 月 9 日 CHAN, Philip 陳錦華 7 月 24 日 

MAK, John 麥懷炯  7 月 12 日 WONG, Grace 王從欣 7 月 25 日 

MAN, Tonson 文華東 7 月 12 日 MAN, Sylvia 文美圓 7 月 30 日 

LI, Leonard 李國亮 7 月 13 日 TAM, Derrick Matthew 譚晉宇 7 月 30 日 

WU, Charles 吳梓舟 7 月 13 日 WAI, Christine 韋建樂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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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ly Tidings 

 
In June, majority of us wrapped up the 2010 – 2011 school 

year. With school out of the way, we are now able to resume out 

usual biweekly fellowships like we have originally planned for in 

the beginning. This summer, we hope to meet more regularly and 

possibly expand our group size. 

The last Saturday of June,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it down 

with Fr. Lo and have a fellowship. Instead of our usual indoor 

fellowship, we decided to take things into a new direction. We 

decided to hold our fellowship outside by the Sunday School room. 

For this fellowship, we were curious about the rapture. How did we 

come up with this topic? Ironically, we had our own fellowship on 

“rapture day” back in May and thought it would be an interesting 

topic to explore.  According to Harold 

Camping, again, the next rapture will be 

October 21, 2011. Will that be true? I 

guess we are just going to have to find 

out when the time comes! 

As Fr. Lo explained to us how the 

rapture is defined in the Bible, he had us 

all thinking what we would do if we know tomorrow is the rapture. 

All of us thought of things we wanted to do before the world ended. 

Let me ask you, what would you do if you know the rapture is going 

to be tomorrow? A lot of people haven’t thought about it yet, and I 

personally think it is something interesting to think 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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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明住在一個小村莊，每天上學放學必須穿過一個大樹林。在這條路

上行走，頭上有綠葉遮著太陽，免受驕陽的曝曬，陰涼舒適，四周清靜，沒

有甚麼懼怕的東西。他經常早出晚歸，每天放學回家，他的父親必在家門口

等他。 

有一天，濃雲密雨，雷聲隆隆，電光閃爍，情景相

當可怕。阿明在歸程中走著，見狀頓然恐懼起來，便加快

腳步，一面向著家門走去，一面不停的喊著：“爸爸，你

快來接我！”好在他爸爸早已在家門口，等著他。聽到他的

呼叫，也大聲的回應他，同時飛也似的向著樹林跑去。不久

阿明看到他的爸爸在雷雨中出現，他往前衝上去抱住爸爸說：

“爸爸我好害怕！”跟住爸爸安慰他：“有爸爸在，你害怕甚麼呢！”於是

父子相依摟抱，冒著風雨，走回家去。 

我看完這個小故事，不禁想起我在孩童時，跟著母親乘著荷蘭貨船到菲

律賓去與久別的父親團聚的情景。三日的海上航程，我感到非常的苦悶，無

法入睡。第二天，我暈船起來，無法吃喝，同時腦海中感到有些擔憂，生怕

去到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是一個怎樣的環境，過著甚麼樣的生活；還有心

中感到異常的焦急，渴望著與久別的父親相見種種問題，使我寢食不安，徬

徨不已。好容易挨到第三天，終於在清朗的早上，我們的船慢慢的駛進馬尼

拉碼頭；大約經歷半小時，就聽到船長宣佈乘客下船的喜訊.。在吊橋上，

我向下東張西望，希望在人叢中找出我的父親。真夠運，我一眼就看到我父

親，我忙向他揮手示意。那時他也看到我們，便急著腳走去扶梯口處來迎接

我們。我從吊梯衝下來，大開我的雙手把他抱住。他把我抱起來，我張兩手

摟在他的頸項上，心中感到無限的喜樂，三日來的苦悶與憂慮，頓然一掃而

空。 

自此，我們的父子親情與日俱增。我遵從他的訓誨，他亦非常的喜愛我。

差不多每晚他都幫我做功課及講解書中的難題，因此我的學業成績常得老師

的讚許。大學畢業後，他建議我來美深造；三年後，我學成回菲，協助父親

經營生意，頗有進展。自認營商不是我的本事，實得力於父親的經商經驗及

他在商場上與各方建立的良好關係，互相配合，才會如此的順利。 

父親除忙於生意外，他熱心愛主，是個虔誠的基督徒。記得有一天，聖

公會聖彼得堂的沈漢新牧師夫婦 (香港崇基書院前院長沈宣仁博士的雙親)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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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探我們 (那時我尚年幼)；離開時，他給父親一些單張。經過四、五次的

探訪後，有一天父親獨自到聖彼得堂去參加主日崇拜；據我所記得，自那天

起，風雨不改，從未間斷過去守禮拜，且每次都很早就進入聖堂，等候崇拜

的開始，數十年如一日。不久，他叫我和他一齊去；又不久，他勸服我的母

親由佛教改信上帝；最後，我的弟弟也參加主日學。大學畢業後，我兄弟二

人成家立室，兒孫滿堂，大大小小都洗禮歸主。父親對教友們情同弟妹，甚

得教友的敬重，不久就被選為堂長，一家大小盡其所能服務教會。父親一生

愛主，他每晚睡前必向主祈禱、讀經。他那本陳舊聖經，我將它帶來保存留

念。他藉著社區人際關係，引人歸主。  

在一個風和日麗的主日，當他做完禮拜，拉著他的小孫步出教堂門口

時，忽然中風倒地(那時我適逢在美辦理綠卡)。教友們把他送往醫院急救，

醫生在他的頸喉下面開一小孔，助他呼吸，才脫離危險。在醫院住了一個月，

便安息主懷，享年七十有五，字崇挺。適逢父親節，什亂成章，以作懷念。 

     *      *      *      *      *      *      

*    

父親節在今日所有文明國家，都有舉行慶祝。因地

理環境和風俗之差異，故舉行的日子和方式各有不同。

在美國，父親節是訂於每年六月的第三主日，其主旨是

報恩當下及紀念已故的父親。  

第一個父親節於一九一零年在華盛頓州的一個叫

SPOKANE 的小鎮舉行。據說該鎮一位婦人，不幸中年

去世，留下五個幼小兒女。她的丈夫 HENRY J. SMART 

在悲傷之下，毅然負起教養子女的責任，十年如一日，將他們撫養成人。其

中一位女兒叫 SONORA，為著報答父親養育之恩，建議五個弟兄姐妹，不

管他們居住在何處，每年在父親生日那天，都要回到父親家裡為他慶祝生

日。話說有一主日，SONORA 一家大小到他們的教會做禮拜，適逢該日是

母親節(五月第二主日)，凡到會的母親均由子女親自將一朵紅色的康乃馨 

(CARNATION)針在母親的襟上，以示孝敬。(父親節的花是玫瑰 ROSE，紅

色是代表健在，白色是代表去世。) 那天，在慶祝儀式中，她得到一個啟示，

她深信世上有不少父親像她的父親那樣，父兼母職，負起教樣子女的責任。

因此，也應訂立一父親節像母親節那樣來慶祝及紀念他們養育的辛勞。於是

她與數位同工著手籌備發起父親節，經多方的遊說宣傳和禱告，得到教會、

議員和社區熱心人士的支持，終於在 1910 年成功訂立。惟當時未得普及推

行；直到 1972 年，LYNDON JOHNSON 總統正式宣佈這是民間的一個重要

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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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佳音 137 期] 

前文提要： 

(二) 在人類的罪性和世界的苦難中，上帝給我們的啟示和愛。 

I  苦難告誡人們珍惜生命，警剔危險。 

經文：[路 12:15]、[伯 36:15]。 

II  苦難教導人們認識自己(罪性和軟弱)，遠離惡，親近神。 

   經文 [詩 38:17,18]：、[羅 12:1]、[林後 12:7,8,9]。 

III 苦難激發人類的良知，使人們在愛中相近。 

      經文 [希 9:14]、[弗 4:16] 。 

 

  IV 苦難熬煉信徒的信心，以成全神的旨意。 

     經文[賽 48:10]：“我熬煉你…你在苦難的爐中我揀選你。” 

   [來 10:32,33,36]：“你們要追念…蒙了光照後…(要經歷)…各種苦

難，…你們必須忍耐，當你們行完神的旨意，就可以得著所

應許的。” 

    信仰不是免除苦難的藥方，而是面對苦難的力量。做基督

的信徒，並非有不遭苦難的特權；而是有戰勝苦難和死亡的榜樣

和依靠。聖經中有很多實例表明，上帝用苦難考驗祂的兒女，藉

以熬煉他們的信心，使他們能擔負重任，完成祂永恒價值的旨意： 

    1.挪亞。  他遵循上帝的旨意，在遠離人煙的乾旱陸地，辛

勞 120 年，建造那巨大的，看來是無稽、無用的方舟──從而使

人類免於在洪水中絕種。 

    2.亞伯拉罕。 上帝賜他百歲生子，卻又吩咐他把心愛的兒子以撒獻為

祭物──最後，他作為希伯來人的祖先，通過這個民族把聖經和救贖

主賜給世人。 

3.約瑟。   他充滿傳奇的一生：17 歲被賣為奴，30 歲出任埃及宰相，

其間轉折變遷，飽經苦難──正因他被賣、歷難，終使他成了父親全

家和當時中東人的救星，拯救他們免受飢荒。從而讓以色列民族寄居

埃及 400 多年。又因上帝賜福“生養眾多，繁茂強盛”成為大族 (出 

1:7,9,12)。 

    4.摩西。  神讓他離開法老家族，養尊處優的地位，去跟他作奴隸的同

族希伯來人打成一片。又因希族不要他作他們的首領，被迫逃亡米甸

牧羊 40 年──之後他蒙召，帶領上帝的子民，離開為奴的埃及，去

Paul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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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為他們預備好的福地。在四十年曠野的路途中，上帝又通過他把

維繫人類社會福安的律法賜給我們這個充滿苦難、罪惡的世界。 

    5.約伯。  聖經《約伯記》是為世界上苦難人寫的詩歌，其中主角約伯

是一個“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罪惡”的賢而富之人。幾乎一夜

之間盡失所有，自福樂之頂峰跌落痛苦的深淵。他坐在爐灰中，先是

無比沉默，後是仰首問天，提出一個深思的人生問題：“天父既然賞

罰分明，何以有時正直人反受大苦？”“惡人為何存活，享大壽數，

勢力強盛呢？” 

約伯三友對“苦難”的回答是： 

A. 上帝是公義的，所以義人是決不會受苦，人遭受的苦難一定是本人

犯罪的結果，約伯是罪有應得。 

B. 在這個世界裡，上帝的愛和憎只是“賞善罰

惡”，沒有救贖的愛。[ 有如伊斯蘭教：否認基

督的救贖，只承認“真主命定一切”。 ] 

C. 三友把“一個 民族 的福與禍，乃是上帝對其行

為的賞與罰”(申 30：11-19)；應用到 個人 身上，

在這個世界裡，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因果報應”，各人的遭遇，都

是咎由自取。[有如佛教的因果律：在這個世界裡，每個生命所受的

苦難，不是今生，就是前世或來世的孽果。佛教不承認“末日審

判”，只有“輪 論”。] 

       耶和華在旋風中對約伯的回答： 

A. 沒有解釋。──因為人類在理性和知識層次上是無法理解上帝最終

的心意和測透祂的奧祕。正如當代著明科學家霍金感嘆到：“也許

當人類洞悉了全部的宇宙奧祕，才能體察到上帝的心意。” 

B. 沒有自辯──因為創造主無須對受造者辯解自己的行為：“受造之

物豈能對造他的說「你為甚麼這樣造我呢？」” (羅 9:20) 

   “耶和華說有就有，命立就立”… “一切都隨自己的旨意而行”  

(詩 39：9；詩 135：6)。  

C. 上帝要約伯觀察宇宙間千變萬化，奇妙難解的現象。天體為何秩序

井然，和諧多姿呢？億萬個星系、星雲，靠

人類能聯繫在一起嗎？能夠從無到有嗎？

(難怪近代哲學大師康德說這是他最敬畏的

事)。事實上宇宙的奧祕千千萬萬，“苦難”只

是其中的一種。 

D. 上帝要約伯明白一個重要的信息：只要他

信靠耶和華，“在苦難中必有神與他同在”，

公義的救贖必將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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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伯終於向上帝順服：“這些事太奇妙，是我不知道的”，“我以

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通過苦難，約伯確實憑信心的眼睛

和靈性的領悟看見了上帝。 

       最後耶和華使約伯從苦境中轉回，並賜給他比以前所有的加倍。 

  思考：在我們這個世界裡，“苦難”比 “刑惡罰罪”及“個人因果報應”

有更高、更深遠的意義，因為苦難中有神的救贖，有他的慈愛和大

能。正如使徒保羅在[林前 12：9]中所說：“上帝的恩典和能力是在

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上帝的旨意往往是在人類艱苦的成長歷程和

他的救贖中達成。 

       由於人類社會罪惡的普世性和歷史性，在我們現存的世界中，

不可能每個人都有各自的“因果報應”。只有等到末日，“他公義審判

的日子來到，祂必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羅 2：5,6)。 

 

V. 苦難使人們逐漸領悟“自由意志”與“在神道上成長”的重要關係。   

(待續) 

 

酸菜黑鱈湯 

材料：[六人份]游水黑鱈魚一條（約 1 磅半重）、瘦豬肉 2 安士、酸菜

10 安士、中芹菜一棵、芫茜一小紮、青蔥一棵、薑 2 片、食油半湯匙、米

酒半茶匙、鹽、味精、胡椒粉。 

制法：（1）把游水黑鱈魚去掉鰓和腸臟，洗淨後用刀切成段（長約 2

寸）；瘦肉切成肉片並用生粉醃過；酸菜用水洗淨撈起；中芹去頭去葉取莖

並切成寸段；芫茜去頭並洗淨；青蔥去頭並切成蔥花。（2）燒紅鑊，落油，

贊酒，隨即放入酸菜和 3 磅半水，燒至水滾，放入魚段、肉片、薑片、中芹

莖，慢火燒至魚熟，撈去湯上的浮油，用鹽、味精調味，放入芫茜和蔥花，

撒少許胡椒粉，即成。 

注：（1）買不到游水的黑鱈魚，可用冷凍的代替。（2）喜歡吃豆腐，

可以加入豆腐 6 安士，喜歡吃辣，可加入一點辣椒絲。（3）你可以不按照

以上所介紹的做法去做這道魚湯，在此，我介紹另一種制法：做個黑鱈魚火

鍋，用瘦肉片、酸菜、中芹、做火鍋湯底，湯滾後再放芫茜、蔥、薑片，用

鹽和味精調味，撒一點胡椒粉，開始放入黑鱈魚段，滾熟就吃，邊滾邊吃，

別有情趣。（3）滾熟的黑鱈魚味較淡，可另備醬油或辣豉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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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僅有的這支左腳已使用了四十年，近三年來腳根曾痛過了三次，首兩

次都短暫，而這一次從痛到陣痛到小痛，竟整整痛了一百四十六天，其間曾

倒地四次。受傷較重的一次是送醫縫了九針，但最近的一次是在十二月一日

的下午，與過去三次全然不同，完全不知自己會怎麼的臥在我座椅與輪椅

間，只有一呎寬，幾乎不能容身的狹縫中。當我從廚房地上爬起來坐在輪椅

定了一下神，仰頭看壁鐘，是指示在四時卅分。我在想我在這時刻以前是在

哪裡呢？ 

我現在可肯定的說，那時我的靈魂，也即是鬼魂曾

離開了我的身軀，在空中運行。我體驗的鬼魂是有耳朵

能聽的，我聽到我經常開著的 KCAL9 台的廣播，它的

聲響比普通大兩三倍；它且有眼，能看到周圍的景物，

其體積比平日看的大好多倍。魂就如人言是由頭頂溢出，大小應比足球小。

那球滾過鼻尖時，它把在右側火爐櫃的四個抽屜看成四層樓的公寓，接著的

是滾過白色的烤箱，被看成一沒有窗戶的大廈；再向前滾，球體自輪椅下方

通過向上望，輪子有如西部片經常看到的大馬車輪子那麼巨大。球是不由己

自主的走。 

十二月初 LA 寒流過境，大門緊閉著，它自然向左邊轉，經三米長的

走道，以約 30°仰角向上飄。在進入客廳時，第一眼是看到左餐桌上的 Sony 

收音機；收音機旁如巴掌大的擴音器看去好像我過去在海邊散步看見的水邊

大木樁那麼粗壯。當魂體飄到客廳正中的天花板停住，俯覽下面是一平面的

街景，中間是一小廣場，兩邊是二座深黑色的建築物，

因我在大沙發椅什亂堆放了三年雜物，看去像一片垃圾

場。小廣場的盡端傳來吵雜的噪音。 

就在那時，老妻自與我正對門的住房推門走入我的

住房。她找不到我，就走到客廳在那裡再探頭看臥室、

浴室，仍看不見我的人影。在轉身走向門外走道時，她赫然見到我的身子躺

在小廚房的地上。應是因為她的呼叫，讓魂遊身外的我回到我原來的居所。

過了些時，她才對我說，她最先聽到我第一聲開口是這麼說：“思凱，唉呀！



 12 

怎麼搞的？我怎會跑到這麼又貧窮又髒亂的地方來呢？”由這句話應可證

明我曾魂遊體外。 

又為甚麼我會躺在那夾縫中毫不受傷呢？這是我比較費解的…… 

(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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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爵 

 
       

 
 
 

 

「我愛主之教會，主親與人同住；贖世救主傾流寶血，建立萬年根基。 

愛她我常流淚，念她我常祈求；為她而辛勞獻微誠，直到力盡方休。 

耶穌我眾元首，助你肢體奮鬥；外敵內憂無時不有，赤心依主拯救。 

祈賜我心志堅，內心充滿熱誠；將基督精神全實踐，為真理作見證。」 

(我愛我主教會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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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著洗禮，我們從罪惡中獲得釋放，重生為上帝的兒女，成為基督

的肢體，加入基督的奧體：教會，成為「教會」並分享她的特質，即「奧

蹟」、「共融」和「使命」。「基督是教會全體之首」(西 1:18)：教會

藉著祂、在祂內、並為祂而生活，在地上組成屬靈的團體，成為基督在世

界中有形可見的標記，靠著福音生活聖化人類，引導普世人類邁向永生。

所以基督徒亦蒙召，生活出教會的特質。      

「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

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

麼。」(約 15:5)耶穌基督以葡萄樹榦和樹枝比喻信徒跟祂

的密切關係，因為祂是我們的靈魂和核心，離開了祂便

一無所能，好像以馬忤斯二位門徒般灰心喪志(路

24:20-22)，甚至在惶恐中生活(約 20:19)。      

上帝為向人展示祂的慈愛，差遣祂的獨生子降生成

人，「衪本來富足，卻為了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衪的貧窮，可以成為

富足。」(林後 8:9)上帝的偉大，同時也在於祂的謙遜：自永遠生於聖父

懷中的至高聖言，為我們空虛了自己。祂愛我們愛到底，捨身流血被釘在

十字架上，又以祂的聖體寶血餵養我們的身體和靈魂。若說洗禮是信徒在

教會內共融的門和基礎，聖餐就是整個基督徒信仰生活的泉源和高峰，因

為在聖餐崇拜中我們領受祂的聖體寶血，表達我們在基督內共融團結的理

想。 

  在聖餐崇拜開始的時候，主禮以「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上帝的慈愛，

聖神的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後 13:13)向信徒請安，表達出我

們是一個活在三一上帝內共融的團體，即效法父愛子、子愛父、父子互愛

共發聖靈的親密團契。在聖三一內的共融，亦延伸至信徒團體中，每次在

誦念認罪文，在為整個世界的需要祈禱時，以及在聖餐禮儀中，禱告及紀

念諸聖先賢，都充分表達出「聖徒相徒」的信仰。 

  同樣，在領受基督的聖體寶血時，也表示我們在基督內共融團結，我

們該作相稱的準備，迎接至高至尊的耶穌君王到我們心中。請聽使徒聖保

共融教會．永生之糧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1/06/blog-post_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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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的勸勉：「我們所祝福的杯，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血嗎？我們所擘開的餅，

豈不是同領基督的身體嗎？我們雖多，仍是一個餅、一個身體。因為我們

都是分受這一個餅。」(林前 10:16-17)原來，我們能夠領受祂的體血是

出於上帝的恩賜，祂願意我們在基督內合而為一，為建設團體的合一而彼

此交付和奉獻。教宗本篤十六世在今年的基督聖體聖血節彌撒講道中指

出：「聖體使人與耶穌同化，跟隨基督的腳步，讓人能為他人奉獻自己。

聖體是使人類大家庭合一的工具。……當我們在聖體內與基督結合，我們

同時也對他人開放。聖體讓我們成為他人當中的一員。使我們不再分裂，

在祂內成為一體。」 

  所以，領受基督的體血，我們不再獨善其身，而

是主動和其他弟兄姊妹分享上帝的愛。德蘭修女曾說

過：「我們所作的一切，都是在祈禱和感恩祭中與耶

穌基督結合而結出的果實。因著這份與基督的結合，

使我們可以有力量服侍垂死者、棄嬰、痲瘋病患者、

及其他人。因此，每天傍晚時我們都會朝拜聖體。」 

  崇拜禮成，主禮給信徒的降福及差遣，如：「努力傳揚福音」或「你

們要奉基督的名勇往直前」，這是每個信徒的使命，如同聖詩所唱：「祈

賜我心志堅，內心充滿熱誠；將基督精神全實踐，為真理作見證。」所以，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必須亦步亦趨「穿上基督」，讓耶穌基督完全滲透我

們的思想、言行、生活中。 

(*備註；轉載自以下網誌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 

 

The current issue of “Tidings” begins to circulated today- the third Sunday after 
Pentecost. The season of Pentecost (also known as the Ordinary Time or Trinity 
Season) is the last and longest season of the Liturgical year. The essence of this 
Season is to call us to continue our Lord’s mission on earth- through the fellowship of 
the Holy Spirit, through living the life of Christ. We all know that God the Holy Spirit 
has a special place in our faith and mission; however, we tend to be less familiar with 
God the Holy Spirit than God the Father and God the Son. So, let us take a closer look 
at the faith of the Holy Spirit.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are enumerated in prophet Isaiah “The spirit of the Lord 
shall rest on him, the spirit of wisdom and understanding, the spirit of counsel and 
might, the spirit of knowledge and the fear of the Lord. His delight shall be in the 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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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the Lord. He shall not judge by what his eyes see, or decide by what his ears hear; 
(Isaiah 11:2-3). They are present in their fullness in Jesus Christ. So, in Jesus Christ, 
we can see the seven aspects of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the gift of Wisdom,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the gift of Counsel, the gift of Fortitude, the gift of Knowledge, the 
gift of Piety and the gift of Fear of the Lord. 
 
1. The gift of Wisdom is a gift of vision. This gift lifts us up from seeing our world with 
secular consideration. This gift helps us to see things differently and to make 
decisions with an altitude of the heaven. For example, in our world, a debtor has an 
undisputable obligation to repay his debt, but the eighteenth chapter of Matthew has a 
different view. There is a slave who demands his friend to repay his debt- few 
thousand dollars. His friend cannot repay and begged for mercy and tolerance, the 
slave refused and put him in prison until he would pay the debt. Then the lord of the 
slave is upset and in turn put the slave in prison until he can repay his debt- for the 
lord has forgiven the slave million dollars of debt because he pleaded for mercy. By 
world’s standard, that’s nothing wrong to ask for repaying a debt. However, mercy and 
tolerance is a super standard that belongs to the eternity. Our Lord asks the children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to treat our neigbours with altitude of the heaven: “Should 
you not have had mercy on your fellow slave, as I had mercy on you?...So my 
heavenly Father will also do to every one of you, if you do not forgive your brother or 
sister from your heart."(Matthew 18:33,35). We are weak, how can we achieve that? 
Yes, we can, by the help of the wisdom of the Spirit. 
 
2.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is a gift of reasoning. This gift helps us to strengthen our 
relationship with God through discriminating the false from true, the bad from good, 
and the wrongs from rights. Our Lord was once been questioned why his disciples ate 
without washing their hands according to the rules. Jesus replied, “there is nothing 
outside a person that by going in can defile, but the things that come out are what 
defile…For it is from within, from the human heart, that evil intentions come: 
fornication, theft, murder, adultery, avarice, wickedness, deceit, licentiousness, envy, 
slander, pride, folly.” (Mark 7:15, 21, 22) Our Lord wants us to be able to prioritize 
what is primary and what is secondary; what is good and what is bad. Tradition is 
important because it is a valuable asset to us, but a clean heart is even more 
important than tradition. Jesus is adamant about that so he warns his listeners: "Let 
anyone with ears to hear listen!"(Mark 4:9). In our spiritual life, we are always stupid 
(though we think we are wise). We always fail to gain the spiritual insight, fail to 
apprehend the truth through humble observation. But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is there 
to guide us and sanctify us. (to be continued next issue) 
 
Bless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