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一期《佳音月刊》的<教會生活>專欄裡面刊登了很多
照片，其中一幀是來自香港聖馬利亞堂的弟兄姊妹及眷屬之
合照，點算共拾八位，包括老中青幼，也不少啊!

今年適逢是聖馬利亞堂成立一百周年，洛杉磯聖加百利
堂暨《佳音月刊》謹此恭賀該堂：

「繼往開來，靈恩滿溢；光前裕後，福祉延綿。」

聖馬利亞堂屹立香港島銅鑼灣畔，背山面海。建築物別
具特色，飛檐斗拱、紅牆綠瓦，翹角層層、擎柱彤彤、石欄
長階、蓮花金頂，遠看就是一座氣度恢弘的中國宮廷殿宇。
內裡是崇拜上帝的地方，呈長形佈局；左右兩邊，是高聳的
雙層透彩明窗；橫樑楹棟，刻塗雲錦圖案；會眾座椅的中間
通道，滿鋪紅色地氈，引領到前方的聖壇；聖壇盡處是彩繪
玻璃鑲嵌的馬利亞像和十字架⋯⋯

我們的盧君灝主任牧師是在這裡開始他的牧職事奉。

至於我們尊敬的順叔─《佳音》百期編輯，則曾經在這
教會渡過他的青年歲月。筆者也是在這裡成長，由主日學生、
詩班、青年部員，一直到擔任堂會議員，參與各部門的工作。                                                 

我們有共同的生活經驗，這教會的先哲前賢，一磚一瓦，
我們都難以忘懷。因著聖馬利亞堂，我們對教會和教會的事
奉有著共同的理念：

無論教會的聖殿是如何的華美莊麗，最重要的還是要讓
它成為聖潔、無瑕疵的地方，好與基督聯合成為一體；它是
神人交通、傳揚福音的場所，要讓所有進來的人認識主，親
近主；裡面的信眾當同心追求和睦，共沐信望愛，甘心作好
的管家，要與神同工，盡忠事奉。       

我們的洛杉磯聖加百利堂，今年也踏入三拾周年，三拾
年為一個世代，日子也不淺。不過比之馬利亞堂的一百年，
無論傳教事工和教會規模，我們遠遠不及。我們願意以馬利
亞堂為學效的榜樣，日後共赴萬理靈程，齊往佳美錫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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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時牧師吾心大悅，因為剛收到一份大禮，就是兩位國語堂青年回郵

道：請您放心，我們一定會盡力而為，有時間，有本事，也有興趣去做主的

工作。

有時間，有本事，有興趣是我在聖靈降臨日講道的用詞。其要旨是：主

耶穌的一群門徒在聖靈降臨前為了要幹活，所以沒有時間為他們的愛主作見

證；他們的文化基礎也不強；所以也沒有本事為他們的愛主向各式各樣的人

作見證；由於他們沒有時間、也沒有本事，所以他們就很難提起興趣去執行

見證主這偉大的使命了。但聖靈的降臨改變了一切。當日彼得受感動，站起

來，講了他人生第一篇道，叫三千人歸主。雖然眾門徒的生活壓力、文化水

平跟聖靈降臨前一樣；但他們從那時起卻變得有時間，有本事，更有興趣為

主作見證，周游列國傳福音。而教會也從此誕生在人間。當日曾經幫助門徒

的聖靈也樂意同樣幫助我們：我們的軟弱有聖靈幫助(羅馬書 8:26)，使我們

跟他們一樣從無時間、無本事、無興趣變為有時間、有本事、也有興趣來為

主作工。

可是，行文至此牧師心情又沉了下來，不敢自鳴得意。我在聖加百利堂

與眾兄姊已渡過六春五秋了，但我們仍有一座大山未能跨越，這使我有感自

己不才，心有戚戚然。

為什麼這座大山這麼難跨越呢？難道這座大山涉及龐大的花費，我們在

財務上無法承擔，所以我們實在無本事去跨越這座大山？不是。這座大山不

涉及任何花費，我們絕對有本事，而且每一位信徒都有這本事，只是我們備

而不用而已。或問，難道這座大山要求信徒奉獻很多時間，要我們犧牲不少

個人時間、家庭時間、進修時間、交際時間，叫人實在吃不消，無法跨越這

座大山？不是。這座大山不需要大家犧牲太長時間就可以完成任務，只是我

們不願意花這一點點時間而已。那麼，是否因為我們宣傳不夠，教導不足，

大家不明白其中就裡，當然就提不起興趣來大步一跨，要知勉強人去當一件

沒有興趣去當的事是很難的。不是。跨越這座大山絕對乎合大家的利益，而    

且每主日都有宣傳、有教導，並且已五年多了。只可惜不是每位信徒都感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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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所以這座大山到現在還跨不過。

這是什麼一座大山？各位親愛的兄姊，這座大山就是：崇拜時關掉手

機。每主日週刊首頁我們都重複敬告大家：“敬神如神在，崇拜時請關掉所

有電子響鬧裝置。謝謝！”

怪哉！這座大山不需一秒鐘就可以跨越，大家都有時間；這座大山無需

吹灰之力，只要按一下開關鍵就可以，無需特別訓練，大家都有這本事。而

跨越這座大山有利於整體崇拜氣氛，合乎大家的志趣，大家都應有興趣。但

偏偏這件大家有時間、有本事、有興趣的事，我們竟磋跎了五年多還解決不

了！我們真的要打開一扇心窗，懇求聖靈用“說不盡的歎息”為我們禱告；

讓我們把這件有時間、有本事、有興趣的事做好，跨越這座大山。以便我們

能跨越其他大山，讓我們聖加百利堂大大的榮耀主名。

有問，崇拜前把手機設至震動功能，免於騷擾他人，是否可行？答曰，

不大合適(特殊情況除外)，因為一心不能二用。這段時間是我們敬拜上帝的

專用時段，其他雜務不宜纏繞。我們每在崇拜前關掉手機，就好比祈禱說：

上帝啊，光陰在你手裡，主賜我時間，我在世上就成了活人；現在我把你恩

賜我的時間專誠獻上，求主幫助我清心意潔的敬拜讚美你。阿們。

我們的確有時間、有本事、有興趣來跨越這座大山的，希望大家都能以

行動來回應，榮耀上帝。願主保守我們。

你的牧師

盧君灝

1. 為教堂所舉辦的各項活動禱告：國語團契、同心團契籌備於 6月 9
日禮拜六舉行聚會，婦女部則安排於 6月 10 日參觀列根圖書館；求主恩賜，
帶領這些活動，俾教會內的弟兄姊妹能一起活在主的愛裡，彼此增加認識，
亦增進友誼。
2. 為籌劃堂慶退修會禱告：求聖靈帶領我們，讓我們都有熱心、有時

間、有能力參與活動，並藉此豐富屬靈的生命，日後愛主更深，也更積極服
事主。
3. 為身體欠安的教友禱告：主啊!求祢施憐憫，以大能的手醫治患病的

弟兄姊妹，叫他們看見希望，早日痊癒。
4. 五月廿八日是美國國殤日，我們為那些為國捐軀的軍人和喪失至親

的軍人眷屬禱告，我們又特別為近日失去愛兒的單琼珠牧師祈求主：求主看
顧他們，讓他們在患難痛苦中得到主的安慰，享有主賜的平安和信心，日後
能夠見證主恩。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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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O, Ken 郭啟創 6月 3日 CHANG, Wood 張申林 6月 16日

ZHANG, Paul Cai-Zhong 張才忠 6月 5日 KWAN, Robert 關甘澍 6月 16日

LI, Frances 6 月 9 日 LI, Yi 李怡 6月 17日

TAN, Angela 譚穎茵 6月 11日LI, Joseph 李福培 6月 19日

WU Kam Wan 胡金勻 6月 12日WU, Cai-Chu Deng 吳鄧彩珠 6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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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Monterey Park, LA
洛杉磯聖公會聖加百利堂

(來自香港聖馬利亞堂的弟兄姊妹合照 2012 May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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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所住的世界既有一個開始，也就將有一個結局。因此，我們寄居在

這個世界，總有一天要過去，這可能是上帝直接將它收回，也可能是被人類
自己毀滅。間接來看，這也是上帝所做，因為祂賜給人有這種力量。不管怎

樣，一個新的世界將要來臨；在這新的世界裡，沒有罪
惡、愁恨、紛爭、互相殘殺，而只有喜樂、相愛、友善
和互助。只有跟從耶穌的信徒，才可活在這個美好的世
界。
當主耶穌再臨的時候，活人死人都要受到審判，而

審判我們的就是基督，因為祂曾來世上做過人，祂知道
人的心是怎麼樣。至於祂何時再臨，是一般信徒所渴望知道的。其實祂本人
都不知道這個重大的日子，惟有祂的父決定何時何日(可 13:32)。因此基督
在世時，祂曾多次勸告我們，要隨時謹慎、儆醒、祈禱，祂又用比喻來說明
儆醒的重要：
「這事正如一個人離開本家，寄居外邦，把權柄交給僕人，分派各人當

做的工，又吩咐看門的警醒。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你們不知道家主甚麼
時候來，或晚上，或半夜，或雞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來到，看見你們睡
著了。我對你們所說的話，也是對眾人說：要警醒！」(可 13:34-37) 祂又
用十個童女的比喻來提醒我們：
「那時，天國好比十個童女拿著燈出去迎接新郎。其中有五個是愚拙

的，五個是聰明的。愚拙的拿著燈，卻不預備油；聰明的拿著燈，又預備油
在器皿裏。新郎遲延的時候，她們都打盹，睡著了。半夜有人喊著說：『新
郎來了，你們出來迎接他！』那些童女就都起來收拾燈。愚拙的對聰明的說：
『請分點油給我們，因為我們的燈要滅了。』聰明的回答說：『恐怕不夠你
我用的；不如你們自己到賣油的那裏去買吧。』她們去買的時候，新郎到了。
那預備好了的，同他進去坐席，門就關了。其餘的童女隨後也來了，說：『主
啊，主啊，給我們開門！』他卻回答說：『我實在告訴你們，我不認識你們。』
所以，你們要警醒；因為那日子，那時辰，你們不知道。」(太 25:1-13)
凡是基督教的國家，其信徒都曉得基督誕生的故事。當祂頭一次降臨在

這個世界，讓祂自己道成肉身，借用童貞女馬利亞在馬糟內出生。將來基督
再臨時，你有沒有想過，祂以甚麼形式降臨呢？根據新約裡頭的記載，那時
的情景可能將是這樣。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

音，又有 神的號吹響；那在基督裏死了的人必先復活。⋯」(帖
前 4:16)
從上面的經文，我們約略可看出，基督再臨時，祂的天父

親自帶領天上眾聖，和天使長等，在歡呼聲和號角聲中，歡送
祂的兒子下凡，與第一次的形式全然不同。既然我們無法知道主耶穌何日再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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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且在上帝眼中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彼後 3:8)可以說是近在眼前，
遠在天際，因此祂隨時可能降臨，但亦可以等上一千幾百年不等。總之，我
們要儆醒和耐心等候。記得祂在復活升天前曾安慰我們說：「⋯我若去為你
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裏去，我在哪裏，叫你們也在那裏。」
(約 14:2-3)
各位，有了主給我們這樣的應許，我們應以敬虔感恩的心，仰望救主早

日到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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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政治部份(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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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8 期)

英皇詹姆斯聖經譯本影響到我們的政治和歷史。          

聖經裡的君權神授說法影響到英國君主立憲制度的

存在。

聖經著重並尊重皇室的權力，以此來維持穩定的政治局面。

耶穌曾說：“屬於凱撒的歸於凱撒，屬於神的歸於神。”

同時地，聖經的譯本提供了自由民主思想的依據。

猶太五經(TORAH)對皇室的權力也有所限制。

神以祂的形象創造人類，由此給予人類平等和自尊的思想。

在古代的社會，平等的思想是不可思議的。

在希臘雅典，平等的權利祇有男性自由人可以擁有；婦女、兒童和奴隸都沒

有平等權利。

每一個人都是和神有關係的，每一個人都應該擁有平等的權利。人類是以神

的形象創造出來的。我們的平等自由和人權思想便以此作為基礎。

這種基礎觀念是民主思想和解放奴隸思想的根

源。甚至乎婦女解放的思潮也基於此。

當然，不是所有教會都明白這道理！

有了英語的聖經譯本，這種自由思想更容易普及，

由此引發了我們要求改革，要求改變的思潮。

在 1647 年，英國內戰時期，新軍 (New Model Army)

在 St. Mary The Virgin 教堂內進行了一連串辯論

(Putney Debates)，他們提議舉行“一人一票”的

選舉，也要求權力的中心應該在下議院 (House of 

Commons)，並非在君主。      (待續)

9

依納爵
      

  

朋友，你們相信有「聖靈」嗎？雖然我們看不見「聖靈」，祂也無法讓
我們觸摸，但聖靈的確在我們中間。聖靈就好像空氣，雖然我們無法憑肉眼
看見，但我們若沒有空氣，便無法繼續生存。聖靈在人身上發揮的效果，就
是祂使我們棄舊更新而成為在基督內的新人，因此當我們念信經，宣認：「我
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者」的時候，是在確信聖靈賞賜我們豐富的生命。
  在我們的信仰經驗中，我們常常領受聖靈的恩典。透過洗禮，我們「藉
水和聖靈而生」；在堅振禮，主教在我們額上按手及敷油：「請藉此印記，領

受天恩聖靈」。當我們在禱告時，如果沒有聖靈的感動，我
們無法稱上帝為父，也不能明認耶穌是主；同樣，聖靈也
在我們內，推動我們以詩篇、詩詞及屬靈的歌曲，讚美及
感謝上帝。
  復活的主向使徒們顯現，祝他們平安並給他們吹氣。
「吹氣」有很豐富的象徵意義，令人記起上帝在創世時，「用
地上的塵土造人，將生氣吹在他鼻孔裏，他就成了有靈的
活人」(創 2:7)。因此，耶穌向使徒吹氣，不單授予他們赦
罪的權柄，更重要的是，給他們差遣聖靈，讓他們的生命

變得更豐盛。門徒領受聖靈後，整個生命脫胎換骨，到處宣講福音，由昔日
的恐懼不安到充滿勇氣，即使面對著迫害和恐嚇，以及牢獄之苦，他們仍然
充滿平安和喜樂，為信仰而捨棄生命。
  眾使徒在五旬節日聚集祈禱時，聖靈藉火焰的形狀降臨在眾人頭上，使
他們充滿聖靈，並照聖靈賜給他們的口才，說起別國的話來。當時居住在耶
路撒冷的人，有從天下各國來的虔誠猶太人，聽見使徒說著他們的鄉談，感
到非常驚奇。創世記曾記載人們建巴別塔，「再與天比高」。上主於是混亂他
們的語言，讓他們彼此語言不通，從此分散各地。聖靈降臨，讓大家都互相
聽懂對方的語言，喻意天下萬國都要重新聚集歸一，這是
聖靈降臨的效果，不再帶來分裂，而是共融合一，所有人
要成為一個大民族──上帝的子民──教會。
  我們都領受同一聖靈，「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
身體，飲於一位聖靈。」(林前 12:13)聖靈在各人身上發
揮不同的效果，「恩賜原有分別，聖靈卻是一位」(林前
12:4)，我們都領受不同的恩賜，在各自的崗位，建設基督的奧體──教會。
「聖靈顯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處」(林前 12:7)，因此身體內雖有不同
的肢體，仍然是一個身體，而耶穌基督便是身體的頭。
  我們可以如何意識聖靈在我們生活的足迹呢？當我們向聖靈開放，順隨
聖靈的引導生活行事，聖靈所結的果子便清晰可見：「仁愛、喜樂、和平、

我信聖靈，是主、是賜生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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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耐、恩慈、良善、信實、溫柔、節制」(加 5:22-23)。
祈求聖靈常常革新我們的生活，使我們能夠與上帝
的計劃合作，結出果實。其實，聖靈常常與我們同
在，我發現在我說話的時候，看似平平無奇，卻為
其他人帶來意想不到的安慰和鼓勵，這就是聖靈的
工作。
  主耶穌曾許諾將派聖靈保惠師，來到他們中
間，聖靈藉著火焰的形狀，提醒我們，祂天天與我們在一起。我們祈求聖靈，
今天繼續沛降在我們身上，將祂的愛豐富地傾注在我們心中，並且好像昔日
使徒所領受的，願上帝的旨意，因聖靈而開始，亦靠聖靈而完成。哈利路亞！
(下載自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2/05/blog-post_27.html)

As I started writing this letter, I am gladdened by a nice present from two 
members of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It came through an email reply 
saying: count on us, we will try our best for the commitment because we 
have the time, the ability and the passion to serve the Lord.

To have the time, the ability and the passion to serve our Lord were the 
three key phrases I used in my Pentecost Sunday sermon. The sermon was 
about the birth of the Church. Before the Pentecost, the small company of 
disciples found themselves no time, no ability and no passion to witness 
for Jesus. No time- for they have to make a living, they are very busy; no 
ability- for they are not well educated, under-trained for the mission; 
consequently, no passion-for they have no time and no ability for the job. 
However, the picture changed as the Holy Spirit descended upon them on 
the Pentecost. Peter was moved and stood up to preach the first sermon in 
his life, and 3000 were converted. Although their burdens of life and 
education standard remained the same, they now found the time, the 
ability and the passion to witness for our Lord, and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end of the earth. This also brings about the existence of the Church in 
this world. The Holy Spirit that uplifted the disciples in the Pentecost is 
the same Spirit that would help us now: “Likewise the Spirit helps us in 
our weakness…” (Romans 8:26). When we find ourselves no time, no 
ability and no passion to serve our Lord, the Holy Spirit would empower 
us with time, ability and passion for the work.

However, I suddenly find myself a bit frustrated. It is because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we are still fail to remove a stumbling block at St Gabriel’s. 
This fact really wipes the smile off my face.

Why is it so difficult to remove this stumbling block? Does it involve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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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ge budget which is out of our reach, hence we have no ability to 
remove it? No,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funds, everyone of this 
congregation has the ability to do it- shall we wish. Does it demand 
people to sacrifice a lot of time: to give up our time for ourselves, for our 
families, for our studies, and for our friends? No. It does not take long to 
remove the stumbling block, we just don’t care even though it does not 
need to sacrifice any time for it. Well, do we fail to catch people’s 
attention? We might have to publicize our appeal so that people are 
encouraged to overcome it. If the congregation is not aware of the issue, 
they will not be motivated to solve it. We simply cannot force someone to 
act against ones own interest. No. The issue is publicized weekly for more 
than five years, and it is in everybody’s interests to remove this stumbling 
block. However, we still fail to remove this stumbling block.

What is this immovable stumbling block?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stumbling block is: turning off our cell phone during worship. It is 
mentioned every Sunday in the bulletin at the front page: “please turn off 
your cell phone as you are now worshipping, in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Is it a bit strange! This stumbling is immovable despite that it only takes 
less than a second, that it calls for no special training and that it is in the 
interests of the worshipping community to remove it? We all have the 
time, the ability and the motivation to triumph in the challenge. We fail, 
we still fail- after more than five years. Oh! We have to open our spiritual 
window and pray for the help of “that very Spirit” interceding for us 
“with sighs too deep for words”. We pray that, by removing this first 
block, we are enabled to remove all the other stumbling blocks of this 
congregation so that we can magnify God’s name at St Gabriel’s.

One may ask: how about turning the cell phone into silence and vibration 
mode during worship, for it will also serve the purpose of not disturbing 
others. Well, I don’t think it is commendable (unless under special 
circumstances), for a man cannot whistle and drink at the same time. 
Since we have dedicated this time solely for the purpose of worshipping 
our God, we should not be disturbed by any interferences. When we turn 
off our cell phone before worship, it is like we are praying: “Oh Lord, 
time is in your hand; and as long as you give me time, I remain a living 
being on the earth. Now I set apart the following hour which you gave me 
to worship you. Grant that my heart is purified to praise you and glorify 
you. Amen.”

We are indeed have the time, the ability, the wish to remove this 
stumbling block. Let us prove this by our action. May God’s name be 
glorified.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