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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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往開來，靈恩滿溢；光前裕後，福祉延綿。」「繼往開來，靈恩滿溢；光前裕後，福祉延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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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匯食同心感謝我們匯食同心感謝我們匯食同心感謝我們匯食同心感謝，，，，一粥一飯來處不易一粥一飯來處不易一粥一飯來處不易一粥一飯來處不易，，，，    上帝恩賜同胞汗血上帝恩賜同胞汗血上帝恩賜同胞汗血上帝恩賜同胞汗血，，，，誠心領受為人服役誠心領受為人服役誠心領受為人服役誠心領受為人服役。。。。””””    這是我們在主日崇拜後，共進午餐前一起同唱的“謝飯歌”。近月來，“謝飯歌”唱起來似不及往常響亮，是有人喉頭生澀，“忍氣吞聲”嗎？是有人懶得謝飯嗎？都不是。 是有些弟兄姊妹寧願在主日崇拜後到外面用午膳去，理由可以諒解。一個禮拜裡面，辛勤工作數天，到了禮拜日，總希望吃得好一點，體面一點。又或是難得有機會與親人、友人聚會，到外面去用膳，比較方便。 在主日崇拜之後一起用午膳是聖加百利堂一直以來的美好傳統。弟兄姊妹多數會留步，到副堂共進午膳，藉此加增溝通機會，加深認識，加添情誼，亦有助交流生活經驗、靈程砥勵、和互助互勉。 我們的副堂，用作為午膳聚餐場地，最適合不過，地方寬敞，環境淨雅，廚房設施亦算完備。 我們有義工(Tina 姊妹)為大家籌謀設計飯餐，亦有專人為會眾烹調。提供的飯餐雖未及郇廚和大飯店，不過亦有一定水平，使眾人飽足不成問題。 進餐之前，大家不忘共唱上面的謝飯歌，感謝上帝。 每月第一個主日，午餐後還有生日會。義務幹事(Iris 
Fok)為大家備生日蛋糕；我們共唱生日歌，為那一個月生日的弟兄姊妹祝壽慶生。拍照、切餅、分餅，好不熱鬧。 用餐費用嗎？我們是自由捐獻。每人數塊錢，自行投放在專用集款箱裡面。弟兄姊妹都慷概，有經濟能力的，一般願意多付一些。 肢體之間聚餐相交是一件美事。新約記載初期教會，基督徒也是經常這樣聚集一起交通，用餐的。 我們又何須計較食品水準呢!不妨帶同閣下的親友到來，恭候光臨! 請不吝向義工 Tina 姊妹提建議，她樂於徵詢眾人意見，作出改善。 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我相信：：：：這樣的團契生活是最難得的這樣的團契生活是最難得的這樣的團契生活是最難得的這樣的團契生活是最難得的，，，，是我們一直尋是我們一直尋是我們一直尋是我們一直尋求的求的求的求的，，，，是蒙上主恩賜的是蒙上主恩賜的是蒙上主恩賜的是蒙上主恩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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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常常呼召屬他的人在我堂領洗，増加我堂的成員；更不時在我們中間感動他的僕人在此作更大的器皿。我們在主裏衷心歡迎剛剛被差遣六位司禱員(Lay Eucharistic Minister,平信徒聖餐施禮員)：王立増牧師、韋啟鑾、關競強、朱家佑、文華東、文許璧如。他們在受訓時都非常認真，我們曾因斟酌如何領眾讀尼吉亞信經，在聖堂一起練習至晚上十時多。他們這樣用心，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善盡職責，帶領會眾從崇拜禮儀中能夠體會 “潔”，
“達”，“同”的境界。 

“潔”是指一種修心的操練。我們只有懷著一顆意潔清平的心，我們口中所出的話才可以是敬虔的、有力的。孔子在衛國時，一大早便聽到有人哭得很悲哀，孔子便問：「顏回，你知道這是為何而哭嗎？」顏回回答說：「學生以為，這哭聲，不止是為死者，還有生離的悲痛啊！」於是孔子打發人去問那嚎啕痛哭的人。果然，那人因為他父親死了，家裡很窮，只得賣了兒子去安葬父親，與孩子作長久的訣別，才哭得這淒慘。孔子感嘆說：「顏回，你真有辨識聲音的本領。」《孔子家語•顏回第十八》。顏回雖有辨識聲音的本事，但主要還是因那哭聲是從心裏哭出來的，而不是單從口中哭出來的。我們崇拜時的禱告都是成文的，週而復始地讀出來的；所以我們常常招人譏諷我們唸口簧，有口無心。有時，恐怕他們的批評也是客觀的，原因不在於禱告是成文的，而是我們缺乏一顆清潔的心、敬虔的熱忱，所以出自我們口中的禱告是蒼白無力的、是機械化的。我們的司禱員都致力於為大家尋求一顆清潔的心來敬拜主。 

“達”是指人神通達意思；是指我們藉著那些屬靈高雅的聖頌、禱文，使我們能夠聆聽上帝的聖言，而我們的禱告又能上達於天。“稟神咁聲”是廣東人一句俚語，意謂拜神的人上香禱告時低聲喃喃自語，沒有人曉得他在說什麼，有點像時下的說唱(rap song)。另一句廣東俚語“稟神無句真”，形容一些人滿口假話，對神靈亦不真誠。為什麼他們會這樣子拜神呢？原因之一：他們拜神的主要目的，就是把自己的心願向神明傾訴出來，說完就算，至於這話是否說得太快，甚至是否真確，他們都不在意。我們敬拜上帝要避免以“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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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咁聲”的態度來唸禱文，把禱文唸完就算。我們要著重唸禱文的過程，才可以受益於寓居在禱文中的屬靈養料。執筆至此，剛悉歐洲足總杯半準決賽義大利勝德國二比一。我喜歡足球，我當然關心賽果；但我更希望能觀賞整場比賽的過程，這才使我滿足。有時，過程比目的更重要，我們使用公禱文敬拜上帝時也是這樣。我們的司禱員都致力於為大家在崇拜中掌握儀文中的深意，讓我們與上帝保持雙向的交往，人神通達。 

“同”就是指同口同心的敬拜主。我們都是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既然我們成了一個身體，我們敬拜時就是一體敬拜，而非不同個體的集體敬拜。我們誦讀尼吉亞信經時，貴乎眾口同聲，切忌眾口眾聲。球迷都喜歡親臨球場觀賞比賽，因為在球場中個人會溶化在廣大人群中，在震耳欲聾的呼聲裏有自己的一聲；在人海中有我，我也在人海中，使自己好像擴大了，覺得自己更有力量。同樣，崇拜時當我們同口同聲誦讀尼吉亞信經時，我們就可以體會到眾口一心的力量。不此如此，若我們能在誦讀信經時，能同聲同頓，我們更可以有一番新的體會。譬如，當我們唸到：“我們信使徒所傳惟一聖而公的教會”時，我們不妨細嚼其中的意義，不要把它一口氣唸完。因為“使徒所傳”、“惟一”、“聖”、“公”是教會的四個標記。所以我們可以這樣唸：“我們信 －稍頓－ 使徒所傳 －稍頓－ 惟一 －稍頓－ 聖 －稍頓－ 而公的教會。”我們的司禱員都致力於為大家在崇拜中能眾口一體敬拜上帝，體會同口同心的力量和深意。 

    若我們在崇拜中接近“潔”，“達”，“同”的境界，我們誦唸經文的速度一定有所放緩。因為我們懷著一顆平靜意潔的心時，說話不可能太快；當我們留心所誦唸禱文的字句時，我們也不可能唸得太快；當我們同口同心，老少同聲時，話速更不可能太快。反過來說，或許我們若能把誦唸經文的速度放緩一點時，我們更容易體會“潔”，“達”，“同”的境界；而這都是我們一眾司禱員努力以赴的目標。願主佑夏安。 
 

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    

盧君灝盧君灝盧君灝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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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LI, LI, LI, YienYienYienYien 李 義 恩李 義 恩李 義 恩李 義 恩     7月 3日 MARK, Susan MARK, Susan MARK, Susan MARK, Susan 麥鄺淑新麥鄺淑新麥鄺淑新麥鄺淑新    7月 18日LO, Theresa LO, Theresa LO, Theresa LO, Theresa 盧善文盧善文盧善文盧善文    7月 4日 HONG, Vu HONG, Vu HONG, Vu HONG, Vu 洪世武洪世武洪世武洪世武    7月 18日TAM, Valerie TAM, Valerie TAM, Valerie TAM, Valerie 譚陳慧兒譚陳慧兒譚陳慧兒譚陳慧兒    7月 4日 CHEN, NingCHEN, NingCHEN, NingCHEN, Ning----Yu Yu Yu Yu 陳寧宇陳寧宇陳寧宇陳寧宇    7月 23日WANG RuolanWANG RuolanWANG RuolanWANG Ruolan 王若蘭王若蘭王若蘭王若蘭    7月 9日 CHAN, Philip CHAN, Philip CHAN, Philip CHAN, Philip 陳錦華陳錦華陳錦華陳錦華    7月 24日MAK, John MAK, John MAK, John MAK, John 麥懷炯麥懷炯麥懷炯麥懷炯        7月 12日 WONG, Grace WONG, Grace WONG, Grace WONG, Grace 王從欣王從欣王從欣王從欣    7月 25日MAN, Tonson MAN, Tonson MAN, Tonson MAN, Tonson 文華東文華東文華東文華東    7月 12日 MAN, Sylvia MAN, Sylvia MAN, Sylvia MAN, Sylvia 文美圓文美圓文美圓文美圓    7月 30日LI, Leonard LI, Leonard LI, Leonard LI, Leonard 李國亮李國亮李國亮李國亮    7月 13日 TAM, Derrick Matthew TAM, Derrick Matthew TAM, Derrick Matthew TAM, Derrick Matthew 譚晉宇譚晉宇譚晉宇譚晉宇    7月 30日WU, Charles WU, Charles WU, Charles WU, Charles 吳梓舟吳梓舟吳梓舟吳梓舟    7月 13日 WAI, ChrisWAI, ChrisWAI, ChrisWAI, Christinetinetinetine 韋建樂韋建樂韋建樂韋建樂    7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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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有人類，就有審判。隨著人類的生活言行都要受到審判，審判就是報應，我們常聽到說：“善有善報”，這就是審判。當今仍有很多不相信上帝將來會審判的人，但是他們卻相信有報應，看來似乎有點矛盾。因上帝是公義的，沒有上帝，誰來公平分配善惡的報應呢？ 上帝將差遣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再臨這個世界，“將來祂必榮耀再臨，審判活人死人”(尼吉亞信經)。上面這段經文告訴我們將來審判我們的是耶穌基督，因基督曾與我們生活在一起，由童年到中年，祂明白我們的軟弱，祂亦知道我們行善作惡的可能性；同樣，從祂的言行，我們知道祂的為人，祂的心惦記著愛人、救人和教訓人，祂與天父同樣受人敬拜。現在讓我們來看看審判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光景： “當人子在他榮耀裏、同著眾天使降臨的時候，要坐在他榮耀的寶座上。萬民都要聚集在他面前。他要把他們分別出來，好像牧羊的分別綿羊山羊一般，把綿羊安置在右邊，山羊在左邊。於是王要向那右邊的說：你們這蒙我父賜福的，可來承受那創世以來為你們所預備的國；……王又要向左邊的說：你們這被咒詛的人，離開我！進入那為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預備的永火裏去！”(太 25:31-34,41) 又請看啟示錄裡頭的記載：“我又看見一個白色的大寶座與坐在上面的；從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無可見之處了。我又看見死了的人，無論大小，都站在寶座前。案卷展開了，並且另有一卷展開，就是生命冊。死了的人都憑著這些案卷所記載的，照他們所行的受審判。……若有人名字沒記在生命冊上，他就被扔在火湖裏。” (啟示錄 20:11-12,15)。 從上面的兩段聖經看來，我們約略看到將來審判的情形和公平的報應。兩者的記述，異曲同工，文字雖異，但其判決卻是相同：凡蒙上帝賜福的人，可到祂的國度，即天堂；被咒詛的，就扔在永久的火或火湖裡，即地獄。那麼天堂與地獄究竟是個甚麼樣的地方？在基督教引用這兩個名詞時，就帶來一個新而深的意義： 天堂是指天父的居所，主耶穌所講的“天國”常與“天堂”同義，上天堂就是經上所說的“得永生”。天堂是永世的，屬靈的，是超空的，我們不能說天堂是在這裡或在那裡，更不能說天堂是在四千里立方的珍珠寶玉城(啟示錄 21:16)。那麼上天堂得永生，就是永遠生活在上帝面前，與祂親近，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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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愛連結；只有真正接受上帝的愛，愛上帝的人才會上天堂。 地獄就是沒有上帝的地方，下地獄就是永遠與上帝隔絕，就是約翰福音所講的“滅亡”。(約 3:16) 既然我們深信主耶穌有一日必會再臨，審判萬民。“人所作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帝都必審問” (傳道書 12:14) 。無人能夠逃避上帝的審判，因此我們要隨時準備應對將來的審判。首先是們要悔罪改過，接受祂的救恩，努力從善。幸好上帝是愛，又有恩慈，祂不願意有一個祂的兒女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彼後 3：9），祂必盡祂所能感召萬民歸祂。◎   
每一個星期天下午，在禮拜結束後，牧師總會跟他十一歲的兒子到鎮上去散發福音傳單。 這天，下著雨，天又冷，牧師決定暫停一次：『今天別出去了！』 但是兒子郤堅持地說：『又冷又下雨，還是會有人走向地獄。你不去沒關係，但請讓我去吧！』見兒子堅持，牧師只好答應他。 少年在鎮上的街頭，向路過的每一個人散發福音傳單。兩個小時過去，他已全身溼透，寒冷澈骨。手上剩下最後一張傳單。這時，街頭已經看不到任何人了。 他決定轉到街頭第一家去敲門。他走到這戶人家的前門，按了鈴。 等了一會兒，沒人應門。他再按，依然沒有動靜。他準備走了，郤聽到有一點聲響，他決定再等等看。 一會兒，門開了，出現了一張蒼白悲傷的臉龐，是位老太太。 『抱歉！老太太！打擾妳了！』他說：『我只是想來告訴你：耶穌真的愛你！這是我們教會的福音單張，上面記載了這件事，告訴你這個好消息。』 『老太太！記住喔！耶穌真的愛你！再見啦！』少年遞出手中最後一張福音單張，連蹦帶跳地走了。 接下來的那個星期天，上午在禮拜聚會的時候，牧師問有沒有人要做見證？坐在最後一排有一位老太太緩緩站起來，臉上發著光。 老太太說：『這教會裡沒有人認識我，我從來沒來過裡。事實上，上星

 11 

期以前，我還不是基督徒。』 『我丈夫過世了，我一個人孤單單活在這世上。上星期天，是一個特別冷又下雨的日子，我的心更覺寒冷了，我覺得已經走到人生的盡頭，我再也不想活了。』 她繼續說：『於是我拿了根繩子到小閣樓去，準備上吊。我站在椅子上，繩子一頭綁在我的脖子上，我只要踢開椅子，就可以結束我這悲哀的一生了。』 『這時，我突然聽到門鈴響，我想等一分鐘，等敲門的走了再踢掉椅子，沒想到這人還真有耐性，仍然又按了門鈴。這也使我好奇起來，因為從來沒有人會記得我，也從來沒有人來敲我的門。我決定去看看。』 『我開了門，沒想到是一位少年，他笑著對我說：『我只是想來告訴你，耶穌真的愛你！』我難以形容他臉上的光彩，他的笑容把陽光帶給我，他是上帝派來的天使，把光彩帶進這一片陰霾霾的黑暗裡。』 『他遞給我這張福音單張，我仔細閱讀之後，決定去小閣樓把繩子和椅子取下來，我再也不需要它們了。』 『你們看，我現在成為上帝的兒女了。因為上星期天上帝救了我，祂在最緊要的時刻，派了一位可愛的天使來救我，把我從地獄門口帶回來。這福音單張背面就有你們教會的地址。』 每一個人的眼眶都濕了。 牧師走向他十一歲的兒子，擁抱著這個上帝的天使，感動得頻頻拭淚! 淚眼中，大家大聲唱起讚美詩！  讀後感想：這篇文章讓我明白上帝愛世人，又派天使在人們的生活途程中保護人。故事裡的老太太為天使開了門。你們又有沒有像這一為老太太一樣，為天使開門呢？聖經裡的上帝是一為憐憫孤兒寡婦的上帝。因為孤兒寡婦經歷了傷痛，特別容易感受天使的存在，他們願意為天使開門。 你遇見你的天使了嗎？還是，你總是把他們拒於門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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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蝦蝦蝦（（（（一一一一    ））））    蝦，可分為淡水蝦和咸水蝦兩大類。河蝦、草蝦、青蝦、小龍蝦等都屬於淡水蝦；對蝦、明蝦、基圍蝦、琵琶蝦(瀨尿蝦)、龍蝦等都是咸水蝦。   蝦是高蛋白食品，所含蛋白質比魚、蛋、奶都高出很多倍；還含豐富的鉀、碘、鎂、磷、鈣等礦物質及維生素A、氨茶鹼等成分，鎂對心臟活動具有重要的調節作用，保護心血管系統，減少血液中膽固醇含量，防止動脈硬化，還能擴張冠狀動脈，有利於預防高血壓及心肌梗死，常食蝦可以補充鎂的不足。磷對小兒、孕婦有補益功效。蝦皮有鎮靜作用，常用來治療神經衰弱、植物神經功能紊亂諸症，老年人常食蝦皮，對預防自身因缺鈣所致的骨質疏鬆症，提高食欲和增強體質都很有好處。蝦子（蝦春），含高蛋白，助陽功效甚佳，腎虛者可常食。由此可見，蝦是營養佳品，對老年人、身體虛弱的人尤有好處。 但是，蝦也不是人人皆宜的食物，一些過敏性疾病患者，如食物（蝦）過敏、過敏性鼻炎、支氣管炎、反復發作性過敏性皮炎等患者則不宜吃蝦。 要注意的是，用來做菜肴的鮮蝦，一定要選擇新鮮的蝦，什麼樣的蝦最新鮮：當然首選是游水蝦（活蝦）。對於急凍鮮蝦來說，蝦殼光亮不啞色、蝦身有透體感、蝦頭和蝦身不分離，最重要一點是，蝦頭沒有出現紅色斑點，這樣的蝦稱得上是優質的了。如果蝦頭出現小紅點，不可久存，應該儘快食用。切不可食用腐敗變質的“過時蝦”。“過時蝦”的特徵是：蝦身發軟、肉色白沒有透體感、蝦頭髮紅、蝦頭和蝦身很容易分離，嚴重的有一股腐臭味。吃用“過時蝦”，很容易引起急性腸胃病。 由於蝦容易變質，蝦的保鮮和儲存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已經解凍的鮮蝦放在冰箱的保鮮格裡，不可超過一天。如果要存放超過一天才食用，就要將蝦放入保鮮盒並注入清水，然後放到冷凍格儲存，每盒存蝦數量以一次用量為最佳。 另外，市場上還有經加工的蝦製品出售，例如：帶殼蝦乾、蝦米（海米）等等。一般都要放到冰箱裡存放較為妥當。 蝦蝦蝦蝦（（（（二二二二    ））））    蝦的營養豐富，肉質鬆軟味道鮮美，深得人們的喜好。在家庭廚房裡，我們可以做出好多好多以蝦製成的美味佳餚。 介紹一下烹飪蝦的前期製作：蝦仁的醃制和蝦膠的制法。 蝦仁的醃制蝦仁的醃制蝦仁的醃制蝦仁的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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烹飪中經常使用蝦仁，例如“蝦仁炒蛋”、“腰果蝦仁”、“蝦仁炒飯”、“鮮蝦仁扒瓜甫”等等。製作菜肴使用經醃制的蝦仁，肉質細嫩、發漲鬆脆，食用時爽口。 醃制前，將蝦仁清洗，瀝去水後再用乾毛巾或紙吸幹水分，用刀在蝦背上切開挑去蝦腸。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已經吸乾水分的蝦仁 1磅、雞蛋白 0.71盎司、粟粉 0.21盎司、精鹽 0.17 盎司、味精 0.21盎司、食用蘇打粉（Baking Soda）0.1盎司。 制法制法制法制法：將雞蛋白、粟粉、精鹽、味精、食用蘇打粉混合和勻後，再倒入到蝦仁裡拌勻，然後放在冰箱保鮮格冷凍 3至 4 小時即可使用。     蝦膠的制法蝦膠的制法蝦膠的制法蝦膠的制法 蝦膠，在食蝦文化中佔有很重的分量，例如：“煎釀花菇”、“脆炸蝦丸”、“油泡蝦丸”等等。蝦膠的製作程式簡單，但要做出優質的蝦膠，就要化些心機了。 材料材料材料材料：已經吸乾水分的大蝦肉 1磅、去皮肥豬肉 2.5盎司、味精少許、精鹽 0.15盎司。 制法制法制法制法：（1）將去皮肥豬肉切成米粒形，放在冰箱裡冷藏待用；（2）在砧板上將蝦肉拍扁後用刀背剁透，然後轉用刀口剁爛，放入園盆中，並加入味精和精鹽；（3）用手按同一方向攪勻，當攪到覺得重手，蝦膠發漲起山形的時候，放入肥肉粒再攪勻，然後放入冰箱冷藏二至三小時即可。至取出使用時，將蝦膠撻幾下，就可以使用了。（4）注：不用大蝦肉，也可以用小蝦仁，但要加入生粉 0.7 盎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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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bless our Lord for continuously calling His people to our baptismal font, to 

increase our membership. We bless our Lord for keeping on calling His beloved 

people to serve Him as a bigger vessel at St Gabriel’s. We sincerely extend our 

warm welcome to the six Lay Eucharistic Ministers who were just 

commissioned: Pastor Wang Zeng, Tim Wai, KK Kwan, TonyChu, Tonson Man 

and Daisy Man. They had gone through intensive trainings and they take their 

task seriously. I remember we stayed in the church late after 10pm in a training 

session where we discussed and practiced how to led the congregation to read 

the Nicene Creed, They are all devoted to one goal: to lead the congregation to 

experience the realms of “purity”, “touch” and “Uniformity” through the liturgy 

of our worship. 

“Purity” refers to the purity of heart, a discipline of our spirituality. Only 

when our words are uttered from a pure heart, our words could be godly and 

convincing. Confucius once heard some one crying bitterly early one morning 

when he was in the state of Wei. He asked his student Yen Hui: “How come this 

cry! Do you have any idea?" Yen Hui replied: "I think this cry is more than 

bereavement.” Confucius then sent some one to see what had happened behind 

the wailing cry. It was found that the crying man’s father had died and he was so 

poor that he had to sell his son to bury his father. He could never see his son 

again! Confucius said with a sigh: “Yan Hui, you really have the ability to 

discern sounds.” (The Homely Talks of Confucius). Although Yen Hui had the 

ability to differentiate sounds, he still had to depend on the fact that the cry was 

pressed out from the heart, not just from the mouth. The prayers we say in our 

worship are all written ones; we are easily fall into traps of saying the prayers 

from our mouth, not from our hearts. Hence, we are being criticized as reciting 

our prayers rather than praying our prayers. I am afraid the criticisms are 

sometimes justified, not because of the prayers are written ones but of our lack 

of a pure and devoted heart to read the prayers. Consequently, our prayers sound 

pale and mechanical. Our LEMs are committed to lead us to worship God with a 

pure heart. 

“Touch” refers to the uninterrupted communication between God and Man. 

It also means the idea of listening to Word of God through our prayers and 

canticles, and our prayers approachable to God. There is a Cantonese slang 

“murmuring prayers to the spirit” which means the worshipper is saying his 

prayers as rap song, and no one understand what he is saying. Another slang “not 

a true word in the murmuring prayers to the spirit” refers to one who worship 

god with lies. The reason for these people worship god this way is that their 

purpose in the worship is just to deliver their wishes to gods. And they don’t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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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 the prayers are too fast or far from truth. We certainly cannot worship God 

with such attitude. We need to focus on the letters of the prayers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real content of the prayers. Up to this point, I just learnt that the 

Italy has beat Germany by two to one in the semi-final of Euro Cup 2012. As a 

soccer fan, I do concern about the result of the match, but I am more interested 

to watch the whole game. To me, the process of the match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sult of the match. At times, the process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e 

result, as in the case of using our Prayer books to worship. Our LEMs are all 

committed to lead the worship in way that we can be “touched” by the Word of 

God and we can communicate to God freely. 

“Uniformity” refers to the idea that the congregation is unified with their 

mouths and hearts. Since we all baptized into one body, we became a body, and 

we should worship as one body- not many bodies so happened gathering at the 

same time. As we read the Nicene Creed, it is desirable to say it with one voice 

as if it is from one heart- not various voices from various hears. All soccer fans 

prefer to watch the game in the stadium collectively rather than watching it alone 

before the TV screen. Why? It is because in the match you’ll find yourself being 

consolidated into the big audiences. In the midst of the thundering shouts and 

cheers, you are aware of your own cheers, yet you find yourself in the big crowd 

too. You just feel you are being extended and empowered. Similarly, when we 

can say the Nicene Creed with one voice during our worship, we can appreciate 

the power of uniformity among us. Moreover, if we can pause at the right 

moment, we can even uncover a stronger sense of uniformity and a new 

understanding of the words. For example, when we come to say in the Nicene 

Creed: “We believe in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we need not 

finish it hurriedly in one breath. We know that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are the four marks of the church, so we can read this way: “We 

believe in - pause - ONE - pause - HOLY - pause – CATHOLIC - pause - and 

APOSTOLIC church." Our LEMs are committed to lead the worship in a way 

that we can voice with one heart and appreciate the beauty and strength of 

uniformity in spirit. 

If we are reaching the idea of “purity”, “touch” and “uniformity” through 

the liturgy of our worship, our reading speed will certainly be slowed down a bit. 

This is because one can not speak too fast with a peaceful and pure heart. 

Neither can one read too hastily when one is tapping the meaning of the words. 

And when the old and young are all in one voice, one cannot say the creed in a 

rush. Conversely, if we can slow down our pace of reading, I think we may be 

easier to experience the idea of “purity”, “touch”. And this is the goal of our 

LEMs to achieve. Blessings to you all in this Summer. 
 

”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