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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師三、四月份行色匆匆，三月廿五日回港參加陳謳明主教的祝聖禮，接著

回美與大家共渡聖週及復活節，然後又赴菲律賓参加第十屆世界華人聖公會

牧師團契，其間留港與師母共聚、探候父母，並應邀到聖馬利亞堂及公理堂

講道。一連串的行程使我更體會到教會“一體”的莊嚴與活潑。 

 

在陳主教的祝聖禮中，我感受到教會代代傳承，兩千年如一日的聖品制是何

等莊嚴；我被教會一體性的特徵，深深打動。在祝聖禮中，又目睹來自世界

各地的聖公會主教及東正教主教親臨襄禮，教會的一體性不只可悟，更為可

見，再加上當日優美莊嚴的禮儀和聖樂，真讓我難以忘懷。 

 

我在世界華人聖公會牧師團契中，拓闊了對世界各地華人傳道事工的認識。

在分享中，我才仿然知道，馬來西亞的華裔牧師，即管你是同一國家的人民，

在憲法上是不可以向馬來裔的馬來西亞人，尤其是回教徒傳福音的！在分享

中，我出乎意料地知道，遠在緬甸，柬埔寨，泰國，坦桑尼亞，甚至在科威

特等地方，都有華人聖公會事工的開展；譬如在科威特的信徒，他們原來是

從中國大陸來打工的，後來歸信了主，組織成信仰團體。這些地方都極需要

更多懂華語的同工來牧養拓展；而在那裡正在單打獨鬥同道們，我對他們至

為欽佩！ 

 

然而，最動人的，莫過於馬尼拉聖彼得堂一位資深教友劉孝平先生的分享見

證。劉先生自述，遙想他年青時參加教區舉辦的青年夏令營，大會結束前一

夜，牧師呼召，有誰願意獻身給上帝；他受感動，承諾獻身。然而，他沒有

和其他承諾獻身的青年一樣進神學院，準備封職；他在大學完成了本科教育

後，他接著進讀工商管理碩士，然後於 1984 年小本創業，辛勤努力多年後，

至 2000 年，他已是一位擠有 155 所“超群”快餐連鎖店的東主了。但他從未

忘卻獻身上帝的職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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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孝平先生(右) 

1989 年，他被邀為教區聖路加醫院作董事。這是一所普通不過的醫療機構，

設備一般，人手則足襟見肘，財務上入不敷出，常靠籌款度日。他成為董事

後，看到一個願景，就是“慈善為體，企業為用”。他在 1996 年成為董事會

主席，他的企業家精神得以進一步發揮，他甚至在 2000 年變賣了他所有的

業務，讓他可以繼續專注，為醫院奮鬥，把聖路加醫院擢升為全菲律賓最優

秀的醫療中心，更是世界上最好的醫院之一。經過多年努力，該院現已被評

為世界上最佳 25 所醫院中之一，其領先的設備、先進的科技、高質量的醫

療服務、訓練有素的專業團隊等都是被公認的（當然，收費也頗為驚人！）

醫院盈利輝煌，而劉先生透過政策，每年把收益中的二億菲律賓披索（約

470 萬美元）轉撥教區，以作為傳道服務之用。目前，數以十計的聖堂、學

校得以興建或修建，不少窮人得幫助，都是受惠於這些撥款。還有一點值得

一提的，就是他做事踐行陽光大道，反對用人為親、投機取巧的陋習。他聲

言，若有人要到醫院謀事，他無需靠關係，只要憑個人的實力，聖路加醫院

只歡迎最好的醫療專業人員，至於是否認識他或其他董事，則毫不重要。 

 

劉先生在聖彼得堂的事奉就是每主日為牧師的講道作粵語翻譯，而他在聖彼

得堂外的事奉就是以企業家能幹，實現“慈善為體，企業為用” 的願景，把

受益於聖路加醫院的窮人倍增。這就是他在主耶穌的教會裡獻身侍奉上帝的

角色。 

 

“若全身是眼，從哪裡聽聲呢？若全身是耳，從哪裡聞味呢？但如今上帝隨

自己的意思把肢體俱各安排在身上了。”（哥林多前書 12:17-18）。同理，如

果每一位基督徒都成為駐堂牧師，我們還可找到優秀的基督徒工程師，醫

生，教師，藝術家，商人嗎？主的教會-基督的身體，是活潑的，需要各行

各業的成員，我們需要優秀的基督徒老師，麵包師，銀行家，政治家...大家

各施其職，各盡所長，彼此配合，眾志成

城，讓教會整體最終受益。 

 

劉先生的見證告訴我們，教會-基督的身

體是非常活潑的，若自己在所在的崗位上

自强不息，止于至善，我們必可找到一個

角色來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

的，是上帝所喜悅的...” (羅馬書 12:1) 。 

 

你願意獻身給上帝嗎？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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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教堂火焚後重修一周年紀念感恩：重修之後的教堂美輪美奐，成為見

証主恩的殿宇。我們無忘主的憐恤，當日我們傷痛之極，感到失望無援，

給予我們出乎意料的恩賜；主大能的手，撫平了傷口。求主繼續眷顧，加添

我們的力量，讓我們藉這美好的聖殿和裡面完備的設施，向外廣傳福音。 

2. 為四月七日的 Yard Sale 順利進行，和籌款達標，感謝主。當日在主的領

帶下，本堂教友，不吝付出時間金錢，熱烈參予，事前事後勞心勞力。求主

繼續啟迪我們，又賜予智慧，讓我們找到方向，日後幹更多榮神益人的事工。 

3. 學年臨近終結，在學的青年將要面對考試的挑戰。我們特別為莘莘學子

祈禱，求主帶領，讓他們能夠克服各種學習的困難，取得美滿的成績，而他

們靈命也有所增長。 

4. 為教會裡面各部門、各團契禱告：感謝主， 加添各團契的負責人力量，

讓他們能妥善承擔責任。求主鼓舞更多的教友參予事奉，共同分擔聖工。 

                                          （Iris Wai提供代禱文稿) 

 



 4 

 

 

GO, Julie 吳伍梅芳 5 月 1 日 CHANG, Fiona 張芳 5 月 18 日 

Feng Chai 柴峰 5 月 2 日 YAN, Anne Ngan-Ping 殷雁萍 5 月 18 日 

MA, Lydia Padua 馬陳麗英 5 月 5 日 WONG, Raymond 黃志雄 5 月 20 日 

TAM, Miranda 譚恩宇 5 月 8 日 WANG Ruocheng 王若程 5 月 20 日 

WANG Huayun 王華雲 5 月 8 日 KWAN, Edmund 關文傑 5 月 26 日 

YIP, Virginia 葉慧兒 5 月 11 日 WU, La-kun, Debby 吳嵐琨 5 月 26 日 

WU, Shun-Yi Jiang 吳江順意 5 月 12 日 LEE, Sam 李志強 5 月 29 日 

FOK, Yeung Yen Ming 霍楊琬明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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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信徒以為主基督復活後便撇下他們而升天，坐在聖父的右邊，

享著天國的福樂；但聖經告訴我們，他在復活後仍在地
上工作四十天，為世人開墾一條永生之路。當十一門徒
往加利利去，到了耶穌約定的山上，他們見了主，耶穌
上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都賜給我了，
所以你們要往普天下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聖父聖
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
守，我就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 28:18-20) 

通往天國的路：一條是康莊的大道，平坦而直，另
一條是崎嶇、曲而長。有的信徒在一夜間便可到達，而
有的行了一生，未見國度的蹤影；快慢的關鍵，就在看他個人的修為，還有
是否得到主耶穌的引領。主曾鄭重的告訴我們：“除跟從我，沒有一人能進
我父的國。”那麼要怎樣才能進入上帝永遠的國度？ 

一、要捨己跟從耶穌： 
主耶穌對祂的門徒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太 16:24) 

意思是告訴我們，你不能一面跟從祂，而又一面跟從自己的“舊我”，因自
己的舊我和主耶穌的是完全相反的，兩者的分別是：我們的舊我要我們聽魔
鬼的指使，而耶穌卻要我們聽上帝的命令；舊我要叫我們遠離上帝，而耶穌
卻要引領我們親近上帝；我們的舊我叫我們去追求個人的各種名利，而耶穌
卻要我們尋求上帝的榮耀；我們的舊我不怕罪惡，願意在罪惡裡過著生活，
而耶穌卻為了救我們脫離罪惡，替我們死在十字架；我們的舊我要我們不要
承認自己的罪過，耶穌要我們認罪悔改，因此要跟從耶穌，就要捨己。然而
捨己是一件極不容易的事，也不是平常人可做得到的。不管怎樣，這是跟從
耶穌第一個必需的條件。 
    二、跟從耶穌不得有任何附帶條件： 

    話說有一文士，見到耶穌的聲望日益高漲，很想與祂
結交來鞏固他當時的勢力與地位。一日他見耶穌走近他
時，便立即上前對祂說：“主啊，無論你往哪裡去，我要
跟從你。”(路 9:57,59)  耶穌早知他的來意，但沒有識
穿他，且對他說：“狐狸有洞，天空的飛鳥有窩，只是人
子沒有枕頭的地方。”(路 9:57-58)  意思是要告訴他，
祂所去的路，不是一條發財造勢之路，乃是一條克己之路。
聖經又舉出兩個有條件跟從耶穌的人：一個要先埋葬他的
父親，另一個要先回家去辭別他家裡的人。 (路 9:59,61) 

這些條件並不見得不合情理，相反地好像是很自然，甚至是應該的。但從主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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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訓看來，神的工作是一切事情中最重要的，並且要把它他放在第一位。
記得主對彼得只說了三個字:“跟從我”，彼得就立刻放下他的一切跟從
祂。因他知道跟從主是比任何的事更加重要；凡是耶穌基督的人，不應耽誤
一分一秒去跟從祂。 
    三、要往前看： 
    主耶穌用譬喻來教訓我們，祂說：“手扶著犁向後看的，不配進上帝的

國。”(路 9:62)  他要我們知道，一個耕田的人，若
一面手推著犁頭，而一面往後看，那人自然無法耕種下
去。同樣地若要進入天國，就不應往後看，再過著以前
在世上罪惡的生活，更不應迷戀人世間的浮華；要忘記
過去勇往向前看。 
    各位，請記住，只有跟從耶穌基督，才可進入天國，
永享天國的福樂。  

      

英國首相大衛克黙隆（David Cameron)               
英皇詹姆斯聖經譯本（King James Bible)出版四百周年紀念 的      
演說稿（三） --美術音樂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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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7期) 

聖經譯本對我們的美術作品影響甚大。 

從 Giotto (喬托，14 世紀意大利畫家，作品有《聖
母登極》)至 El Greco (葛雷柯，16 世紀西班牙畫家和雕
塑家，作品有《牧羊人的敬拜》)。從 Michelangelo (米
開朗基羅，15 世紀意大利畫家和雕塑家，文藝復興三傑之一，作品有《阿
當的誕生》)至 Stanley Spencer (斯賓沙，20 世紀英國畫家，作品多以聖經故
事為題材，包括基督施行神蹟及受難)。英國 Berkshire 的 Sanham Memorial 
Chapel 所收藏的宗教名畫，包括 Spencer 的作品，都是我所喜愛的。 

近代的宗教美術作品，例如描述那些在希臘 Salonika 去世的猶太人的靈
魂從墓中升上天堂的作品，都是很有感染力的。 

聖經譯本也影響及音樂作曲。 

從 Js Bach (巴哈，17 世紀德國作曲家)的樂章，例如 St. 
Mathew(聖馬太)和 St. John (聖約翰) 的基督受難曲(Passion)至 
Handel(韓德爾，十八世紀德-英作曲家)的 Messiah(彌賽亞)樂
曲，大教堂常用的 Mass(彌撒)和晚禱樂曲，與及 Tallis (16 世
紀英國作曲家)和 Tavernor (20世紀英國作曲家)以聖經故事為
背景的樂曲。 

英國傳統的詩班音樂都世代相傳。四百年來，這聖經譯
本對文化影響甚深。我們應該承認及表揚它的成就。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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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前的查經班研讀以弗所書第六章，裡面論及信徒與魔鬼的爭戰，因而

引出了一些問題與討論。 

 

(一) 什麼鬼？ 

以弗所書 6 章 10-18 節提到了「魔鬼的詭計」、與「惡魔爭戰」、「抵擋

仇敵」與「滅盡那惡者」。 

問題是，魔鬼是什麼東西？那惡者是誰？誰是我們的仇敵？又聖經常提

到撒但、污靈，具體指的是什麼？ 

魔鬼是從外而來的還是出自人的內心呢？撒但是看得

見，摸得著的有形實體嗎？是人不正當思想、言語、行為

的表現嗎？還是兩者俱有？ 

有說 “魔鬼就是心魔”。於是帶出了性本善，性本惡的討

論。又說邪靈是實實在在的，而且充斥每一個角落，“我

也有遇到過……(下省五百字)。”眾說紛云，莫衷一是。 

這些問題看似複雜，其實並不盡然。解答這些問題，基督徒有個簡單而

直接的方法，就是從聖經中尋找答案。 

國際讀經團體 (Bible Study Fellowship)研讀這段經文時，就是從聖經本

身理出了一些頭緒，看到聖經是怎樣提及魔鬼的出處，它作惡的目的與

手段，以及它的結局。 

 (二) 基督徒的敵人 

首先，基督徒生活的各個層面中，其中一面很值得思考的，就是時常要

與頑強的對手爭戰。這對手就是魔鬼----撒旦。在以弗所 6:16b，保羅

清楚指出基督徒的敵手就是魔鬼，我們要抵擋它的詭計。 

再讓我們來看看： 

以弗所 6:12 節，保羅說： “我們的爭戰不是對抗有血有肉的人，而是

管轄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靈界的惡魔。”因此他們不是媒體裡那些妖言

惑眾的評論員，不是那些拒信主的人，不是我們叛逆的子女，不是那些

欺壓自己子民的獨裁統治者，而是盤踞這些人身體，蠱惑他們心靈，管

轄這幽暗世界以及天空靈界的那些的惡魔。 

 (1) 魔鬼從何而來 

聖經沒有明確指出魔鬼的出處，我們都說是墮落天使，

因它邪惡、傲慢的野心而被上帝驅逐。耶穌說：“我曾

看見撒但從天上墮落，像閃電一樣……” (路加 10:18)。

以賽亞 14:12-14 及以西結 28:12-15 講的是巴比侖王與

泰爾王，但也啟示了撒但的出處。 

天使是上帝創造的，卻自大到要超越上帝，所以被上帝驅逐。撒旦墮落

Tim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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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召集了一群邪魔與它一起作惡。 

(2) 魔鬼的領域 

撒旦作惡的範籌有二： 

第一、撒旦是一大群與它一起墮落的靈的首領。 

撒旦叫他們是它的天使、惡鬼或邪靈(馬太 12:28；25:41；

馬可 1:34；路加 4:36)。作為所有邪靈惡鬼的統領，它在全

地指揮這些邪魔。耶穌在世時，撒旦鼓動了一大串邪魔活動 

(徒 10:38)，四處流竄，進到人的身體，卻因著主耶穌基督的權能被逐

出。耶穌公開斥責惡魔，並吩咐門徒驅鬼，又講述人被魔鬼附身的慘況

(馬太 8:31；10:8；路加 11:14-26)。 

第二、魔鬼以其權勢控制一切墮落的人性。 

耶穌稱撒旦為 “世界的統治者” (約翰 12:31；14:30；16:11)。藉著這統

治者，“全世界都伏在那邪惡者的權勢之下” (約一 5:19)。撒旦的確是

有它的權勢的。撒但對耶穌說：一切的權柄和榮華 “原是交給我的，我

願意給誰就給誰”，耶穌也沒有予以駁斥(路加 4:6)。凡沒有在基督裡重

生的人，其思想、言語及行為，有意無意間都受到魔鬼影響。其實自從

亞當與夏娃自以為是背叛創造他們的上帝後，人性已經受制於撒旦了。 

(3) 魔鬼的目的 

魔鬼深切懷恨上帝及一切美善。 自古以來撒旦敵視上帝，抵制上帝的

計畫，與上帝的子民敵對。它暗裡強力鼓動邪惡世界力量，漠視上帝的

道(聖經)，無視基督拯救罪人的救恩，以及公開對抗上帝的子民及律法。 

(4) 魔鬼的策略 

魔鬼主要的策略是誘騙人懷疑上帝的大愛，並煽動人背離上帝。 

(i)詐騙 

撒旦第一招，詐騙。它“迷惑普天下”(啟示錄 12:9)。它“本來

是說謊者，是說謊者之父”(約翰 8:44)。它哄騙亞當、夏娃(創世記 

3:1-7)。它裝作“光明的天使”(林後 11:11-15)。在教會裡它製作出

很多偽基督徒，外表看來與其它基督徒沒有两樣，在大限的日子之前都

讓人分辨不出來。耶穌形容撒旦不斷在麥子裡撒雜草的種子(馬太 

13:25，38:29)。 

(ii) 蒙蔽 

    魔鬼蓄意蒙蔽人的眼睛，使他們看不到基督面上發出的上帝榮光

(林後 4:3-4)。讓人以為順從基督是無聊兼無用的，以

及認識宇宙造物者只不過是被迷惑了而矣。耶穌說拒絕

不信祂的人是因為他們被誘騙，認魔鬼為父 (約翰 

8:38,41,44)。 

(iii) 誘惑 

    魔鬼的誘惑，最讓我們熟識的，就是耶穌在曠野受

試探 (馬太 4:3-11)。魔鬼的誘惑力量之大，連耶穌都

為彼得擔心，為他禱告免為魔鬼所乘 (路加 22:31-32)。 撒旦對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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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的誘惑尤其加大力度，因為基督徒跌倒，比非基督徒的不信，禍害更

大。 

(iv) 窒礙 

    撒旦經常利用人的困境，讓人怨對上帝，阻礙上帝的工作。例如錢

財損失(約伯記 1:11-22)及肉體病痛(路加 13:16)等等。 

(v) 讒言離間 

    撒旦進讒言行離間的方法有三： 

    (a) 在上帝面前進讒言。 

的確，我們是罪人，經常犯過，撒旦在上帝面前篤我們背脊 (香港

話，即指控我們)，原是正常不過。不過我們只要願意悔改，基督

已經在上帝面前用祂的寶血救恩，為我們美言，使我們免受上帝的

怒責。 

    (b) 撒旦讓信徒在心中離間自己。 

離間自己？是的，撒旦讓信徒常常勾起從前的過錯及犯罪的本性，

說上帝已經不愛他和摒棄他了。其實只要記著真心悔改，基督已經

使我們免去罪衍了。 

(c) 撒旦離間信徒 

撒旦作惡最有效的方法，莫過於向一個基督徒數說

另一個基督徒。它讒說其他教友不喜歡你、蔑視你，

說他們在抽後腿，中傷你等等。它把這些不實在的想法，深植你腦

中。這都只有憑藉上帝的能力作兵器才能予以擊破 (林後

10:3-5)。 

(5) 魔鬼的局限 

    我們不要無知到低估魔鬼的力量，以為不靠上帝，只憑一己之力就

能戰勝。可是，也不要高估撒旦而心生懼怕，以至屈服在它的淫威下。

須知道，在上帝管轄的天地是容許撒旦欺哄基督徒，讓他以為自己是無

助的，而忘記信靠上帝。但是，即使是最弱小的一個信徒，只要他信主

的心堅強，撒旦必然退避三舍。懼怕撒旦是毫無必要，因為“上帝賜給

我們的不是膽怯的心”(提後 1:7)。 

    上帝容許撒旦作惡，也絕對可以隨時制止它做任何事。問題是我們

有沒有請上帝幫忙，阻止撒旦在我們身上作惡呢？ 

 

(三) 戰勝魔鬼 

    戰勝？當然要戰才可勝。面對無時無刻的攻擊，不抵

抗就只能坐以待斃。 “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逃避你” (雅

各 5:9)。“你們要用堅固的信心抵擋它(彼前 5:9)”。
惡勢力之所以強大，是因為我們犬儒、懶惰而不去抵
抗。 
    我們說過，憑一己之力是絕不可能戰勝魔鬼的。

必須依靠主，主會給我們武器和裝備。這些武裝上帝自己也穿戴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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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亞 59:17)。 
    在以弗所書 6 章 13-20 節，保羅列舉了上帝
為我們準備好的五種防護裝備：真理作帶子束
腰、公義作護心鏡、和平的福音作鞋、信德作盾
牌和救恩的頭盔，以及兩種攻擊武器：聖靈的寶
劍和禱告。 
    關於這些 “上帝所賜的全副武裝” (弗 

6:13)，要另外論說。在這裡只提一下保羅的教導： 
(1) “拿著聖靈的寶劍，就是上帝的道” (弗 6:17)  
對付撒旦必須憑上帝的道，那就是要研讀聖經。耶穌在曠野受魔鬼的
誘惑，也是用聖經來把魔鬼擊退的 (申命記 8:3；6:16；6:13)。但是要
寶劍發揮威力，我們不但是要經常拿在手裡，還要熟識如何使用它。 
(2) “隨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 (弗 6:18) 
禱告是最重要的武器。只有求得聖靈的指引，才有戰勝魔鬼誘惑的希
望。第一、要每日為自己聖潔的生活禱告，以免陷入魔鬼的陷阱。第
二、為我們的牧者，及傳播福音的教會領袖禱告，使自己和其他人得
著警醒。第三、為自己的家人、親友、鄰舍等禱告，使他們能與自己
一樣免為魔鬼所乘。 
 
(四) 撒旦的結局 
    我們在這裡簡單的說，到了末日，當人都進入
永生的時候，所有撒旦、魔鬼、邪靈，以至邪惡的
思想、心靈，都澈澈底底被上帝征服、消滅 (啟示
錄 20:10)，剩下的一切美善。 
    只要緊緊跟隨主基督，進入上帝的國度，哪來
甚麼鬼？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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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了，足足一年過頭。回顧這段已逝去的時日，不只頭皮發麻，且
雙手發抖。迄今依然心有餘悸，驚悚恐懼，忐忑不安。 

秋風掃落葉，我比落葉更脆弱，更飄零，更無
助！一瞬間天旋地轉，眼睛睜不開，視線盲然；思
路像斷了線，鮮血奪腔滲出，濕濕黏黏地流進我的
脖子、頸項。止不住，也擦不乾，生命如游絲，似
乎所有身體的能量都消失殆盡。僅僅剩下一具軟趴
趴的軀殼，癱瘓在擔架上，任由救護人員擺佈。當
下，我唯一能抓住的就是祈求神保守我的心懷意

念，不要離開我，不要讓我沉睡下去不醒……。 
隨即是口罩、頸護、膝護、氧氣筒……等，一齊上陣，並且全數各就各

位。循序漸進地把我綑綁得妥妥貼貼，四平八穩，方呼嘯上路而去。 
沿途急救員不勝其煩一遍又一遍詢問我的名字和地址，我不住地重復回

答。原來他們是藉此以測驗我的腦功能和記憶力。因為醫院通常把腦掃描檢
查安排在第一時間，看是否有腦震盪之虞；然後再從胸腔到四肢，噼噼啪啪
照了十幾張 X 光片。發覺膝蓋骨受創破裂，必須住院觀察。 

黃昏時分，我被安排在一間掛著帷幕四人合住的病房裡，護士掛上點
滴，把一只呼喚器放在枕頭下面，說：「有事按紅鈕……」便揚長離開。其
實我根本看不見紅鈕，面對一片漆黑，視而無睹，其他全憑聽覺的探索去感
應分辨。 

疼痛越來越厲害，止痛劑彷彿完全失靈，我忍不住大呼大叫，還猛按呼
喚器。頃刻，輪值的醫生、護士都應聲而至。除了立刻添加止痛劑，骨科醫
生馬上為我裝上膝蓋固定器，並說：「你真的算很幸運，如果骨折，就必須
再動手術……。」嚇得我捏把冷汗，咬緊牙齦，再不敢出聲了。 

可是左鄰右側的病患，一個呻吟不停，一個啜泣不休，嚎啕、痛哭、悲
噭，此起彼落，好像比我更痛苦，更無奈……。這滿屋
子的悲嗆聒噪，把我們都吵得一夜無眠。 

翌晨，微曦初透，迴廊上的步履聲又重新響起。寂
靜須臾的病房，亦漸漸甦醒，病患開始盥洗。我盼望能
聆聽到回家的訊息。但要求依舊落空，我很失望。 

那是因為我吃下的流汁早餐及止痛藥，竟在入肚之
前，全部嘔吐噴出，骯髒的穢物，弄得滿室惡臭，狼狽
尷尬不堪。好在服務員隨即清洗消毒，又恢復了原狀；
故醫生仍簽「留院觀察。」 

心想留院固然比較安全，可我再也忍受不了病房裡的慘叫呻吟，這種精
神刺激使我情緒的緊繃壓力，遠超過病痛之苦。因此我仍然希望快點回家。
「惻隱之心，人人有之」，醫務人員終於被我的央求所感動，答應：「只要你
不再嘔吐……即准出院。」我聞言不勝竊喜，悄悄噤聲不語，既不敢呻吟，

羅思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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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敢呼痛，強逼自己忍饑挨餓不多進食，來換取歸心似箭的目的。夕陽西
下，黃昏已近樹梢頭，女兒趕緊把我接回家；兩天一夜的折騰磨難，至此暫
告終結。 

去年(2011 年 2 月 23 日)晨運時間，我漫步在附近的行人道上，作暖身
活動，卻無緣無故被一輛冒冒失失的高級轎車撞
倒。這場突兀的「飛來橫禍」，差點把我送進了鬼
門關。幸虧路人見義勇為，把仁道精神發揮得「淋
漓盡致」。他們一面驅散圍觀的閒人，一面迅速地
召喚救護車。張羅了好一陣子，忙亂喧嘩中仍維
持很好秩序，這便是可愛的美國精神；他們認為
「袖手旁觀，獨善其身」為不齒，以標榜「樂以
助人」為榮、為快。 

這起無緣無故的「無妄之災」，忽然降臨在我
身上，的確令我髮指。憂慮、折磨、損毀，耗殆了我晚年最珍貴的心力、體
力、生命的潛在力；目前健康頻頻出狀況，牙齒脫落和血吐。時至今日，齜
牙咧嘴的醜陋依然存在而揮之不去。如果說：不懊惱、不抱怨是假的；真的
是我非常生氣，也很憤怒。 

不過，福兮、禍兮天注定：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人生的過程，原
本就是起起伏伏，生老病死為常態，災難幸福也不例外。春花怒放既有時，
秋風瑟瑟也必至耶！否則就不成氣候了。所以天災人禍，實屬自然平常的律
例。人生該惜福時當惜福；該承擔時也要勇於承擔。能容乃大，一味地怨天
尤人於事無補，甚至後果堪虞。想通了豁然開朗。 

因此我決定選擇「忠恕之道」來面對這次災難。一路走來，在在讓我感
到恩澤的滿溢澆灌，恩典的豐厚深邃滋潤，恩惠的扶持喜樂與慰藉。恬靜平
安地度過難關，不殘不廢再擁抱重生。放棄輪椅，丟掉拐杖；從不良於行邁
向自然行；從沮喪落寞中恢復信心與盼望。這再造之恩，全都是拜教友的祈
禱，文友、益友的鼓勵和加油打氣之所賜啊！ 

現在災難、苦難俱往矣！但恩澤和感恩之心，將永銘心坎，絕對不敢片
刻稍忘。寫到此處，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文友兼律師的──鄧洪博士。他是個
知名的大忙人，卻在他最繁忙之際，風聞到我遭遇到車禍之災，竟義不容辭
地插手這件微不足道的瑣事，還鼓勵叮嚀我專心養 復健。雲情高誼，確實
令我感動和感謝。 
 

人生短暫： 
    災難時學習感恩， 
    幸福時不忘感恩。 
    感恩能減輕痛苦， 

感恩能恩上加恩。 
天天感恩，時時感恩， 
恩澤長流，幸福無邊。 

                                      完稿於 二０一二年 
                                           三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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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鳴謝 
羅思凱姊妹送來鴻文《在災難中學習感恩》，支持佳音月
刊的事工，並藉此見證主的恩典。此外又奉獻 美元 
$2000給聖加百利堂，以茲紀念她的先父母羅書廷先生
和譚連修女士。 
聖加百利堂謹此致謝！ 
 

 

 

 

 

 

 
最輕的十字架 April & Alex 故事區 
~~故事出自《一念之間》~~ 

  

有一個年輕人自覺走投無路，好像到了人生的盡頭，
再也走不下去了。 
    他跪下來禱告，說：『上帝啊！我背上的十字架實在太重了，我已經筋
疲力竭，走不下去了！ 』 
    上帝回應他說：『孩子！如果你真的覺得背上的十字架太重，就把它卸
下來，放在這個房間裡，然後去打開那邊那個門，那裡面有很多十字架，挑
一個你覺得喜歡的十字架背吧！ 』 
    年輕人放下了重擔，覺得好輕鬆。他很高興，心中充滿了釋放的喜樂。 
   『這樣多輕鬆愉快啊！ 』他歎道。準備去換一個小一點的十字架。 
    他走進另一個門，看到那裡真的有很多十字架。有的很大很大，大到看
不到頂。他選了一個最遠處最靠牆邊的、看起來是最小的十字架。他輕聲對     

上帝說：『上帝啊！我喜歡這個！可以嗎？ 』 
上帝回答他說：『可以！當然可以！ 』 

他很高興地背上新的十字架，很滿意的說：『輕多了！輕多了！ 』 
上帝笑著說：『可是孩子！這正是你剛剛卸下來的那個十字架啊！ 』 
 
朋友！很多人常抱怨自己的命不好，不時羨慕別人好命。其實，這世上比自
己更辛苦的大有人在，原來別人的十字架比我們的還要重。 

我們經常覺得人生的擔子太沉重，這時不妨把擔子卸
給上帝一會兒，到信仰裡休息片刻，尋求新能量的補
給。休息後，當我們重回人生道路，往往就會發現，
原來的擔子已經輕省很多了！ 
有了信仰的支撐， 我們會覺得走在人生的道路上，
比以往更輕鬆更容易，不再覺得費力。選擇有信仰的
人生，就是選擇了最輕的十字架！  

「耶穌說，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  (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至三十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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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爵 

 
 
 

       

 
 

 
最近，當我接見慕道者時，其中一位分享：「我原來並不相信這世界有

神。我對祂說：『如果你真的存在，就給我一個徵示吧！』過了不久，我的
朋友便邀請我參加慕道班，現在我堅信上帝真的存在。」聽著他的分享，讓
我想起一件童年往事，小時候，我跟著朋友上教會參加主日學，我曾經向主
日學導師提出挑戰：「上帝真的存在嗎？」她回應：「是的。」「那麼，叫祂
現在給我顯現出來，我就相信祂真的存在了。」雖然導
師沒有回應我的訴求，但卻沒有阻礙我繼續信仰追尋的
熱忱。 
    現代人強調理性，任何事情都要事實和證據，要接
受信仰並不容易。「若不是被聖靈感動的，也沒有能說耶
穌是主的。」(林前 12:3)我們的信仰經驗，又的確如此。 
    福音記載，耶穌基督復活後向婦女和使徒們顯現。
婦女的反應起初表現害怕，但他們仍然聽從天使的吩
咐，向使徒們報告耶穌已經復活的喜訊。使徒們聽後半信半疑，雖然他們和
耶穌一起生活、傳教三年，理應對耶穌的教訓深信不疑，但事實剛剛相反，
因此，耶穌曾三次預言自己將受苦受難，經歷死亡，然後第三天復活，但使
徒們沒有一個相信。因此耶穌復活的「一週第一天的晚上，門戶都關著，因
為怕猶太人。」耶穌被捕後，門徒四散，彼得三次否認主，耶穌被釘時，使
徒甚至遠遠地觀望。門窗緊閉，因為他們害怕猶太人，既然他們的師傅耶穌
可以被捉拿，他們作為徒弟的也有機會面對相同的命運。 
    把門窗緊閉，顯示使徒們真的非常恐懼。每當我們遇上挫折的時候，我
們可會像使徒一樣「把門窗緊閉」？關閉自己的心，拒絕面對任何人，當然
也包括自己。我們以為躲開任何人，就會有真正的安全感。 
    耶穌基督自動來尋找我們，向我們伸開祂那有釘痕的手，跟我們說：「願
你們平安。」耶穌給我們的平安，是真正的平安，正如祂曾經說過：「我把
平安留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給你們的，不像世界上所賜
的一樣」。耶穌給使徒送上平安，是要讓這平安進佔他們的內心，驅走他們
內心的恐懼不安，如同耶穌跟我們說：「不要怕！」是何等強而有力。使我
們從今以後不依靠任何自製的安全感，而單單依靠耶穌基督。 
    耶穌向使徒顯現時，多馬竟然不和使徒團體一起。究竟他當時在哪裏
呢？我們很多時候都像使徒多馬一樣「缺席」。我們人在但心不在，本來是
團體一分子，卻又好像和團體沒有關係。跟上帝的關係若即若離，不但在信
仰上失蹤，上帝在我們的信仰上也沒有位置。這種「缺席」的心態跟多馬的
「除非/如果……」有密切關係，態度上常留有餘地：「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
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若 20:25)我
們也像多馬一樣講求證據，有許多「除非」、「如果」的預設，要看到證據才

我們信 ,主堅固我們的信德吧 ! 



 18 

相信。猶太人也曾譏笑十字架上的耶穌：「以色列的王基督，現在可以從十
字架上下來，叫我們看見，就信了。」(可 15:32) 
    「八天以後……門戶關著」，耶穌復活後過了八天，門徒仍然害怕，把
門窗緊閉。耶穌出現在他們中間，再次祝他們平安。耶穌很包容和接納，他
沒有計較多馬的懷疑，主動邀請多馬把手探入他的肋旁和釘孔。同樣，耶穌
也不計較我們的懷疑，他常常向我們發出邀請，讓我們以信德接受祂，發出

跟多馬一樣的心聲：「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穌說：「那沒
有看見就信的，有福了。」(約 20:29)，今天我們都成為有
福的人，我們雖然沒有親眼看見他，但都以信德接受他，幾
時我們作出宣認信仰(洗禮誓願)時，我們都是以「信德」(我
信)來表達我們的信仰。就是這份與復活的主相遇的經驗，使
使徒的生命脫胎換骨，由恐懼到充滿勇氣，為主作證，在群

眾中大受愛戴。這份信德就是主耶穌向我們噓的一口氣：領受聖靈，我們才
能稱上帝為父，接納耶穌基督為我們生命的主和救主。 

(下載自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html) 
 

March and April were the traveling months for me, I have made a visit to Hong Kong for 
the ordination service of Bishop Andrew Chan in March, and back to the States to 
celebrate the Holy week and Easter service at St Gabriel’s. Then, I made another trip to 
Manila for the 10th World Anglican Chinese Clergy Fellowship, in between the visits I 
stopped over in Hong Kong to visit my wife, my parents and to preach at St Mary’s and 
China Congregational Church. These visits are great, which recalls vividly the meaning of 
the oneness in Christ.  
 

In the ordination of Bishop Chan, I was moved by the solemnity of the Holy Order which 
has been handed over throughout generations for the past two thousand years in the 
Church. The participation of clergies and bishops from the world wide Anglican 
Communion also made me visualize the unity of the Church. In particular, the liturgy and 
music was superb. 
 

In the Chinese Clergy Fellowship, we have a great opportunity to share our Chinese 
ministry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o my surprise, ethnic Chinese Malaysian is 
constitutionally forbidden to evangelize the ethnic Malays who are Muslims! To my 
admiration, there are one or two isolated Chinese Anglican congregations in places like 
Burma, Cambodia, Thailand, Tanzania, and even in Kuwait- the converts were workers 
coming from Mainland China. There is a dreadful demand of Chinese-speaking Anglican 
clergy in those places and worldwide. 

However, the most moving experience is the real story of Mr. Robert Kuan, the former 
board chair of St Luke Medical Centre in Manila. Robert is an ethnic Chinese, a member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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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 Robert Kuan (right) 

of St Peter’s Church, a Chinese-speaking church in Manila. Way back to his school days, 
he went to a youth summer conference organized by the Diocese. During the last night of 
the programme, all the youths were asked if they would surrender their lives to God. 
Among other youths, he made the promise. However, he did not go to seminary like 
others when he finished undergraduate studies. He went to do his MBA and then started 
his business. Starting with a small capital in 1984, he became a successful business man 
who owns 155 fast-food chain “Chow king” in the year 2000. But he could still feel the 
pulse in his heart his promise to surrender himself to God.  

In 1989 he was invited to join the Diocese’s St Luke’s hospital as a trustee. It was a 
rather ill-equipped, undermanned hospital operating on donations and deficit spending. 
He became the board chair in 1996. In 2000, he sold all his business so he could 
continue to concentrate on his vision of “charity-through-business”. He serves God by 
surrendering his entrepreneur brilliance to recast the hospital into the best hospital in the 
country, In fact, it is recognized to be one of the best 25 hospitals in the world which is 
equipped with the most sophisticated and high-tech equipment, manned by highly trained 
and very competent medical professionals, and to offer high quality health services (at a 
very high price tag, of course!) The hospital than became profitable so it is able to 
channel 200 million Peso (US$4.7 million) annually through a policy under Robert’s 
leadership to the Diocese. So, many churches and schools are built or reconstructed. As 
a result, far more poor people are benefited than the original hospital. Moreover, he 
adopts a righteous means to achieve the ends. He emphasized in his testimony that St 
Luke’s hospital just welcome the best medical professionals, not those who are related to 
the chairman or the board members.  

At St Peter’s church, Robert is just a Cantonese interpreter every Sunday for the 
preacher who is a non-Chinese-speaking Pilipino. Outside St Peter’s church, he offers his 
entrepreneur brilliance to realize his vision of “charity-through-business” so that those 
who benefit from St Luke’s hospital may be multiplied. And that is his role in serving the 
body of Christ. 

“If the whole body were an eye, where would the hearing be? If the whole body were 
hearing, where would the sense of smell be? But as it is, God arranged the members in 
the body, each one of them, as he chose.”(1Corinthians 12:17-18), In the same way, if 
every Christian become church minister, where can 
we find good Christian engineers, doctors, teachers, 
artists, and businessman? The body of Christ is an 
organic body which needs all kinds of members to 
work coordinately for the ultimate benefit of the body. 
Be one a teacher, a baker, a banker, a politician… 
excel ourselves in our positions and we than can 
find our way “to present your bodies as a living 
sacrifice, holy and acceptable to God…” (Romans 
2:1) 

Are you willing to surrender your life to God?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