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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祝願大家歡渡一個洋溢平安的復活節。我們從教會的聖餐聖禮

開始，復活節的喜樂便油然而生；接著就是在副堂裡的午餐團契的

喜樂。這些喜樂都與飲食有關，無他，因為“吃”在世界上所有文

化中佔有一個不可或缺的位置。我們的主被賣和受苦受死前，他也

建立了聖體聖事（“擘餅”），這也是涉及“吃”的文化。  
  

很多基督徒認為“擘餅”僅僅是一種宗教儀式。其實不然，聖餐聖

禮的重要性遠遠在一種宗教儀式之上，否則我們的主不會在受難遇

害前，臨死時也要設立聖餐聖禮。為什麼聖餐聖禮是如此重要呢？  
  

首先，我們要從教會的生活開始。你認為教會生活中甚麼活動是最

重要的？  
  

有人認為，研讀聖經是教會中最重要的活動，因為我們可以通過上

帝的聖言來養育我們的靈命，使我們更親近主。完全同意！  
  

又有人認為，團契生活是教會中最重要的活動，因為很多選擇在一

所教會定下來，往往因為他那裡有朋友；反之，當人們發現自己在

教會中沒有朋友時，他就自然想離開，參加另一個教堂。而團契活

動就是滋長友情的機會，所以，團契生活對教會的生存是很重要

的。這說法很有道理！  
  

更有人認為，外展傳道是教會中最重要的活動，因為它可以使上帝

的國得拓展，又可以賦與信徒一份熱誠，一份動力。從長遠來看，

沒有傳道熱誠的教會，是會日漸萎縮，最終將被淘汰的。這說法絕

對有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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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可置疑，研讀聖經，團契生活，外展傳道是教會的重要活動且是

不可替代的。然而，在教會歷史中不乏學養精深的聖經學者對聖經

的詮釋見解不同，各執己見，最後各行各路。在現實教會團契生活

中，也不時有信徒因為種種原因，或性格不合、或個人矛盾而受傷、

受創，最後甚至離開教會。在外展傳道方面，不少信徒因路線不同，

於是大家就格格不入，時有互相爭雄，不相上下的局面。比如救世

軍的信徒認為，投入世界、服務貧弱就是不二的外展傳道使命。然

而，不少新教信徒認為，開佈道會、辦培靈會才是外展傳道的正路。

但身處南美洲，拜服解放神學的信徒卻認定，搞革命、推翻腐敗政

權，才是外展傳道的陽光大道。所以在教會歷史中，我們基督徒，

在某種意義上說，是非常殊異，相互逕庭的，有時甚至彼此挑釁，

結果兩敗俱傷，彼此疏離。  
  

德國神學家潘霍華在 1943 年納粹德國的監獄中曾經寫信給他一對

年輕的新人說：從今之後，愛情不再維繫你們的婚姻，而是婚姻維

繫你們的愛情。有人生經驗的人都懂得這句話有真智慧。是的，愛

情是一段幸福婚姻必不可少成因，但這愛情卻是卻被婚姻來維繫

的。  
  

同樣，儘管我們信徒之間對闡釋聖經，團契生活和外展傳道的理解

互不相同，我們仍是有可以一起走近聖桌前“擘餅”，  一起來

“吃”。  如果我們能這樣做，縱使彼此意見分歧，教會還能固若

金湯。這是因為聖餐聖禮是維繫著我們教會闡釋聖經，團契生活和

外展傳道的活動，而聖餐聖禮非被這些活動所繫著。聖餐聖禮把我

們擁抱在主的愛中。“吃，吃，吃，”讓我們環繞在主桌前“擘

餅”，因為聖餐聖禮是我們教會生活之本。  
  

我衷心希望聖加百利堂的兄姊都能按主的意思明白聖餐聖禮的重

要性。我們感謝主，在前兩天晚上所舉行的設立聖餐聖禮，很莊嚴

優美，當中有不少國語堂的兄姊參加。那崇拜也幾乎變成了普通話

崇拜。我希望的粵語堂眾兄姊都能體會聖餐聖禮在我們的宗教生活

中的重要性，因為聖餐聖禮是我們教會生活之本。再頌大家復活節

喜樂平安。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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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身體欠安、失業、遇經濟困境的教友禱告：求主讓他們見到光明的前
路；又求聖靈帶領聖加百利堂全體信眾，俾發揮愛主愛人之心，互濟互助，
互相扶持。 

2. 為誠意研讀神話語的教友禱告：求主帶領本堂的研經小組，包括普通話
查經班及粵語查經班，叫參與的人都有足夠的智慧，能夠清楚明白主的話
語。又求聖靈召喚更多的教友齊來研讀聖經，讓他們積學儲寶，將來作主精
兵。 

3. 為總統大選年禱告：在選舉的過程當中，求主親自帶領，使國人尋找到
合乎神旨意，為國民謀福祉的總統及其團隊。 

4.為香港禱告：求主憐 香港的居民，讓他們得享幸福，能夠一直活在自由、
法治、民主、公平、公義的國度當中。 

5. 為戰亂地區的人民禱告：求主施展大能，平息紛爭，又安慰無辜受傷害
的人民。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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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在我們教會節期裡，復活日是最大的好日子，是

信徒最快樂的時光，是世人最美好的盼望，是魔鬼的失敗，
是救主的勝利，故此信徒一家大小一早就準備到教堂去敬拜
那克勝死亡而復活的救主。 

然而仍有不少信徒表面上跟著其他教友一起去恭祝救
主的復活，但在其心裡深處，對耶穌復活，仍抱著半信半
疑的態度，未能使自己完全信服。耶穌復活確實是一件難信的事，因為史上
並沒有其他類似復活的例子。那麼我們憑甚麼相信祂的復活呢？最要緊的證
據： 

1. 基督教會的存在：因耶穌復活才有人傳福音，才有今日的教會。當
耶穌受死時，祂的門徒都躲藏起來，誠恐連帶受害；後得知耶穌復活，且向
他們顯現，才有勇氣出來傳道。沒有他們的傳道，那有今日的教會？ 

2. 基督教福音的存在：使徒所傳福音的要點就是耶穌的復活。耶穌若
不復活，祂的門徒就沒有甚麼好傳，我們也沒有甚麼可信了。保羅說得好：
若基督沒有復活，我們所傳的便是枉然，你們所信的也是枉然。(林前 15:14) 

3. 主日之存在：耶穌和門徒本來都是在安息日(禮拜六)到聖堂去崇
拜，後來因耶穌於七日的頭一日(即禮拜日)復活，基督徒才把他們每周的崇
拜改在這日。因此基督若不復活，現在就不會有主日了。 

除此，新約聖經都有宣稱耶穌復活的記載，特別是四福音，每本福音都
有記載耶穌的復活；可惜沒有一作者將把復活的事蹟排成周詳而且順序記述
的故事，使讀者可以一口氣的讀下去，清楚地看到當時所發生的事態情況，
免得他們對主的復活產生疑問。資深研經學者，有見及此，便把四福音裡頭
重覆記述的片段刪去，把每本福音的記載綜合起來，重新整理，寫成一篇完
整的歷史記錄： 

“在黎明時份，有兩群婦女從耶路撒冷或百大尼的家中，開始摸索走
向耶穌的墳墓去。大概就在那時候，天使把石門打開，讓耶穌出來，同時天
使把 裹屍的布，好好的捲起來，放在石床上。留下看守墳墓的兵丁看

見石門忽然打開，嚇到目瞪口呆，飛奔跑去向駐守墳墓的祭
司報告。大約在日出的時候，那些婦女走近墳墓的跟前，抹
大拉的馬利亞申頭向裡面望去，看見裡面是空的，也沒有
看見天使，便轉身跑去告訴彼得和約翰。不久另一群婦女
走近來，看見天使並聽到他的話，便趕快從另一條路走去
告訴另一群門徒。就在此時，彼得和約翰已經來到墳墓，
急忙的走進去，裡面甚麼都沒有，只有一綑裹屍布。約翰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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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狀，深信耶穌已經復活，升天去了。而彼得心中甚覺驚奇，不久抹大拉的
馬利亞又回到墳墓那裡，獨自流連不去並且哭泣。接著她看見天使，而且耶
穌親自向她顯現。這一切事的發生，總共是在不到一小時之內。” 

朋友，假如你對耶穌的復活仍持半信半疑的態度的話，今日任從你怎樣
去恭祝耶穌的復活，你就和耶穌的復活是無關痛癢了，上帝偉大的愛和救恩
就沒有你的份了。請你盡快把握著基督的救恩，與祂一同復活，一同在上帝
的榮耀中。 
 

 

 

 

英國首相大衛克黙隆（David Cameron)               
英皇詹姆斯聖經譯本（King James Bible) 的      
演說稿（二） --語言與文化部份     Wing Wong 譯                
日期：2011年 12月 16日 

地點：牛津基督大教堂 (Christ Church Cathedral, 
Oxford) 
 

(接續 佳音 156期) 

請讓我逐點來說明這譯本的影響力： 

一、 語言與文化： 

強而有力的語言能喚起大家的感情，它會使深遠複雜的思想具體化，也會使

字句含有更深入的意義。 

它值得我們一起分享、珍惜和讚揚。 

語言和文化幫助人們結合在一起，正如莎士比亞的劇作一般，英

皇詹姆士聖經譯本是英語系統發展的高峰。 

這譯本創造了吸引的短語，感動了、激勵了和啟發了人們。 

其中，我最喜愛的短語句組，包括： 

“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糢糊不清。”(林前 13:12) 

這短語指出我們不是完美的，生命應更有意義；我們會犯錯誤，我們應該努

力仰望神的國度。主要的字眼是“darkly”(黑暗迷糊)，它有深遠的意義。 
 
至於其他的聖經譯本，例如： 

新國際聖經譯本：“我們看見了鏡子迷糊的反影”。 

好消息聖經譯本：“我們看見了鏡子陰暗的形象”。 

這種譯法沒有什麼特別，是“乾冷”的，缺少了深意。 

像莎士比亞的劇集一般，英皇詹姆士譯本的短語，須要大聲朗讀。 

朗讀經文可給予經文像詩一般的力量，及引起共鳴

很大貢獻。 

例如：  

“力上加力”(詩 8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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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何竟撲倒” (撒下 1:27) 

“我只剩牙皮逃脫了”(伯 19:20) 

“你們是世上的鹽” (太 5:13) 

“日光之下，並無新事” (傳 1:9) 

根據近期的一項研究，像以上常用到短語及諺語，有 257句是來自聖經。這

些短語常被引用。 

從法庭案件到電視處境劇，從食譜到抒情樂章。 
 
我們也要承認其他聖經譯本具影響力，例如: 

Tyndale (英語譯本，以希臘文及希伯來文為本)， Wycliffe譯本， 

Danuai-Rheims(天主教譯本)，主教譯本及日內瓦聖經譯本。 
 
在文學上： 

從 John Milton (英國詩人)到 Morrison (美國黑人小說家)，從 Coleridge 

(名人小說家)到 Cormac Mc Cathy (英國小說劇作家)，聖經支持一些偉大

的文學作品的情節構思，故事背景，語言，及對劇中人的描寫。Tennyson 的

詩集裡面有 400多處引用聖經的短語和諺語，他也屢次採用聖經 42卷書當

中的典故。 
 
《聖經》也增潤了一些偉大的演說。 

美國馬丁路德金博士的“我有一個夢想”，用了以賽亞預

言得以應驗的說法，指出有一天 “一切山窪都要填

滿”(賽 40:4)。 
 
林肯總統於 1863內戰時期的 Gettysburg演說，不單引用

了聖經的用語，連帶聲調及節奏也本於英皇詹姆士聖經譯

本的句法。當林肯總統說他的前人“帶來了一個新國家”，他的語調仿效了

聖經宣稱主基督誕生的情景。(待續) 

 

 

教友訊息 

我在 Florida Ormond Beach 有一星期的度假屋 （Timeshare）, 有
意免費送給喜歡旅行或度假人仕（只付過户費即可）。…….，每年
的物業税與管理費约四百八十左右。…….，有興趣者與我聯系 
626-623-0182 或 jimmylai332@gmail.com 。 
 
Jimmy Lai 
 

mailto:jimmylai332@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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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聾的青年 April & Alex 故事區 
(This is my story, although the actual story I did not 

make…… ALEX)     

 

有一群青蛙在樹叢裡走著，其中有兩隻不小心掉到坑洞
裡去了。 
    其它所有的青蛙於是都圍在這個坑洞外面，七嘴八舌地討論著這個突
發的狀況。 
    大家衡量一下這個洞的深度，做了個結論：這兩隻青蛙死定了，要跳
得出這個深坑是不可能的。 

    但這兩隻青蛙並不死心，繼續跳著跳著，想要跳出這個深
深的坑洞。 
坑洞外的青蛙看著它們掙扎，好意地告訴它們說：『別浪費力
氣了，你們跳不出來的！你們最好還是自殺吧。 』 
    不多久，其中一隻青蛙果然依大家的建議，放棄不跳了，
自殺死了。 

剩下那隻青蛙則繼續拼命跳，越跳越用力。 
圍觀的青蛙們也不斷地向它叫著說：『別浪費力氣了，你跳不出來的！你最
好還是像前面那隻青蛙一樣自殺死吧。 』 
    但是這只青蛙還是拼命地跳，並不理會它們。 
    它一次比一次用力，一次比一次跳得高。最後，居然給它成功地跳出
洞外。 
    它跳出來以後，其它的青蛙在詫異中好奇地問它：『我們叫你別跳了，
為什麼你總不理會，還能一直跳呢？ 』 
這只青蛙一下愣住了，它說：『我是個聾子啊！我以為你們一直在鼓勵我跳
高一點，跳高一點呢！我以為你們一直喊叫，是在幫我加油啊！ 』 
 

各位，這個故事告訴我們，我們應該在實現我們的目標的過程中，不
要給別人打擾。如果我們被別人打擾，我們就會像第一隻青蛙，永遠達不到
我們的目標。 
    孟子有云：『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意思是說
當目標設定正確的，那麼即使很多人或千萬人反對，也應該
勇敢大膽地繼續作。所以我們應該信我們自己，不給他人打
擾。 
    但是當如果我們做不到這樣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假裝我
們是聾子，使那些讓你灰心的評論成為鼓勵你的話語，讓我們可以專心一意。 
 
「但要遠避世俗的虛談，因為這等人必進到更不敬虔的地步。」(提後 2:16) 
                      故事選錄自 《一念之间‧〈100 个心灵故事〉》作者蘇拾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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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仔飯（四 ）----雞煲仔飯 
 
用雞為主要原料，常見的有滑雞煲仔飯和鹹雞飯兩類。 
1·滑雞煲仔飯： 
菜肴以雞為主，配料可有多種選擇，可依你自己的喜好而定。例如（1）

冬菇滑雞飯：雞件為主，加上適量的臘腸、冬菇，少許薑片、蔥欖；（2）
金針雲耳滑雞飯：雞件為主，加上適量的金針菜、雲耳，少許薑片、蔥欖；
（3）木耳鮮荀滑雞飯：雞件為主，加上適量的木耳、鮮荀片，少許薑片、
蔥欖。 

菜肴的調味也有多種選擇，也是依你的喜好而定。例如：（1）蠔味：
以蠔油為主，加上少量的生抽、草菇老抽、麻油、糖、胡椒粉、雞精、生粉；
（2）原味：鹽、加上少量的生抽、草菇老抽、蠔油、麻油、糖、胡椒粉、
雞精、生粉；（3）豉味：在原味的基礎上加上適量的原粒豆豉。（4）欖菜
味：欖菜，加上少量的生抽、蠔油、麻油、糖、胡椒粉、雞精、生粉。 

製作時，先將菜肴用料備齊並加入調味料拌好備用，然後煲飯，煲至米
水剛幹，就把醃好的菜肴排放在飯面上，並在飯面上均勻灑入食油小半湯
匙，蓋上煲蓋，繼續用中火燒至飯起焦即轉為慢火焗飯。 

2·鹹雞煲仔飯： 
鹹雞煲仔飯的菜肴材料就只用鹹雞，一般不再加入其

他的配料。鹹雞的醃制可以是生醃，也可以是熟醃。（1）
生醃鹹雞：將光雞洗淨並掛幹水，用鹽醃上，放在冰箱保
鮮格，24 小時後可用。雞可以是成隻醃，可以是半邊醃，
也可以斬件醃。醃制時可以加上少許雞精。（2）熟醃鹹雞：先把雞按照做
白切雞的方法浸熟，撈起瀝去水分，用鹽醃上，放在冰箱保鮮格，24 小時
後可用。可以是成隻醃，可以是半邊醃。 

煲飯：煲至米水剛幹，就把醃好的雞放在飯面上，焗至飯熟有飯焦，煲
仔飯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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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爵 

 

 
 
 

       

 
 

「(重句)我們來到上主的聖殿，圍繞祂的祭壇，同心祈禱，齊唱：亞肋路亞！ 
1.讓我們攀登全能天主的聖山，上主天主的聖城，到達那天上的耶路撒冷。 
2.讓我們歌頌上主無窮的慈愛，讓我們依賴上主，誠切期待我主速來看顧。 
3.讓我們虔誠參加聖徒的聚會，恭聆天主的聖言，分享那天賜的旅途食糧。 
4.願天下萬邦讚美上主我天主，願天國早日降臨，盡解人間痛苦死亡悲愴。」
(頌恩 353《上主的聖殿》) 
      ************************************************** 
    每個主日的早上，你懷著怎樣的心情來到上

帝的聖殿參加崇拜？是純粹滿
全本份，聊勝於無的生活習
慣，還是滿懷感恩的心？抑或
出於機械式遵守十誡，還是以
喜悅的心情投奔上主的懷抱？
讓我們看看詩篇的作者，給我
們訴說他們對聖殿的渴慕及緬懷：「誰能登耶和華的山？
誰能站在他的聖所？就是手潔心清，不向虛妄起誓，不懷
詭詐的人。」(詩 24:3-4)、「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華，

我仍要尋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瞻仰他的榮美，在他的殿裡
求問。」(詩 27:4)、「我就走到上帝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上帝那裡。上帝
啊！我的上帝，我要彈琴稱讚你。」(詩 43:4) 
    舊約時代，人們每到聖殿祭獻、祈禱前，都先齋戒沐浴，以赤誠的心侍
奉上主。今天，我們也當手潔心淨地來到上主前，虔恭讚頌。先知們要求以
色列人悔改，轉身離開罪惡：「看哪！你們禁食的日子，仍求利益，勒逼人
為你們作苦工。你們禁食，卻互相爭競，以兇惡的拳頭打人……我所揀選的
禁食，不是要鬆開兇惡的繩，解下軛上的索，使被欺壓的得自由，折斷一切
的軛麼？……你若從你中間除掉重軛，和指摘人的指頭，並發惡言的事。你
心若向飢餓的人發憐憫，使困苦的人得滿足。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發現，你
的幽暗必變如正午。」(賽 58:3b-4a,6,9b-10)在大齋期內，我們聆聽先知
們的叮嚀，改變我們的生活方式。福音記載耶穌清潔聖殿，為的是要把已淪
為買賣牛羊的地方，恢復為敬拜上帝的聖殿。今天，我們仍然需要耶穌來清
潔聖殿，而這座聖殿不單是有形的建築物，更是我們的心靈，因為我們的身
體便是聖靈的宮殿，祂要來清潔我們的心靈，驅逐心魔，在我們內居首為王。
「我一心尋求了你，求你不要叫我偏離你的命令。我將你的話藏在心裡，免
得我得罪你。」(詩 119:10-11) 
    我們一方面以心靈誠實敬拜天父，另一方面與主耶穌經歷死亡、埋葬、
復活，為能夠在每日生活中死於自我，活於上帝。「死亡雖由樹木而產生，

奔赴主前 



 14 

生命也因樹木而復甦。魔鬼曾因樹木而得勝，現在卻因樹木而敗亡。」(光
榮十字聖架頌謝詞)十字架曾經是殘酷的刑具，但透過耶穌的死亡和復活，
摧毀了死亡的權勢，帶給我們救恩和希望，耶穌基督就是那棵生命樹。十字
架是戰勝魔誘的有力武器，我們不斷在生活中倚靠耶穌基督的十字架，信賴
上主的拯救。 
    耶穌基督要驅逐惡劣的黑暗，讓萬有沐浴在祂永恆的光
明中，同時我們的靈魂也應該充滿光明，前去歡迎基督。正
如克里特主教聖安德講道集所說：「我們在基督面前，鋪設
的應該是我們自己，不是外衣或無生命的樹枝，這些很快就
會枯萎，只能短暫地使我們賞心悅目。我們的衣服是聖寵或
說整個的基督：因為『凡因基督而受洗者，就是穿上了基督。』
因此，我們要把我們自己當作外衣，鋪在基督腳前。」  

(下載自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html) 

 

Easter greetings to you all. Our Easter joy begins with a Eucharist in the church and 
then a potluck lunch in the hall. Eating plays a very important part in all cultures of this 
world. Before our Lord was handed over to suffering and death, he instituted the 
Sacrament of Eucharist (“Breaking of the Bread”), which is also related to eating. 
 
To a lot of Christians, the “breaking of the bread” is just a rite. Well, not really, because 
this Sacrament is so important to us that our Lord has to make sure it is there before 
he was going to die. The “breaking of the bread” is more than a rite… Why? 
 
First of all, what do you think of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ies in the church life?  
 
Some would suggest Bible study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in the church 
because we can be nurtured and get close to Lord by the Word of God. Sure! 
 
Some would suggest fellowship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in the church 
because friends make people staying in a church. When one finds no friend in a 
church, he would just switch to another church. Fellowship gathering is a means for 
making friends, so it is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Sounds great! 
 
Some would suggest mission being the most important activity for the church because 
we are committed to extend the Kingdom of God. Without the zeal of evangelism, 
church membership shrinks, and the church will be marginalized in the long run. 
Absolutely!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2/04/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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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 bible study, fellowship gathering, missionary outreach is all important and 
irreplaceable. However, there are times when learnt Christians argue fiercely about 
their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which followed by bitter splits. There are also 
dedicated Christians who are wounded, hurt or rejected in their fellowship life because 
of personality clashes or personal differences. There are also committed Christians 
who have different vision of the mission of the church: some would prefer to serve the 
poor and weak through social involvements like Salvation Army; some would prefer 
evangelical campaigns and revival meetings like most of the Protestant churches; and 
some even pursue social revolution like the followers of liberal theology in Latin 
America. 
 
Throughout the Christian history, we Christians are, in a sense, very different, 
sometimes very much divided, and at times, very provocative to each other. As a 
result, the members of the Body of Christ got wounded and hurt and alienated. 
 
Writing to a young bride and groom from his prison cell in Nazi Germany in 1943, 
German theologian Dietrich Bonhoeffer said, “It is not your love that sustains the 
marriage, but from now on, the marriage that sustains your love.” Yes, love is essential 
to a healthy marriage, however, it is marriage itself that sustain the love. 
 
Likewise, though we are so different with regards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fellowship 
life, and missionary activities, we are still possible to come forward and gather around 
the table of the Lord to break bread (“to eat”). If we can do that, the church will still be 
formidable despite our differences. It is because the Sacrament of the Eucharist 
sustains our biblical learning, our fellowship growth and our missionary vision, not the 
vise versa. The Eucharist (“Eating”) bonds us together in the love of our Lord. “Eat, eat, 
eat,” eat around the table of our Lord. The Eucharist is the very fabric of the Church’s 
communal life.  
 
I hope every member of St. Gabriel’s will catch its importance as intended by our Lord. 
In the liturgy of the Maundy Thursday, which commemorates the institution of the 
Sacrament of the Eucharist by our Lord, we had a beautiful and lovely time. We are 
also pleased to see many mandarin speaking members in the congregation, so we 
use Mandarin for the most part of our service. We hope more members of our 
Cantonese congregation will also share the importance of Eucharist in our religious life 
because this Sacrament is the very fabric of the Church’s communal life.  
 
Joy and Easter blessing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