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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齋期開始了，我們與 18 位在上主日領受堅信禮的兄姊一同踏上這屬靈之

旅。我們誠摯歡迎他們加入聖公會的大家庭，藉此也重溫聖靈賜予我們的

恩典。在堅信禮中，我們領受了聖靈的七樣恩賜：1 智慧的恩賜；2 聰明的

恩賜；3 謀略的恩賜；4 剛毅的恩賜；5 知識的恩賜；6 虔誠的恩賜；7 敬

畏耶和華的恩賜。（以賽亞書 11:2-3）。 
 

1 智慧的恩賜。它是指一種判斷世事的高度，一種屬靈的高見，是以屬天

的高度來審視世情；比如耶穌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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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8:35)這句話若以屬世

的尺度來看是荒唐的，因為命都沒有了，何來救自己呢？但藉著智慧的恩

賜來了解這教導，我們就可以睜開屬靈的眼睛，在萬事上得見主的美意。 
 

2 聰明的恩賜。它是幫助我們盡可能抓住信仰真理的恩賜。基督徒為之基

督徒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為基督、與基督一同受苦。耶穌說：「若有人要

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馬可福音 8:34)如果我

們能夠持守這個道理，就有屬靈的聰明，我們的生活無論有幾多起伏，都

可以在主的真理中得到新的體會。 
 

3 謀略的恩賜。它幫助我們在左右為難時作出正確的，榮耀上帝的選擇。

當耶穌要走上十字架的路時，彼得就拉著他，勸他，叫耶穌不要選擇去犧

牲。然而耶穌卻要作榮耀上帝的選擇，所以他就「…責備彼得說：『撒但，

退我後邊去吧！因為你不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馬可福

音 8:33)。在日常生活中，當我們遭遇忘恩負義，背信棄義，或尖酸刻薄的

時候，我們的自然反應就是以牙還牙。但謀略的恩賜卻可以幫助我們作出

榮耀上帝的選擇，使我們在被人忘恩、背信或虧待時，不失豁達平和之心；

在被人冒犯時，不復介懷，更不冒犯人。 
 

4 剛毅的恩賜。它是幫助我們克服信仰實踐上的障礙和困難的恩賜。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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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知道第四誡命要求我們當記念安息日、守為聖日；守為聖日即將該日分

別出來被上帝所用。但我們日常生活中有數不清的瑣碎雜事，說不盡的苦

衷，叫我們將該日分別出來為己所用，把主日崇拜放在一旁，於是，「有

時間才去禮拜堂」。同樣，「有興趣才去服侍教會」，「有餘錢才去捐獻」也

是如出一轍的。這些信仰上的障礙和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我們若願意接受

剛毅恩賜的幫助，我們定可以在困難前不退縮。  
 

5 知識的恩賜。它是我們信仰上的南針，向我們指出應當遵循的正路和應

當避開的歧路。耶穌說：「…把我和我的道當作可恥的，人子在他父的榮

耀裏，同聖天使降臨的時候，也要把那人當作可恥的。」(馬可福音 8:38)。

我們有些時候不方便給人認出是基督徒，因為我們走了歧路，因為我們「不

體貼上帝的意思，只體貼人的意思。」(馬可福音 8:33)。我們若願意接受知

識恩賜的幫助，我們定可以心清意潔，無偽無懼，不損一己坦然自若的喜樂。 
 

6 虔誠的恩賜。它是激勵我們體貼孝敬上帝的恩賜，讓我們件件聖工都樂

做。基督徒做事有一個很明確的標準：「無論做甚麼，都要從心裡做，像是給

主做的，不是給人做的」（歌羅西書 3:23）。但因為人的軟弱，現實卻剛剛相

反，我們很多時做事「是給人做的，不是給主做的。」我們要祈求虔誠的恩

賜，擺脫軟弱，使我們能夠自己在職守上不苟且，嘗到侍主侍人的喜樂。 
 

7 敬畏耶和華的恩賜。敬畏耶和華不只是智慧的開端，它本身更是一種力量。

本堂最近受洗的嘉麟姊妹作見證：在她桀驁不馴的年日裡，她傷透了母親的

心，她母親在窮盡一切辦法後，跑到城外的寺廟，跪在冰冷的石階上，為她用

膝蓋拾級而上，一共爬了 1008 個臺階！她母親對神明的敬畏感動了她，改變

了她。（本刊第 13 頁）。我呼籲我們聖加百利堂的兄妹，珍重敬畏耶和華的恩賜，

使我們的聖堂能真正成為敬畏主、崇拜主的地方。讓這敬畏主的力量發揮出

令人意想不到的影響。我們不妨從最簡單的兩件事做起：首先，為了上帝的榮

耀，我們進堂後放棄與世界溝通，關閉手機；另外，在崇拜前用 5 分鐘安頓自

己，準備讚美上帝。或許這已是許多人多年的陋習，一時間很難糾正；但我們

不妨接受敬畏耶和華的恩賜的幫助，先在大齋期內堅持六週，看看怎樣。 
 

前幾天我有一個小驚喜，與大家分享。我無意在抽屜裡發現一件被冷落了

的小禮物，擱在一角。我拆開來一看，原來是個鑰匙環，正是我當時需要

的。同樣，我們多年前已領受了聖洗禮或堅信禮，我們可能已把聖靈的各

樣恩賜塵封起來，在這大齋期，讓我們都來拆開禮物紙，賞識聖靈給我們

的禮物。願我們一起在大齋期的鍛鍊中，更新靈命。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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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新受洗的兄弟姊妹禱告：祈求聖靈繼續帶領，堅定他們對基督耶穌的信

心，又讓他們有機會參與事奉，傳揚福音。 

為教堂本年度的活動禱告：祈求聖靈帶領，讓各部門都能夠按計劃完成主交

託的事工，又讓信眾懷著熱誠，喜樂地參與事奉。 

世界各地的動亂、戰爭紛繁，我們為此禱告：求聖靈帶領各國領袖，叫他們

懷著愛心，善待自己的子民及關懷別國人民。我們誠心祈求，願望中東地方

釋紛爭，核戰危機得以化解。 

為美國政經事務禱告：今年是美國大選年，求主帶領美國人民，選出合乎神

旨意的總統和國會議員；又盼上主導引，讓國家盡快擺脫政經困境。 

為香港禱告：上帝是公義、仁愛的主，求主為香港安排一位膺民望、有愛心、

又有治事能力的領袖，好讓他帶領香港解決社會當中深層矛盾，最終讓香港

成為一個公義、平等和有愛心的地區。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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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Dennis 陳志謙 3 月 3 日 KUNG, Jeany 孔敏兒 3 月 11 日 

YU Lianghang 余良杭 3 月 5 日 CHU, Mary  姚麗珠 3 月 14 日 

AU, Esme 歐梁可師 3 月 6 日 LIN, Wenjun 林文君 3 月 15 日 

HON, Janny 韓貞妮 3 月 8 日 CHAN, Lisa 陳何麗華 3 月 20 日 

TRAN, Phon  陳芳 3 月 8 日 KWOK, Christina 3 月 26 日 

AU, William (Dr.) 歐維中 3 月 10 日 WANG Da 王 達  3 月 27 日 

LEUNG, Alex 梁力斌 3 月 10 日 FUNG Mimi 馮張富美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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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基督，祂最感到擔心的是當祂升天後，

留下祂的門徒，未能繼續宣揚祂的福音。因此，在祂
復活後，診祂在世上四十天工作中，一再向門徒作最
後的交託和指示，勉勵門徒同心合力，將福音傳至地
極。 

這裡最少有四次，間接或直接通知門徒到加利利
一座山上去見祂，玆抄錄於下以供參考： 

一、當祂第一次向十一門徒顯現的時候，“他又對他們說：你們往普天
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馬
可 16:15-16) 

二、又一次，當祂在加利利顯現的時候,“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
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
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
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三、又一次，當祂在耶路撒冷最後一次顯現的時候，“並且人要奉他的
名傳悔改、赦罪的道，從耶路撒冷起直傳到萬邦。”(路 24:47) 

四、以及當祂升天的時候，“但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
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徒 1:8) 

 
復活節過後，十一個門徒就依照主約定的日子到加利利去拜見祂。相信

門徒在往加利利的路上，很可能不住的思想主會怎樣向他們顯現，主有甚麼
要事和他們商議。這是人的常情，任何人都會有這樣的好奇心。 

他們到了加利利的一座山上，見了主耶穌，就上前抱住祂的腳拜祂。祂
祝福每一門徒後，便訓勉他們說：為著傳福音的使命，你們要同心合力，分
頭往天下去，將福音傳給萬民，並給他們施洗歸主，作為天國的子民，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們徒俯伏恭聽，將主的訓話，刻在心中，誓
言為主作見證。 

反觀現今，仍有不少信徒，不但沒有去做主所託付的工作，反而用種種
理由和藉口去推諉責任；有時即使答應去做，也是勉勉強強不是出於心願。
另有些信徒，心中雖有意去做些工作，但誠恐自己不夠口才或沒有工作的經
驗，因而索性放棄信徒應有的責任。殊不知昔日的門徒都沒有傳道的經驗，
也沒受訓，如馬太是個被人看不起的稅吏，彼得是一個每天出海打魚的漁
夫，但他們有堅強的信心，願意放下一切，跟隨基督。還有主曾對我們說過，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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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為我工作，我必與你同工”；有主的幫助，你還怕甚麼呢！ 
為著傳福音的使命，加上主所託付給我們的工作，我們要有下面的態度： 
一、要隨時留意去做─做主的工作，要隨時隨地留意應做的工作，不是

坐在那裡等牧師的分配給你們才進行，才去做。當你們看到某人或某地方須
要撒種或探訪，你們就要自動自發去做，因很多工作是要及時發動，才會有
意想不到的收穫。 

二、要甘心願意去做─不論大小聖工，若是勉強去做的話，其效果不說
是可想而知了。有的教友對教會的工作，表面上看來似是願意去做，實際上
心裡是不大喜歡，因不好意思推諉而勉強答應。這樣的態度對基督徒而言，
就是不忠。主從來沒有叫人們去做不願意去做的事。 

三、要無條件樂意去做─從表面看來，願意與樂意兩者是沒有甚麼差
別的。然而樂意是發自內心，是沒有條件的，是受到聖靈的感動而發出的。

記得在兩年前，一位林姓越南華僑，以前是一位國術師傅，
平素熱心公益，他以義工投考參加蒙市守望相助巡邏隊 
(Neighborhood Watch)。有一天，當他巡邏時，看到一個黑
人小偷正在破門而入，他馬上走上前命令小偷舉手就擒。那
黑人見他是東方人，就取出利刀向他襲擊。林先生見狀閃開，
施出功夫本領，腳起刀落，再來一個大力鷹爪，將他制服。
過了幾天，我在 City Hall 踫到他，講起捉賊的那件事。他

對我說，在他一生人中，這是在心靈上感到最興奮的一次；同時，他體會到
“樂意助人為快樂之本”的真正意義。 

門徒留下起來完成未竟的工作，責無旁貸；也應由信徒以接力賽方式將
木棒接過來，繼續努力向著標竿向前跑，達到終點為此。阿們！ 

 
 

 
     
 

車天車地----車輪如信仰，無論是甚麼樣的車，也可裝上好廠牌的車輪。
車輪加氣超過建議的氣壓，會閃爆車毀人亡；少氣會步步皆辛苦。有了
車輪，還要專心駕駛，向目的地進發。 

怪論----「酒肉穿腸過，佛祖心中留」，這片語容易成為貪污的根源；規矩
可以不守？問心無愧可以行走灰色地帶？這片語只適用於危急時期。 

僭建----香港普遍存在的現象，根源是政府部門的官僚和無能為力，人們貪
錢和貪方便。要建造自己夢想的家園，向政府申請簡直是「與虎謀皮」。
申請要經合格人士，要經年累月與政府不同部門跟進拉扯，就算「嫁
幸有期」，難免「摽梅已過」。對付僭建，要有愚公移
山的精神，又不能執法如山，暴民惡民勢不可擋，遇
到「扮死狗的，生官都玩死」。 

軍事透明----對世界的小民很重要。現代戰爭趨勢，是無
前線，無中場，更無大後方，落注小可能賠率大；戰
爭完畢，倖存的人日子難過。軍事透明，莫過於世界
各國，對小民負責，訂立條約─戰爭不可一觸即發，一定要有三個月的
寬限期，好讓小民還心願，才蒙主寵召。 

明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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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爱我的母亲，因为她为我付出的太多太多， 依然记得2003年，

非典盛行的时候，所有人的脸都隐藏在白色面罩下。

他们害怕病菌夺走他们的生命，于是他们小心翼翼

的生活着。四月份的北方，冷风依然刺骨，马上要

面临中考的我们，压力倍增。每天最想逃离的就是

学校那永无止境的模拟考试，以及与日俱增的作业。

那时的我以为，挑战这个考试的人只有我一个，担

心结果的人也只有我一个，承载压力的人也只有我

一个。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在那个时期，我

的母亲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是一名虔诚的佛

教徒，所以她相信祈福会得到庇佑。于是，她瞒着

我独自一人乘坐着火车，到离家四个小时以外的城市，北镇。她来到

歪脖老母山下，静静的跪在那里，冰冷的寒气从石缝中渗到她的膝盖

里，她默默的乞求着，希望她的女儿，可以顺利考上高中。为了表示

虔诚，我的母亲跪着用膝盖爬上台阶，每到一阶她便磕一下头，就这

样嗑到了山顶上，一共1008个台阶。当到主殿前，她对着佛像发誓，

只要她的女儿能够出息，她便永远不吃荤菜。也是自那以后我的母亲

没有再碰过一口肉。也许是她的行为感动了上天，它默默的允诺，慢

慢的改变我的人生。我知道改变是不能突如其来的，它需要时间的磨

砺，我和妈妈都被考验着。虽然中考的成绩不是很好，

但是我也很幸运的被一所重点高中录取。因为家离学校

很远，所以我不得不选择住校，在那里我学会了独立生

活，和掌握社交的能力。在这，我依然要感谢我的母亲，

是她教会我如何洗袜子，如何照顾好自己。 

我的母亲很严厉，她不是那种很温柔的个性，所以

当她用严厉语句训斥我的时候，我选择了叛逆。在高中最关键的时刻，

我有一点点迷失自己，我开始去学习如何抽烟，这样似乎看起来很

酷。为了防止别人欺负我，我也开始沾染一些小痞子的习气。于是这

样的我，在高三最后冲刺的时候没有尽自己的全力，随随便便的考取

了一个大学。也就是这样的一个决定，我浪费了自己整整三年的时光。

在那所大学里，虽然老师们很优秀，但是学生却缺乏了学习的气氛，

很多学生高考后都彻底的放松了，他们开始沉迷于网络，夜店和所谓

的爱情。我也不例外，慢慢的烟越抽越凶，酒越酗越重。完全忘记自

己的学生身份，因为只有你这样你才能交到朋友，你才能活的够潇洒。

虽然，在这样的大学生活里，我也做过很多出色的事情也有过小小的

符嘉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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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就，但是也不够掩盖我这堕落的嗜好。这样的萎靡生活大概持续了

将近一年，我的母亲再一次打破这个黑色的玻璃瓶。那是2008年5月

的时候，我的母亲乘坐火车来到北京，她看着憔悴的画着浓妆的我，

很是气愤，但这次，她没有吼我，而是细心的观察

我，看看我到底在这发生了什么，她的女儿过着怎

样的生活。母亲跟我住了大概有一个星期，在她踏

上回去的火车前，她哭了，那是她第一次在我面前

哭，还是因为我。她说：“我是这个世界上最失败

的母亲，我连自己的女儿都管教不好。”我当时心

一震，眼泪就再也控制不住了，这个比打我骂我还

疼。 她说：“我不回去了，你现在去当奥运会自愿

者，你不能为了自己的私利就放弃服务国家，百年不遇的奥运，你怎

么能错过。如果你不当，我就去天安门的城楼上跳下去，让你做这个

世界上最不孝顺的孩子。” 我知道我的母亲是说到就会做到的人，

所以我使出全部的办法，先是戒烟，然后是和身边的朋友断绝来往，

最后再跟中国奥运会奥组委申请加入自愿者团队。原本已经和奥运会

无缘的我，在6月中旬的时候接到了录取的通知，也就是这样的一个

决定，我的人生开始了大扭转。 

为做奥运会服务期间，我曾经受到过外国人的羞辱，他说着一些

我听不太懂的英文，不过大概意思就是说我们做事不好，还不懂英文

之类的，没资格做自愿者。在那时，我便暗暗的发誓，我绝对要把英

语学好，这样才不会被別人看不起。于是我便投身于英文的海洋，努

力的学习曾经被自己一直抛弃的英语，我就像在还自己欠下的债一

样，拼命的学习。我把自己丢失的对学习热情，又一次捡了回来。正

是因为我努力的学习英文才达成我出国留学的梦想，当我把美国俄勒

冈大学的入取通知书递给我母亲的时候，她开心的流出了幸福的眼

泪，我知道这一次我没有让她失望。转眼间我来到美国两年多了，不

但一直保持良好的学习成绩，还烧的好一手好菜。对爸妈的关心也开

始频繁起来，从过去的每周两三个电话到现在每天一个多小时的电

话。这段时间，不仅仅我在改变，我的父母也在改变，他们从严厉的

家长角色变换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朋友。这样的变化，都要归功于我

们的主。雖然我的母亲未認識主，不過母親对子女的爱感动了祂，所

以，祂让圣灵植入我内心，让我真切

的感受母爱──这份伟大的，无私的

爱。◎ 
 

(* 編者：符嘉麟姊妹  在二月份於本堂接

受洗禮和按手禮，多謝她給本刊惠賜見證

文稿。謹祝她日後，靈程增長，學業進步，

主恩永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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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首相大衛克黙隆（David Cameron)              
英皇詹姆斯聖經譯本（King James Bible) 的     

演說（一）                          Wing Wong 譯                
日期：2011 年 12 月 16 日 

地點：牛津基督座堂 (Christ Church Cathedral, Oxford) 

我很榮幸能夠在肯德伯利大主教總教堂和大家

慶祝英皇詹姆斯聖經譯本四百周年的日子。座上有

多位神學家和教會領袖。你們一定會認為我現在的

心情會像“進入獅子洞穴”一般地不安，但我卻以

自己能夠在這有意義的日子和大家慶祝詹姆斯聖經譯本的成就引以為榮。我

不是如偉大的基督徒一般，負有改變世界的使命；我是以英國首相的身份，

來承認這本偉大譯本的貢獻。這譯本不單影響英國，也影響全世界。每三秒

鐘，便會銷售一本聖經。這聖經譯本，不單說及過去，也對大家的將來有深

遠影響。 

我的演說沒有宗教權威性，但我是忠誠的教徒，我能夠含糊地去實踐和

維護大英公教的教義。在信仰方面，我仍有所“不肯定”及有所懷疑；在面

對神學的議題時，我仍須努力克服困難。 

但是我卻相信，這譯本四百年來至今日仍然和我們的生活息息相關。 

我這樣說，因為有以下三個原因： 

一、英皇譯本給我們一套語言系統。這系統遍佈於文化藝術方面。從日常語

句的使用至偉大的文學、音樂、美術作品。我們活在譯本的語言系統中而不

自覺。在這四百年周年的日子，更應該表揚這譯本的成就。 

二、聖經譯本不單只影響了語言文化，也影響了我們的政治思想和制度。它

影響了人權、平等的觀念、君主立憲和民主議會制度，影響及教會的福利工

作，及現代以信仰為本的社會活動項目。在歷史上，聖經激勵了人們的信念，

今天也是如此。 

三、我們是一個基督教國家： 

首先，我們不是說其他宗教信仰和沒有信仰是錯的。我了解，也

完全尊重個人意願。在本國，很多人並沒有宗教信仰。 

我以英國可以容納不同的信仰團體為榮。各團體對本國有貢獻，

使本國更強大。我們應該積極維護我們的價值和道德觀。我們不

能用“甚麼都沒有”來爭取甚麼。沒有“信仰”便不能夠抵抗任

何的挑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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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雞煲仔飯 

這款煲仔飯可以歸入“健康美食”之列了，它以田雞為主要原料，
真正是“益食家”。（在《佳音》150 期的《信箱》中，對田雞有較詳
細的介紹。） 

 
以四人份為例，介紹其製作： 
準備：（1）大米約 1 磅，洗淨後放入瓦煲並放入適量水，浸 10 分

鐘待用。（2）田雞二隻重約 12 安士，去掉皮和內臟後洗淨斬件；瘦豬
肉 2 安士切片，也可以加用臘腸 1 條切片；陳皮少許洗淨後切絲；薑少
許切絲；青蔥 2 棵，取其蔥白切成蔥粒。（3）將切好的田雞、瘦肉絲、
陳皮絲用適量生粉拌勻，加入適量的鹽、蠔油、生抽、糖、麻油、食油、
味精、胡椒粉調味，拌勻待用。 

煮飯：點火煲飯，飯煲至米水剛幹就要放
入醃好的田雞瘦肉，排放在飯面上，並在飯面
上均勻灑入食油半湯匙，蓋上煲蓋，繼續用中
火燒至飯起焦即轉為慢火焗飯，至熟透，將薑
絲和蔥粒灑在飯面上，蓋上煲蓋焗一分鐘，飯
即成。 

 
-----排骨煲仔飯 
排骨煲仔飯的做法同田雞煲仔飯基本相同。 
排骨的調味有多種的選擇，例如豉味、面豉味、柱侯味等等。今天，

我介紹一下豉味排骨的調味方法：（1）採用市場上出售的成品 “蒜茸
豆豉醬”，用這種蒜茸豆豉醬，加上適量的糖、蠔油、生抽、味精混合
調味。特點是豉味濃郁、顏色較深。（2）採用“原粒豆豉”，即是所用
的豆豉不拍爛、不切碎，保持原狀，其用量是每 1 磅排骨用豆豉 40 粒左
右。加上適量的蒜茸、蠔油、生抽、糖、食油、味精、胡椒粉，混合調
味。特點是豉味清香，色澤淺淡。（3）用“原粒豆豉”，加上蒜茸、糖、
鹽、味精、很少的美極鮮醬油、胡椒粉，混合調味。特點是清淡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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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到訪一座有三十多年歷史

的教堂──聖公會聖加百利堂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它位於 133 East Graves 

Avenue, MPK CA 91755。教堂建築設

計簡樸，面積寬敞，環境優靜, 教堂

前後皆有停車地方，給到訪或來參加

崇拜的人一個受歡迎的感覺，教堂附

近的環境也是一樣的寧靜和樸實，每

個小時教堂裡會自動傳出充滿生命氣息的鐘聲。 

    處於教堂側的一小角，有塊小草坡，小草坡上竪立著一塊用石磚砌成的

紀念碑，石碑上有涓流不息的水，碑上刻著兩個英文字: LIVING WATER 

( 活水). 不期然地我被這個藝術設計吸引著。 

    我無意地踏上那塊小草坡，行近去凝視著那塊紀念碑上刻著的 LIVING 

WATER (活水)，我覺得自己重新得到一次靈性的啓發。 

    LIVING WATER (活水) 的故事亦可稱為“ 雅各井邊的撒瑪利亞婦

人 ”，記載於約 稫音 4:1—42。我對故事的感想是: 

   耶穌不與婦人談論自己與雅各，誰是小，誰是大，耶穌反而繼續用簡潔

的談話，觸發那婦人的心靈，使她認識自己的無知和過錯，渴求獲得恕罪救

恩的賞賜。 

    婦人果然改變過來，從無知到認

識 LIVING WATER ( 活水 ) 的道

理，再從心靈的渴求到真理的得著。 

    讓我們學習故事中的婦人，懂得

用心靈和誠實去與耶穌交談。 

    讓我們傳福音的時候能學習耶

穌引導婦人的方法，沒有一開口便去

定婦人的罪，祂給予婦人一個空間去

反省，接納婦人所說的話，耶穌對婦

人說 “……你這話是真的…..”(約

翰 4:17 )“……因為神差衪的兒子降世，不是去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

因祂得救 ”（約翰 3:17 ) 

James  
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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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那位設計及建造這塊流水石碑的藝術家一定明白怎樣可以獲得 

LIVING WATER (活水 )，相信有三個層面： 

第一、認識：很多人一輩子執迷不悟, 要認識自己的無知和過錯，是一

個自我爭戰艱難的過程。第二、 渴求。認識自己的門打開，喚醒了渴求的

心靈去追求 LIVINGWATER ( 活水 )的恩典。第三、 得著。當經過自我反

省，認識到神的存在, 產生渴求的時候, 神必使你獲得救恩。神的救恩是時

刻等著的，白白賜給的。“ 因為神愛世人，甚至將衪的獨生子，賜給我們，

叫一切信衪的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 3:16 ) 

    LIVING WATER (活水 )故事的尾結是喜悅的 。“因耶穌的話，信的人

就更多了……知道這真是救世主”。(約翰 4:41—42)。願神保守和興旺 ST 

GABRIEL’SEPISCOPAL CHURCH 之事工，將一切榮耀歸于神。阿們。 

2012-02-03 

During a 2-day trip down to L.A, I had a chance to visit a 30 years old church, 
the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situated on a small hill at 133 East Graves 
Avenue, MPK, CA 91755.   The landscape of the location is quiet & peaceful. 
The architectural designs of the church are simple & solid with quite a number 
of indoor areas for worship as well as other church-related activities.   The 

church provides two spacious 
parking lots, one at the front 
and the other at the rear, 
giving people a welcome 
feeling. It is good to know, 
too, that the church is 
surrounded by a kind of 
neighborhood who are the 
same quiet & peaceful. Each 
hour of the day, the church 

bell will chime, awakens the soul of the atmosphere.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of the church, there is a small stretch of green slope. On 
the lawn, stands a piece of monument stone, under-laid with a fountain sprinkler. 
On the monument stone, carved two words: LIVING WATER. It is really a nice 
piece of art work. The design is so attractive that it not only tempted me to walk 
on the lawn, trying to get closer to look at it, but it also made me feel like once 
more in my life time a chance to refresh my soul. 

The story of the LIVING WATER is fully described in John 4: 1—42, regarding 
the encounter of Lord Jesus with a Samaritan woman at the well of Jacob. From 
the story, I learnt that: 

Our Lord did not reply the woman regarding the question: “Are you greater than 
our father Jacob who gave the well-----?”. But our Lord continued using a clear 
and direct conversation to communicate with the woman. This soon triggered off 
the woman’s self-awareness of her own innocence and the confession of her guilt. 
Then, the woman came up with a desire, craving for our Lord’s LIVING 
W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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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uring conversation with Lord Jesus, the woman was able to exchange words in 
good faith with Lord Jesus. 

Our Lord did not condemn the woman’s guilt ; instead, He gave room for the 
woman to express herself , and He accepted the woman, saying: “-----what you 
have just said is quite true.” (John 4: 17) “For God did not send His son into the 
world to condemn the world, but to save the world through Him.” (John 3: 17)  

Our Lord demonstrated himself to be skillful teacher. He guided the woman 
from an earthly thinking ( water from Jacob’s well ) toward a heavenly thinking 
(LIVING WATER from our heavenly Father ). 

I believe that the person who purposely wanted to put up that piece of design: 
LIVING WATER  must have known the steps in coming to our Lord for the 
LIVINF WATER. 

Let’s take a look at the woman. Her first 
step is the self-awareness of her guilt. It 
is a process in realizing one’s own 
innocence and guilt. Going through 
such a process is always a hard time, a 
suffering, because it involves the 
settlements of various kinds’ impacts 
and issues in life. 

The woman’s second step is her desire, 
craving for the LIVING WATER from our Lord. 

The third step is the gift of the LIVING WATER from Heaven which is always 
ready for us. “For God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us His one and only son, 
that whoever believes in Him shall not perish, but have eternal life,” (John 3:16) 

Apparently, the story of the LIVING WATER has a joyful ending, “because of 
Lord Jesus’ words, many more people became believers-------they know that 
Lord Jesus really is the savior of the world.” (John 4: 41-42). May God keep safe 
and prosper the church work from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bringing forth 
glory to our Lord. Amen. 

James Chang                                           Feb 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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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某次退修的時候，神師給我一篇關於「忠
誠」的文章作默想材料，它說：「忠誠是生命基
本的抉擇，一個忠於上帝召喚的人，並不表示他
不會失足跌倒。例如，大衛王、約伯、彼得等，他 們
也曾犯錯，但卻無礙於他們對上帝的忠誠，在軟弱 跌
倒中，他們最終仍選擇上帝。以整個生命去選擇上 帝，
一生不斷的悔改，這是修道人的本色，也是修道人的一個聖願。若我們
如此了解忠誠，我們就不怕嘗試，不怕失敗；在失敗中我們仍會起來信
靠上帝，繼續前進。」這篇文章給予我很大的安慰，我常常自信能夠單
靠個人的意志便能克勝誘惑，忘記了要依靠上主的幫助，結果總是犯罪
跌倒。「在失敗中我們仍會起來信靠上帝，繼續前進。」在信賴上帝的慈
悲中，我們重新振作起來，「你們要撕裂心腸，不撕裂衣服，歸向耶和華
你們的上帝，因為他有恩典、有憐憫、不輕易發怒、有豐盛的慈愛，並
且後悔不降所說的災。」(珥 2:13)「靈命因罪受創傷，起死回生賴聖光，
隨主順命抑情慾，禍福苦樂何需惶。」這是上帝給我們的許諾與安慰。 
  大齋期是一個悔改更新的時期，透過祈禱、禁食、克己、實踐愛德，
幫助我們更緊密地跟隨耶穌基督，走出自己，走向他人。我們在生活中
經常要作出抉擇，上帝賜給人自由意志，讓我們可以選擇行善或行惡，
但我們也需為自己的決定負上責任。摩西對以色列人說：「我將生死、禍
福，陳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揀選生命，使你和你的後裔都得存活。且
愛耶和華你的上帝，聽從他的話，專靠他，因為他是你的生命。」(申

30:19-20)耶穌也說過：「一個人不能事奉兩個主，不是惡
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事
奉上帝，又事奉瑪門。」(太 6:24) 
  在我生活的修院裏，擺放了一件名為「和平
可祈」的雕塑。雕塑的上方是一個十字架，下方
則有許多被荊棘纏著的手掌伸向十字架，喻意人
面對著世界的黑暗時，仍爭扎著投奔上主的救
援。每當有信徒到修院朝聖時，我都會帶他們

來到這個雕塑前作默想。我常向他們介紹聖依納爵的神操有所謂「兩旗
默想」，就是「一方面是耶穌基督我們的最高領袖和主宰的旗，另一方面
是路濟弗爾人類頭號的仇敵的旗。」人的一生時時都在兩旗中徘徊。因
此，「祈求我所願望的：求上主賞我認清魔魁的詭計，幫助我防備。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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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更要求上主賞我認清真正的最高領袖所指示的真生命，並賞我效法
祂的恩典。」(第 139 號)在這個雕塑前，幫助朝聖者體悟出跟隨福音的
精神生活，比隨從世俗的標準，更有價值和意義。 
  使徒保羅為我指出了本年如何善度大齋期的方向：「但我斷不以別的
誇口，只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十字架。因這十字架。就我而論，世界已
經釘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論，我已經釘在十字架上。」(加 6:14)在我
所服務的聖堂，我在今年的大齋期內，安排不以花卉裝飾聖堂及至聖所
(聖壇)，藉此幫助信徒能將目光注視十字架上的基督。如此，十字架上
的耶穌基督成為我們每天生活的中心，只有十字架才是我們唯一的希
望，作為選擇和分辨一切的標準。「選擇基督」，幫助我們從俗世的繁雜
事務中，克己修身，全心歸向上主，迎接逾越節的來臨。 
  最後，讓我們在大齋期內，每天都以聖義範的禱文，向上主祈禱：
「主，我生命的主宰！求你從我身上除去怠惰、冷淡、爭權及空談的心，
但賜我潔德、謙遜、忍耐和愛情之靈。是的，我的主和君王，求你使我
看見自己的錯誤，而不是判斷我的弟兄。因為你堪當常受讚美，從今日
至永遠，及世之世。阿們！」 

(下載自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html )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2/01/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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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nt has come. We began our Lenten journey with a confirmation service, 
witnessing 18 members being confirmed by Bishop Bruno. We welcome all the 
confirmants to the Anglican family, and we take the chance to revisit the gifts 
bestowed by the Holy Spirit. In confirmation we are strengthened with seven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1. the gift of wisdom; 2.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3. the gift of 
counsel; 4. the gift of fortitude; 5.the gift of knowledge; 6. the gift of piety; 7. the gift 
of fear of the Lord.(Isaiah 11:2-3) 

1. The gift of wisdom is a grace of attitude, a perspective detaching us from the 
world and relish things of heaven. Jesus said, for those who want to save their life 
will lose it, and those who lose their life for my sake, and for the sake of the gospel. 
(Mark8:35). What Jesus said is unconvincing at all to the secular world, for we 
cannot save a lost life. However, with the help of the gift of wisdom, we can open 
wide the eyes of our souls that we may see good in all things. 

2. The gift of understanding is a grace enabling us to grasp the truths of our faith 
as far as is necessary. To be a Christian means ready to suffer for Christ and with 
Christ because “If any wantto become my followers, let them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and follow me.” (Mark 8:34). If we can embrace this truth we 
can expect God to grant us every day some new vision of God’s truth, whether it is 
ups or downs of our life. 

3. The gift of counsel is a grace enabling us to see and choose correctly what will 
help most to the glory of God. When Jesus embarked on his way to the cross, Peter 
took Jesus aside and asked Jesus not to choose to sacrifice. But Jesus rebuked 
Peter and said, "Get behind me, Satan! For you are setting your mind not on divine 
things but on human things." (Mark 8:33). In our daily life, when we are being treated 
with ingratitude, treachery, or meanness, our immediate response is vengeance or 
retribution. But the gift of counsel will help us with the choice, hence to glorify God, 
and keep us sweet and sound of heart, in spite of ingratitude, treachery, or 
meanness. It also preserves us from minding little stings or giving them. 

4. The gift of fortitude is a grace of courage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and 
difficulties that arise in the practice of our religious duties. According to the fourth 
commandment, we all know that we should keep the Sabbath day holy. To keep the 
day holy means to set apart the day at God’s disposal. However, we are always 
tangled by trivial things or come up with numerous excuses. We put the Lord’s Day 
aside, saying that “I shall got church if I have time.” In the same way, we make 
excuses like: “I will serve for the church if it interests me”; “I will donate when I have 
spare budget.” Such difficulties are not insurmountable. If we wish, with the help of 
the gift of fortitude, we will not turn coward before every day’s difficul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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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The gift of knowledge is like a compass of our spiritual journey, pointing out to 
us the path to follow and the dangers to avoid in our earthly pilgrimage. Jesus said, 
those who are ashamed of me and of my words, of them the Son of Man will also 
be ashamed when he comes in the glory of his Father with the holy angels. (Mark 
8:33) Sometimes we may not like to be known as a Christian because we are on 
the wrong track. It is also because “we are setting our mind not on divine things 
but on human things.”(Mark 8:38). If we are willing to accept the gift of knowledge, 
we can keep a clean heart, we can live so honestly and fearlessly that nothing will 
take away the joy of our conscious integrity; 

6. The gift of piety is a grace inspiring us with a tender and filial confidence in God, 
making us joyfully embrace all that pertains to His service. We have got a basic 
working standard for Christian: Whatever your task, put yourselves into it, as done 
for the Lord and not for your masters (Col 3:23). Because of our weakness, we 
work for the sake of people, not for the sake of the Lord. Let us pray for the gift of 
the piety so that we can overcome our weakness and be serious of our duties so 
that we can share to joy of serving God and His people.  

7. The gift of fear of the Lord is a grace making us dread to offend Him out of a 
sovereign respect for God. This sovereign respect for God is powerful. Jialin, who 
was just baptized recently in our church, testify how she repented from her 
wayward life because of her mother’s piety. When she lives as an unruly teen, her 
mother was desperate. In a bleak winter day, she went to a remote temple; she 
climbed up 1008 rocky stepson her knees to pray for Jialin. Jialin was moved by 
her mother’s devotion, she began to change (page  13). I appeal to all the 
congregation of St Gabriel’s to accept the gift of fear of the Lord, making our 
church a place of genuine worship. And let God’s wonderful work be done through 
our devotion. I appeal to the congregation to start with a couple of discipline: first, 
to give up communicating with world for the greater Glory by turning off our cell 
phones; secondly, to prepare ourselves quietly 5 minutes prior to the worship. 
Some may claim that the bad habits cannot be changed at once. But I would 
suggest to begin practicing with the help of the gift in this Lenten journey and keep 
it for 6 weeks. 

I would like to share a little surprise happened a couple of days ago. By accident I 
found in a drawer a small present ignored in the corner for ages. I unwrapped it to 
find that it was a key ring, exactly what I needed at that time. Similarly, we may 
have received the gifts of the Holy Spirit during baptism and confirmation years 
ago.  And we have shelved the gifts and forget about its existence. During this 
Lent, let us unwrapped the gift paper and let the gift work for us. Wishing all of us 
a renewed spiritual life through our Lenten disciplin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