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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懷著喜樂感恩的心歡迎馬越、柴峰在基督君王主日(本堂感恩主日)領洗，成為基督奧妙身體中的肢體，我們聖加百利堂的成員，壯大了我們的信仰團體。願主恩澤他們，讓他們在人面前為鹽為光，以他們的生命吸引更多人前來歸主，榮耀上帝。 聖誕節快到了，我們正在盼待著；而這段時期教會稱之為降臨期。降臨期有四個主日，它主要的精神是期望和準備。這種精神可以追溯到遠古的以色列人，當他們還在埃及作奴隸的時候，法老王壓迫他們，他們苦不堪言，他們哀求，期待上帝解救他們。後來以色列人又屢屢成為亡國奴，於是他們又不斷向上帝呼求，渴望得解放。漸漸地，以色列人就生出一種盼望，就是上帝會差遣一位受膏者，即彌賽亞降臨，用真理與正義統治這世界和一切受造物。起初，這盼望似乎是有些渺茫的，後來他們就堅信，必有一位彌賽亞來拯救上帝的選民以色列人。 這一天他們稱為“耶和華日子”，就是以色列人所渴望，惡人得罰，善人得賞的日子。但那日子臨到時，上帝不只審判惡人，也會審判上帝的子民。正如阿摩司先知曾警告說：“想望耶和華日子來到的有禍了！你們為何想望耶和華的日子呢？那日黑暗沒有光明，”(阿摩司書 5:18)。所以，我們在期待那日子來臨時，亦須同時為這日子懺悔儆醒。 現在我們再聽不到奴隸的呼喊聲；但時下卻有數以百萬計的青年呼喊著要就業。據經濟學人的統計，整個歐元區的平均青年失業率達 21.2％：西班牙是驚人的 48％，希臘是 43.5%，意大利是 29％；而美國 25歲以下的失業率是 18％的。這都是一些可悲的數字，這些數字意味著他們將要虛度青春。因為沒有就業機會，他們將來的餘生就不能因青春時所累積的經驗而增值。他們是無辜的，也是無能為力的。他們都是時下制度的受害者。我們的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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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系一定出了什麼問題；我們的處世原則一定出了什麼偏差；我們的政治議程一定出了什麼毛病…在此，我們可以至少找出兩個主要元兇：貪婪和揮霍。如果耶和華日子來到時，恐怕我們也要承擔部份“罪名”，因為我們都可能是共犯。 雖然我們不知道怎樣解決這些大問題，但我們確信，上帝不會放棄我們的青年。我們誠願我們的青年人因此得希望與安慰。將來總有一天，主會為世界帶來正義與和平；這盼望不是空言，它必定會實現，因為上帝的慈愛和公義最後必一統世界。 降臨期當然也告訴我們，為救主第一次來臨而好好作屬靈準備。聖誕節是快樂的節日，大多數人都喜歡它。不僅如此，由於聖誕節在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間，都可以對經濟產生刺激，搞活經濟。所以，聖誕節不單是一個普世慶節，世界上很多國家，包括那些基督徒人口只佔小數的國家，都把聖誕節定為法定公眾假期，這些國家如印度尼西亞，巴基斯坦，黎巴嫩等。 既然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可以分享聖誕節的喜悅，我們不妨努力，使我們也可彼此共享這將臨期的精神。讓我們藉此機會審視我們的失誤和共同努力解決問題，使我們更可以因真誠地迎接在馬槽中降生，將來要審判惡人及平反無辜者的救主，而一同多蒙恩典？願上帝祝佑你們聖誕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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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感恩節剛過去，我們懷着無比感恩之心情向天父祈禱，願普天下百姓敬 畏祢。感謝祢，頌讚祢。願  賜平安的神、從死裡復活的神，在各樣善事上，成全我們，叫我們能遵行祢的旨意，又藉着耶稣基督在我們心裡，行祢所喜悦的事。 2、 為世界和平禱告: 希望埃及局勢可以早日回復穩定，阿拉伯地區其他國家的革命事業，都能以和平方式取得最後的勝利，不會再有武力鎮壓的事件。求主垂憐所有為公義、民主、自由而犧牲的烈士，並照顧那些因正義和公平而被囚的人士。 願和平、公正、平等、自由、慈愛的國度，真正降到人間! 3、 歐債危機使全球一再面臨經濟災難，讓我們同心為美國和世界各國的經濟體系禱告。求主遏阻金融業中貪婪不義者的惡行！揭露他們的罪咎，叫他們速速回轉，以求饒恕。求主興起公義的、有實效的、合主用的世界領導人，賜他們理順世界經濟的能力。但願合乎聖經真理的經濟結構能夠建立起來。 4、 為中國的兒童禱告：求上主的恩典、慈愛臨到他們身上，特別是廣大農民和工人的子女們。他們的父母離鄉背井，終日辛勞，為中國和世界的經濟貢獻已力。求主感化所有工廠僱主，叫他們善待勞工，讓勞工得到公平酬報與友愛的待遇；地方政府也要妥善和平等照顧各階層人民的子女，清除一切剝削、欺凌、損害兒童的律例、制度和惡行，使兒童們能健康成長。  5、 為本堂主日學祈禱：祈求出席主日學的學生們，都能認識和體會主的道理，在屬靈生活上有實際的進益。又求主幫助那些未能夠到來參加主日學的弟兄姊妹，但願他們日後能夠解決困難、克勝阻力，來到聖加百利堂參加主日學課程。 （Pui yu Wong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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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lare歐以恩 12月 1 日 CHOY, Darren 蔡澧業 12月 24 日 YIP, Pui Yu Wong 葉王佩如 12月 4 日 JIANG Shiming 江施敏  12月 25 日Tsia Katherine 蔡宜君 12月 5 日 KUO, Eric 郭裕立 12月 25 日LAI, Jimmy黎志明 12月 6 日 WANG, Ziyi王梓伊 12月 25 日CHOY, Denial 蔡德良 12月 8 日 CHENG, Wai Ching 12月 26 日KUO, Andrew 郭裕中 12月 10 日 YI, Qi 易琪 12月 28 日KWAN, Andy 關啟翔 12月 10 日 WAI, Pauli 韋建心 12月 31 日MISATO, Daniel小泉榮龍 12月 19 日 LOO, Sze Kai羅思凱 農曆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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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Tidings 
 Back with Tidings again! I’m sure many of you have wondered 

where my article was at last week. With midterms and finals coming up, 

we have all been extremely busy. That meant no tidings last month, no 

fellowship. 

 Because we haven’t met for a month and a half, we decided to get 

together once again this November to have our own little “Thanksgiving” 

at William’s house. As we resume with fellowship, we decided it’d be a 

good idea to take a look at the book of Romans once again. We looked at 

Romans 8: 1-17. Paul talked about God’s great kindness and all that he 

has done for us. Our study guide asked us, “What has God done?” Verse 3 

says, “For what the law was powerless to do in that it was weakened by 

the sinful nature, God did by sending his own Son in the likeness of sinful 

man to be a sin offering.” God sacrificed his own son in place of our sins 

and gave us all life. Our study guide also asked up, “Where and how have 

you seen God’s kindness?” Everyone has a different answer, but shouldn’t 

the simple answer of life be enough?  I certainly think so. 

 As you’re reading this, it is already December. Thanksgiving just 

passed and we’re on our way onto Christmas. That also means that for us 

students, finals! We’ll be 

extremely busy these coming 

weeks, but we will definitely 

be continuing fellowships this 

month! How am I so sure? 

That’s for all of you to find 

out Christmas Eve! I wish 

everyone here a happy and 

blessed holiday seas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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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這兩字是沒有時間限制的，一日之中，你可用十次或一百次。它也沒有國界之分，任何人都可以用它，不須任何費用，是 Free 的。當今所有文明國家，每年都有慶祝感恩節，藉以鼓勵國人常存感恩之心，所不同的是在不同的日子和以不同方式來舉行。記得以前有個有趣的故事：一位七八歲的華裔女孩，在星期日的早上，當她幫媽媽掃地洗衫完後，便站在那裡等候媽媽來向她道謝。誰知她的媽媽若無其事的轉身走向屋去。女孩子見狀便上前向她的媽媽說：“Mom，我的老師教我們，凡是人家幫你做事或 do you a favor，你一定要多謝人家。為甚麼你沒有向我說 Thank you呢？”這位媽媽以為子女替父母做事，是天公地道的，用不著多謝；但在美國，不管你是誰，Thank you是必需的。 在聖經裡頭，有一個類似的故事。話說：“耶穌往耶路撒冷去，經過撒馬利亞和加利利，進入一個村子，有十個長大痳瘋的迎面而來，遠遠的站著，高聲說：夫子，可憐我們罷！耶穌看見，就對他們說：你們去把身體給祭師看。他們去的時候，就潔淨了。內中有一個見自己經好了，就回來大聲歸榮耀與上帝，又俯伏在耶穌腳前，感謝祂。這人是撒馬利亞人，耶穌說：潔淨的不是十個麼？那九個在哪裡呢！”(路 17：11-17) 這兩個故事，從字裡行間看來，可以說是大同小異；所不同的是後者故事的主角，不是普通的平民，祂是我們上帝的獨生子，也是我們的救世主。當祂問及“潔淨的不是十個麼？那九個在哪裡呢！”我絕對相信主耶穌不會像那個女孩子那樣等著她的媽媽給她應得的 Thank you。照聖經的記載，祂常喜歡用祂的大能去幫助或醫治那些連感謝都不對祂說的人，祂是從不施恩望報的；不過祂還是教訓我們凡事要謝恩，且要常存感謝之心。 再說，主耶穌問起那九個瘋人在哪裡。祂這樣問實不為奇，這也是人之常情。假如某人救了十個受難者，只有一人向祂道謝，其他九個一聲多謝也沒有，而且不辭而別，相信任何人都會這樣問的。既然祂不是要他們向祂道謝，那麼，可能祂另有用意未定，恕在此暫不去追查。 跟著故事的記載，相信大部份的讀者都會斷定那九個沒有回來道謝的是稱為忘恩負義之徒。我覺得他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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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判斷似乎過於太早，說不定那時那九個瘋人有不可告人的隱痛或理由，未克向主耶穌道謝。然而，不管他們的理由是甚麼，但他們連一句多謝都沒有就轉身走了，這種行為舉動實是情不可原的。這裡使我想起當今社會仍有不少像他們“有恩不報”的人，還有各式各樣的人，如“口是心非”及“假冒為善”等人；故此與人交往，務要小心提防辨別。俗語有說“一樣米養一百樣人！”又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面的不同，尚可用眼來分辨；但心的不同，那就難看得出。                感謝是人與人之間美好的品德，情誼上的善舉，況且人生在世，一刻不能離群獨自生存，無論你是富有或貧窮，人總是要互相靠賴，互相扶持才可生活下去。假如我們能夠對人常存感謝之心，在交往的情誼上，就能夠建立密切的友愛關係，常保互助的氣氛。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們不一定等到受了人家的恩惠才去感謝，或得到上帝的幫助，才獻上你的感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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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單獨以自己蒙恩而感謝上帝，他見腓立比人蒙恩，他也代他們感謝上帝。有時在電視看到戰亂、暴動和天災等情景，我感到身在美國，享受著自由康樂的生活，感謝我的上帝；我又感謝祂，我每天晨早醒來，仍有能力開車去工作。每逢見到我的兒女、親友在他們的工作上、事業上，日有長進，我為他們向上帝獻上我的感謝。一位詩人說得好：“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詩 50：23) 各位，我知道你們每主日都來聖堂守禮拜，除聽講道、讀經、唱詩及守聖餐外，你們有無因主耶穌基督賜給你們日常一切大小的恩惠而獻上感謝呢？一個虔誠的基督徒，凡事要感恩，像那撒馬利亞人那樣；不然，即使你們每日來堂，恐怕祂也會同樣詢問：“你們在哪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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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是什么？我们苦苦追寻。从平淡中寻找温暖，从失败中经历成长，从失意中收获真诚……也许生活就是这个寻寻觅觅的过程。我们在生活里收获到太多的感动，当我们用最真挚的双手把它们怀抱胸前时，才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因为神爱我们。我们在神的羽翼下生活和工作，欢笑着成长，他是神圣的，他是无私的，他给予我们一切，给我们最好的爱。所以，我们真该认认真真地生活，怀着感恩的心来品味所有，来敬拜上帝。是我们的神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我们，也许我们不能一一回报，但是我们必须时刻怀着感恩的心，对所有的这一切心存感激。 2011 年 11月 27日，感恩节后第一个主日的国语查经活动，李大为牧师带领我们一同回顾在过去一年中神对我们的眷顾，好让我们在神的家中对上帝献上我们的感恩。 赵蔚藩老弟兄回顾一生，看尽人间百态，不论晴空还是迷雾，天父都会为他悄悄指引前方的路，借着神的指引，得到一生的启示； 雁萍姐细数经历，耶稣基督为她打开了一扇通往美国的窗，借着这扇窗，可以沐浴阳光，可以仰望星空，可以像天使一样展开翅膀自由飞翔； 刘志辉弟兄感恩失败，他从面谈失败的痛苦中觉醒，并深深领悟，不论是高山或低谷，都要紧紧追随神的左右； 南聪颖姊妹感恩疾病，天父的爱令她从咳喘中奇迹康复，天父的爱为她驱逐了一切黑暗，天父的爱是最美的天堂； 福音的种子从小埋藏在心底，嘉峰,马乐夫妻回顾过去神对自己的祝福，受到的恩惠满满，上帝拣选他们成为夫妻，一路走来都沐浴在神温暖的目光中； 从磨难中感悟到恩赐真谛，神给了陈祥龙弟兄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和再次拼搏的勇气，让他在不断的挫折中汲取能量，慢慢成长，走向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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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神，靠近神，刘晓丹姊妹开始走在神的大道上，她的灵魂在唱诗中得到救赎，神的包容融化了晓丹心灵上的忧伤，紧紧地抓住感动放在心间； 神的爱是伟大的臂膀，带着李大为牧师走向坚强，岳母安详的离去，母亲被神接到天堂，夫人也因神的祝福在逐渐康复，神的光芒照亮李大为牧师脚下的路，神的慈爱永远在他身旁。 神让我们失去，是为了教我们懂得珍惜； 神让我们摔倒，是为了强化我们的双腿； 神让我们失败，是为了让我们学会坚强； 神让我们受骗，是为了增长我们的智慧； 神让我们受委屈，是为了砥砺我们的人格； 神让我们受打击，是为了正视我们的缺点； 学会感恩，学会理解爱、给予爱，学会爱人如己，学会用宽阔的胸襟包容一切。我们不能摒弃这样一种包含真善美的情怀，就像上帝无法抛弃我们一样。正因为我们学会了感恩，才会发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有多么伟大，正因为我们用感恩的心去面对一切，我们才知道神爱我们的意义。 
        在这个感恩的季节，让我们来数算神的恩典。 神在这一年里真

的是给予了我很多的祝福。         来美国之前，去大使馆签证。在使馆门口，我就向主祷告，希望主能够保守看顾。主真的回应了我，让我成功拿到赴美的签证。        来到洛杉矶以后，我来到了圣公会圣加百利堂，遇到了卢牧师、李牧师，以及保罗大哥。他们在我属灵的道路上给予了很好的引导，让我的灵命得以成长。这对我来说是极其重要的。我们每周日上午一起查经，这也让我对圣经知识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我知道，在这段时间里遇到的所有人都是主的安排，都是主赐下的恩典。         我要喜乐地走在主所安排的道路上，大声地开口称颂主，高唱着哈利路亚赞美主，感谢主所赐予我们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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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間著名的學校，在畢業典禮的時候，校長跟全體畢業生說了一個故事，他說：有一個製作鉛筆的師傅，把一枝鉛筆裝進鉛筆盒裡。他對鉛筆說：「在我把你送到世界上之前，有五件事你要記住，這會使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鉛筆！」    「第一，你可以做出很多偉大的事，可是先決條件是：你要讓你自己被握在某個人的手裡。     第二，在削鉛筆的時候，你常常要經歷許多痛苦。但這是必要的！這會讓你變成一枝更好的鉛筆。     第三，你發現寫錯或畫錯時，都可以擦掉重作，你可以隨時修正所犯的錯誤。     第四，你最重要的部份，就是裡面的筆心。     第五，不管在任何的材質上，你都要留下你的筆跡。不論在任何情況下，你都要畫出你的痕跡。」        這枝鉛筆明白了師傅的叮嚀，於是上路到世界上來。    校長繼續說：「現在，把這枝鉛筆換成你們自己！我也要你們記住五件重要的事，希望你們變成社會上最有用的好人。」    「第一，永遠讓自己被握在上帝的手裡。你們的才能是上帝所賜的，唯有順主的旨意而行，你們才能成功。」    「第二，你們會經歷各樣的困難及痛苦，但那會使你們更壯！」    「第三，你們要隨時修正所犯的錯誤。」    「第四，記住！人最重要的部分永遠是內心。」    「第五，不管走到哪裡，你們都要負責任地留下足跡。也就是說，無論任何狀況，你們都要謹守自己的責任。」    校長說：「謹記這五件事，我才放心將你們送出校門，送到社會上去。」       看完這篇文章之後看完這篇文章之後看完這篇文章之後看完這篇文章之後，，，，我覺得這我覺得這我覺得這我覺得這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也就是上帝把我們送到這世上來時所上帝把我們送到這世上來時所上帝把我們送到這世上來時所上帝把我們送到這世上來時所作作作作的叮囑的叮囑的叮囑的叮囑。。。。我們一定要好好掌握這五個成功人生的要我們一定要好好掌握這五個成功人生的要我們一定要好好掌握這五個成功人生的要我們一定要好好掌握這五個成功人生的要訣訣訣訣，，，，把自己永遠交託給把自己永遠交託給把自己永遠交託給把自己永遠交託給上帝上帝上帝上帝。。。。希望從現在起大家也能下定決心希望從現在起大家也能下定決心希望從現在起大家也能下定決心希望從現在起大家也能下定決心，，，，朝這五個要朝這五個要朝這五個要朝這五個要旨旨旨旨前進前進前進前進，，，，相信絕對受相信絕對受相信絕對受相信絕對受用用用用無窮無窮無窮無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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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依納依納依納爵爵爵爵    

                                
      一天夜裏，當方濟睡覺的時候，耶穌向他說話，問他將要往何處去，方濟答覆說要往亞普里去。耶穌問方濟：「誰能更妥善地照顧你，是僕人或是主人？」方濟回答說：「是主人。」耶穌又問他說：「那麼，你為什麼放棄主人而追隨僕人呢？」方濟回答說：「主，你要我做什麼？」   「主，你要我做什麼？」是每個跟隨耶穌基督的人，每天都該問的問題。《聖依納爵神操》第 95 號：「我們羨慕世間君王的號召，現在永生之王──耶穌基督邀請全世界的人跟隨祂，更應該如何呢？祂向每一個人說：『我的志願是征服全世界，征服所有的仇敵，然後進入我父的光榮。誰願意跟隨我，該同我一起勞苦工作，將來也要同我一起享受光榮。』」   為我來說，「勞苦」就是隨時準備好和耶穌基督去面對一切誤解、困難和死亡，是一條十字架的路。勞苦是不求自己的益處與光榮，只願默默耕耘，甘心做耶穌的同伴，度著和耶穌基督一樣的生活：「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人子卻沒有枕頭的地方。」(太 8:20)不僅如此，耶穌更進一步邀請我們：「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可 8:34-35)   多年前剛進修院時，我在圖書館的書架上看到一本書：《西伯利亞的沉思》，書的名稱普通，封面設計也不甚美觀。但當我慢慢閱讀時，透過作者的經歷，如親歷其境般帶領我進入他的內心世界。作者西茲截克(Walter Ciszek)神父年輕時入耶穌會修道。他嚮應了教宗庇護十一世的號召，充滿熱火，決心前往蘇聯傳教。經過幾番波折，終於來到了蘇聯。但當他一進入蘇聯旋即被捕，前後在鐵窗和勞工營中度過了二十三年的漫長歲月。西茲截克神父在二十三年艱難歲月中，以對上主的完全信賴，將信仰的真理在具體的生活和境遇中實踐出來。他憑藉著將信仰真理落實於具體的生活中，在實際的遭遇中去尋求並承行上主的旨意。   「我要完全向天主的聖意開放，聆聽祂的聲音，不要攙雜自己的想法，這就是我要求天主引導的祈禱。立刻，平安與喜樂如潮水般的湧上心頭，對於天主的那種單純與直接的信心也恢復了，我立刻知道我該做什麼，當時我才體到……天主的旨意可以從精神本身所產生的果實來分辨，如果我們能夠完全對天主開放，而不基於我們自己的願望，那麼靈魂的平安與喜樂是兩個這樣的記號。」對於一個囚禁在監獄中，沒有刑期的階下囚來說，承行上主的旨意真是談何容易，當然西茲截克神父並不是一開始就悟出這個道理。他曾經以為很快便會獲得釋放，重獲自由，不過隨著時間的流逝，他開始感到焦急，信心動搖，想放棄、投降，尤其是他面對當局對他進行無止境的審訊和拷問，給他帶來身、心、靈上的折磨，他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   作者開始學習淨化其祈禱的方式：獻上個人的痛苦，一心尋求上主的國及其義德，祂對作者和全人類的旨意。「我們必須學習用天主的眼光去看我們每天的生活，以及每天跨越在我們道路上的每一件事物，學習了解祂對於一切人、

主，你要我做什麼？主，你要我做什麼？主，你要我做什麼？主，你要我做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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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事物的責任，承認祂之所以使我們與這件事物或這些人發生關係是有其目的與用意的，而且不斷努力實行祂的聖意，就是每天每一刻祂所給我們安排的每一種情況。」   當我看到作者面對無休止的審訊、死亡的威脅與恐懼，差點作出錯誤的決定時，也許我看得太投入，氣得把書扔在地上，心裏暗罵作者是懦夫。話還未出口，我想到了彼得的遭遇，他曾在耶穌前堅決地説：「我就是必須和你同死，也總不能不認你。」(可 14:31)結果彼得在當晚便三次背主。那一刻，我對作者心中那份羞恥和罪惡感感同身受。   當我面對誘惑，總以為憑個人的力量和意志便可應付得來，誰知道這正是每次跌倒的因由。面對著試探時，我為我的優柔寡斷感到慚愧，每次都反問自己：「為什麼我就不能站起來說勇敢說不？」作者在書中提到「自我」如何影響他，甚至在祈禱中，使他以自己的旨意取代上主的旨意，「我們總是期待天主接受我們所了解的，祂的聖意應該如何如何並且幫助我們完成它，而從不學習祂每天為我們擺設的實際情況中去看出，去接受祂的聖意。」因此，作者說：「自我意識的程度愈強，我們就必須以更徹底的謙遜來淨化自己。」   吾主耶穌在山園中祈禱與所經歷的痛苦給我一份安慰，就是祂每次面對天父的旨意，都以完全的委順與服從的行動作結束，「不要照我的意願，而要照你的意願。」這不僅只是符合上主的意願而已，而是完全地自我臣服，排除一切人性方面的恐懼，以及祂對於自己忍受痛苦能力的猜疑，和任何一點帶有疑惑的自我。這是耶穌基督死於復活的逾越奧蹟，是每一個基督徒皈依的經驗。「每天，對我而言應該不只一個有待我去克服的障礙，一段必須堅忍捱過的時間，或勉強繼續下去的幾個小時而已。為我，每一天都是來自天主的新創造，使我有機會能繼續充滿活力去實行祂的旨意；每一天應該成為把我一切的遭遇奉獻給天主，再一次把自己完全委身於祂的良辰美景。」願作者的這份體悟，也成為我們每天獻給上主的禮物。  (下載自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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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仔飯，是廣東飲食文化的瑰寶，集菜肴和米飯於一體，美味與米香絕妙的溶合，聞之垂涎三尺，吃之讚不絕口。 在廣東、港澳地區的飲食場所，隨處可見煲仔飯，大排檔、小食店有之，茶樓、酒店有之，不少星級高雅之堂也有之，煲仔飯的專門食店更是星羅棋佈於城鎮鄉村。隨著粵菜的遠揚，不但中國各地有其蹤跡，更傳揚到世界各地。很多華人（特別是廣東人）家中都備有瓦煲（陶土煲），自己動手煲煲仔飯是經常事。 煲仔飯的用料廣泛、製作簡便快捷，十分適合家庭廚房操作，這也是受到人們歡迎的原因之一。煲仔飯多種多樣，例如：臘味飯、田雞飯、滑雞飯、鹹雞飯、鹹魚肉片飯、排骨飯、黃鱔飯、窩蛋牛肉飯、鵪鶉飯……。 製作可分為三部分：（1）菜肴的準備與前期製作：將用來煲飯的菜肴原料進行洗、切、醃、拌、調味。（2）備米：將洗淨的米放入瓦煲裡，注入適量的水，放置十分鐘以上。（3）煲飯：先點火煮飯，待飯滾至水幹，放入菜肴，繼續燒至飯底開始起焦，調至小火焗飯，至菜肴熟透，飯熟透並有飯焦。煲仔飯即成。以 上三點，只是針對一般情況而言，具體到某個時，其做法或會有一些差別。 下期，將同各位介紹幾款煲仔飯，以供參考。 

First of all, let us welcome with joy and thankfulness to God for Yue Ma and 

Feng Chai who were baptized on the feast of Christ the King (our Thanksgiving Sunday). 

Now they are members of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and members of the parish of St 

Gabriel’s. Our congregation is strengthened by their presence. May their lives be 

blessed with Christ’s loving grace. May they be the salt and light in this world so that 

more people can be attracted to Christ, glorifying God.       
 

Christmas is approaching, and we are now in the season of Advent. Advent has 

four Sundays, and it is a time marked by a spirit of expectation and preparation. This 

spirit can be traced back to the ancient Israelites when they were slaves in Egypt. They 

cried out from their bitter oppression, they yearned for deliverance from the tyrann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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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araoh. Later on, Israelites repeatedly lost their countries, and they kept on crying for 

God’s deliverance. It then turned to a hope, however faint at times, that God would send 

an anointed one, the Messiah, to rule with truth and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over His 

people and in His creation, bringing peace and justice and righteousness to the world. 
 

As they longed for “Day of the Lord”, where God will come and set the world right 

by punishing the wicked and rewarding the faithful! Yet, God does not judge the sins of 

the corrupted alone, but also the sins of God’s people. As prophet Amos warned: “Woe 

unto you that desire the day of the Lord! to what end is it for you? the day of the Lord is 

darkness, and not light.” Amos 5:18. So, we’ve got to be vigilant on ourselves, to repent 

for our sins. 
 

The crying of the slaves to God for deliverance is no longer there in the modern 

world;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millions of youths around the world crying for working 

opportunities. According to the statistics of the Economists, the youth-unemployment 

rate across the Euro-zone stands at 21.2%; and it is a staggering 48% in Spain, and 

43.5% in Greece, 29% in Italy. And in America, just over 18% of under-25s are jobless. 

These are sad figures. Without jobs, their youth years will be misspent, and will no 

longer be a valuable asset for the rest of their lives. They are innocent and powerless. 

They are victims of our secular system.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economic system.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principles. There must be 

something wrong with our political agenda... We can at least identify two of the main 

culprits- greed and overspending. If our Lord is coming to pass the judgment, we have 

to face these “charges”, for we may be liable to these charges too. 
 

Another theme of Advent is our spiritual preparation for Christmas, our Lord’s first 

coming. Christmas is joyous, most people love it. Moreover, since Christmas involves 

heightened economic activity among both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 which resulted 

in the economic growth in many regions of the world. So, Christmas Day is now 

celebrated as a major festival and public holiday in man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ountries whose populations are mostly non-Christian, e.g. Indonesia, 

Pakistan, Lebanon etc.  
 

Since both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 can share the joy of Christmas. Shall 

we not endeavor to share the spirit of the season of Advent? Shall we not take the 

chance to examine our failures and work together to address the problems, so that we 

can be blessed by welcoming the Lord who was once born in the manger and will come 

to judge the wicked and vindicate the innocents? May God bless you with a merry 

Christma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