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尊你名為聖， 願你國度早降臨，天上地下主旨成。 我們所需日用糧，求你今日賜我們， 饒恕我們諸罪債，正如我們饒恕人。 不讓我們遇試探，脫離兇惡得救恩。 國度權柄與榮耀，永永遠遠屬父神。”阿們。  午堂崇拜當中，我們多用國語唱頌主禱文，文辭如上。 我們的午堂，本來就是粵語崇拜，不過聖加百利堂的主日崇拜有其特色，我們經常視乎需要，夾雜英語、國語(普通話)和粵語，並用三種語言(Trilingual)。 上面這一個國語版本的主禱文，韻律諧協，文辭優美，唱起來悅耳動聽。這樣的唱頌禱告，相信必蒙上帝悅納。 五年前，盧君灝牧師蒞任之後，他首倡在主日崇拜中用上這一個國語唱頌版的主禱文。 中文唱頌的主禱文版本有好幾個，例如《普頌》(綠色) 648、649，另外還有啟應唱頌的：司禱或是牧師唱啟，會眾唱應，互動啟應，莊嚴肅敬。 至於文言版本的主禱文，相信較為年輕的弟兄姊妹認識的不多，引錄於後： “我父在天，願爾名聖，爾國臨格， 爾旨得成，在地若天。所需之糧，今日賜我。我免人負，求免我負。俾勿我試，拯我出惡，以國權榮，皆爾所有，爰及世世，誠心所願。”     天主教或稱主禱文為《天主經》，溯源十六世紀，始經利瑪竇和徐光啟共同翻譯。天主教一般不鼓勵在《天主經》內加入“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祢(父)的，直到永遠”；這部份與經文前面幾句的內容重複。 據《聖經》記載，門徒請求耶穌指導禱告，耶穌便教導他們念《主禱文》，這是一個模範禱告。不過，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所記也不盡相同，前者較長，後者較短；教會禮儀傳統一向採用較長的馬太福音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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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牧師一家在七月份一家團聚，並且享受了一個愉快的假期。我們參加了智虔的畢業禮後，便到義大利及奧地利旅行。期間更拜會了不少朋友，感觸良多，謹與大家分享。  我們在英國探訪了一對從土耳其回來的傳教士。他們熱情地留下我們吃晚飯，之後談天說地，獲益不淺。他們原來在英國都有自己的專業，七年前放棄了穩定的生活，帶同一對年幼子女往土耳其傳道。他們由學習土耳其文開始，一點一滴在那裡默默耕耘。從他們親身的體會，我可以感到在土耳其當基督徒實在很難，簡直是一項挑戰。 或許，讓我們先了解土耳其在基督教歷史的位置。『門徒稱為基督徒是從安提阿起首』(使徒行傳 11:26)；安提阿是位於今天土耳其的安塔基亞
(Antakya)。聖母的晚年是在以弗所渡過的，以弗所是位於今天土耳其境內。聖保羅的老家大數(Tarsus)是位於今天土耳其境內。聖提摩太的老家路司得
(Lystra)也是位於今天土耳其境內。啟示錄中所提及的七教會(別迦摩，推雅推喇，撒狄，士每拿，非拉鐵非，以弗所，老底嘉)都是位於今天土耳其境內。我們每主日誦讀的尼吉亞信經是在公元 325年於尼吉亞大公會議議定的，尼吉亞就是今天的伊茲尼克(İznik)，位於今天土耳其境內。還有，從公元 360至公元 1453這一千多年，曾被譽為世界上最大的教堂，聖索菲亞座堂也是位於今天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土耳其在基督教歷史的位置何其重要！ 可是，聖索菲亞座堂在 1453年 5月 29日改為清真寺，1931年又改為博物館。該堂的命運是歷年來在土耳其境內眾多聖堂的縮影，更是歷代基督徒在該國遭遇的剪影。早於在十四世紀，蒙古人入侵土耳其，他們後來與回教徒合作，屠殺了不少基督徒。上世紀初，1915年始，土耳其的奧托曼帝國進行了亞美尼亞種族大屠殺，估計有過百萬亞美尼亞基督徒被害(這是公認的事實，但土耳其一直矢口否認，並在土耳其社會成為禁忌)。據估計，今天在土耳其的基督徒人口約 45,000(包括天主教，東正教及更正教)，不足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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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人口的百分之一。                                                        當你發現自己身邊 99 人都是回教徒，只有自己是基督徒的時候，你當然會感受很多有形無形的壓力。土耳其雖是一個民主自由的國家，信仰自由也是受憲法保護的，但基督徒向 18 歲以下的人傳福音是違法的(傳穆斯林信 仰則可)。教堂要把聚會信徒名單定期交給政府審查備案。土耳其的居民身分證背面  要填寫個人的信仰，這使基督徒在就業，住屋和教育方面遇到更多歧視，增添了不少困難，因為基督教是極弱勢群體，而歐洲人權法院已於
2010年裁定土耳其這做法是違反“歐洲人權公約”的，必須撤消。 基督徒也無緣辦學校，辦醫院或社會服務來見證信仰，因為這都是回教徒的“專利”。而神職人員，傳教士及信徒被逮捕，受凌虐，甚至被殺害的新聞卻時有所聞，從不間斷。傳教士在那裡的生活也不得不步步為營。 在土耳其當基督徒真難，在土耳其當傳道更難！但我衷心佩服他們，因為他們實實在在的做到“在人面前承認基督不以為恥。”反觀我們在西方社會當基督徒雖然容易得多，可是不少人以自己的言行表明“在人面前不承認基督不以為恥。” 這實在很諷刺！請多為身處回教國家的弟兄姊妹祈禱。 
 
願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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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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ilson 麥懷順 8月 3日 MAK, Monica  麥陳寶琴 8月 17日YU, Zaihao 於在淏 8月 4日 CHEN, Qiang 陳強 8月 18日WAI, Iris 韋林少蘭 8月 6日 Choy, Vivian 蔡顧維恩 8月 21日WONG, Daniel 王珠本 8月 8日 YIN, Sophia 尹霍淑儀 8月 21日KUO, Betty Guo 郭白玉  8月 12日 ZHU, Xiao Ning 祝曉寧 8月 26日LEUNG, Krista 梁黃以琪 8月 12日 ZHAO, Hui 趙輝 8月 27日LOH, Ruby 陸世泮 8月 13日 LEE, Anna 熊倩兒  8月 27日CAO Mo 曹默  8月 14日 LI, Siyang  李思洋 8月 27日MAN, William 文尚丞 8月 14日 CHAN, Joe Hon Ming 陳漢明 8月 30日TAM, Peter 譚健元  8月 14日 KWAN, Caroly 關素娟 8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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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這個民族，除了土人印第安人外，其他族裔來自世界各個角

落；後來，這些民族聯合起來，形成一個新的民族。世人形容這個新

民族為“大熔爐” (Melting Pot)。 

這個“大熔爐”隨著時代環境的變遷，生活的方式，文化的差

異，膚色的分別，久而久之便產生種族間的矛盾、仇視和紛爭。國人

要求政府制止新移民的進入，後又實行採用“配額”(QUOTA)以限制

新移民的增加。 

有些外國人士，由於配額已滿而無發取得合法程序

進入美國工作，便以種種不正當途徑達到美國淘金夢，

這些族裔總稱為非法移民 (ILLEGAL ALIEN) 又稱為無身

份証移民 (UNDOCUMENTED ALIEN)。 

美國是全球擁有最多非法移民的國家，據最近統計

有一千三百萬之多，內包括一百三十萬幼童及年青人。

這些非法移民整體來說，大多是窮家子弟，在本國無以

為生，冒著生命危險潛入這個人地生疏，舉目無親的異國。首先，他

們向小商店或當地家居找工，如園丁、家務、餐館打什、建築、泥水

及洗車等，有的找不到工作的便淪落街頭或鋌而走險去做小偷，甚至

打劫。有時不幸被補，便馬上遣配出境，而有的無法堅持下去，只好

打道回老家去了。 

還有一些年輕時(由未滿一歲至十三四歲)被父母帶他們偷入美

國。這些年輕非法移民，從小就接受美國教育，畢業於中、大學後，

本以為可望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因缺少一張“工卡”，被大小公司

拒於門外，因而感到異常失望。平心而論，犯法的不是他們，而是他

們的父母；不知者不罪，他們是無辜的，不應受到如此

的對待。 

話說 MARIA 在八歲那年，她的父親因生意失敗，便

帶著她和她的母親，冒著千辛萬苦，從墨西哥潛入亞里

桑那州的南部邊境。幸得親人的照應而暫時落腳下來。

數月後，一家三口又逃到洛杉磯(LA)，父親便在友人的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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雜貨店工作，MARIA 跟著友人的女兒一同上學。每日外出時，她的母

親都提醒她千萬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以免被學校當局發現。若然學

校通知警方，屆時不只將他們全家遣配出境，且連累他們的友人犯上

僱用非法移民之罪。因此 Maria 從小就過著逃犯般的生活，直至高中

畢業。由於成績優異，她深得老師的器重，被選為代表畢業班向家長

致辭。除品學兼優外，她還頗有設計天才，老師等均鼓勵她繼續上大

學攻讀建築工程。結果有四間名校錄取她，其中一間是 UCLA。該校給

她二年獎學金，她便決意進入該校繼續進修。在大學期間，她一面勤

力學習，一面工作，幫補家用。她每天搭公共車上學，來回要花上三

四個鐘頭，有時一早便要趕到車站等公車。碰到有 Part-time 工作，

如照顧小孩或擔任健身助理等，就要等到深夜才拖著疲倦的身軀回家

去，生活苦不堪言。如是者捱了四五年，終於在去年六月以榮譽生畢

業。如今，同班同學早已任職於各大公司，而她卻仍未找到一份合適

的工作，她感到非常失望。某大公司的一位人事主任對她的品格和學

識極為賞識，若不是她的身份，願以重金聘請她。 

又有一位來自哥倫比亞的年輕非法移民，畢業後參加律師會考，

順利通過而取得律師執照，且已擇日開業。不幸被移民局發現，他是

個非法移民，而立即取消他的執照，十多年心血化為烏有。 

常言道：天無絕人之路，正如主耶穌所說的：“所

以我告訴你們，不要為生命憂慮吃甚麼，喝甚麼；為身

體憂慮穿甚麼。生命不勝於飲食嗎？身體不勝於衣裳

嗎？你們看那天上的飛鳥，也不種，也不收，也不積蓄

在倉裏，你們的天父尚且養活牠。你們不比飛鳥貴重得

多嗎？”這段經文叫一切有憂慮的人，不必過於憂慮，

上帝看顧小麻雀，也必看顧他們。 

終於在今年六月十五日，他們的祈求，得到主的應許。奧巴馬總

統在白宮宣佈一項行政命令，馬上停止遣配三十歲以下的非法移民。

這是由於總統了解到這群年輕移民從小就接受美國的教育，且效忠美

美國的國旗，與同學建立良好的關係，熱愛美國的文化，過著美國人

的生活習慣，在他們的腦海裡和內心深處，是個百份百的美國人。這

一政策可讓一百三十萬年輕的非法移民，申請成為

合法移民。總統又說，既然國家已化上不少金錢和

時間教育他們成才而不給予機會，讓他們發揮所學

的知識技能，為社會服務，實為國家的損失。 

茲將該行政政策之細節列下： 

(有下面條件者可申請暫時合法居留) 

1. 非法進入美國年齡在十六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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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目前未滿三十歲； 

3. 在美一直住滿五年； 

4. 擁有中學畢業證書； 

5. 無犯罪紀錄； 

6. 無威脅國家人民之生命安全。 

任何一個法令必有正反兩面。反對非法移民的團體與人士指出：

未來將有半數大學畢業生找不到工作，而高中學生的失業率亦將飆

升。他們強調這項政策對於奮發向上的美國公民和合法移民非常不公

平。但一位在童年時跟著無身份的父親進入美國的亞裔大學生，就在

總統宣佈這行政命令後，在白宮外圍興奮地向著一大群青年學生說：

“我為這一天的到臨，感謝上帝，這政策將改變我的一生。”那些在

社區大學就讀，而一度面臨遣返的年青非法移民，如今拜這項特赦令

之賜，可望完成他們的學業了。 

多年來向政府爭取移民合法化的團體與人士取得了一大勝利，奧

巴馬總統結果給青年非法移民啟開了機會之門。今年是總統大選年，

兩黨在競選期間對決；盼望有心人士襯機會運用各種政治手腕，令得

這個複雜的非法移民問題，早日得到解決。  
         月前去了一趟台灣，見到了徐牧師（圖一）；徐師母剛巧去了星加坡和東歐旅行，沒有碰上。近幾年加入本堂的教友，可能對徐牧師比較陌生，他是 1998–2005年聖加百利堂的主任牧師，零五年在本堂退休後定居台灣。在台灣的時候，徐牧師一再囑咐，要替他問侯本堂各位教友。                                  所以，首先，我在這裏正式轉達：                 「「「「徐牧師向聖加百利堂各位教友徐牧師向聖加百利堂各位教友徐牧師向聖加百利堂各位教友徐牧師向聖加百利堂各位教友問安問安問安問安！！！！」」」」    那是一個星期六的下午，與徐牧師約好到台北近郊汐止，一起去探望龐得餘牧師。龐牧師退休前是香港聖公會諸聖中學校長，並先後兼任深水埗基愛堂和荃灣荊冕堂牧師。退休後因為健康原因，由龐師母倍伴在台灣療養（圖二）。

TiTiTiTim Waim Waim Waim Wai    

((((圖二圖二圖二圖二))))    

((((圖一圖一圖一圖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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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牧師和師母曾經幾次來訪我堂，跟大家有數面之緣。我與徐、龐两位相識於大學團契，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 在龐家短暫勾留之後，就與龐牧師和師母，由徐牧師開車，出發南下台中市。那是因為徐牧師翌日要在台中聖雅各堂主持英語聖餐崇拜，邀我們一起去「走走」。聖雅各堂是久違之地，就欣然上路了。 台中市距台北有近三小時的車程。我們當晚就在雅各堂的招待所過夜，翌晨參加崇拜（圖三）。在台中期間，蒙雅各堂陳金地牧師，林立峯牧師和陳智謀堂監（堂長）熱情接待，讓我這個「扳」兩位牧師「車邊」的閒角，也可以賞美景，嘗美食。台中諸位高誼隆情，無任銘感。 徐牧師退而不休，隔週就去台中事奉。週六去，週日返，僕僕於台北、台中之間。因為肱骨關節毛病，徐牧師這幾年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可幸最近已經好多了，起碼去年依賴的拐杖已經不必使用，開車就更沒有問題了。 從台中回到台北之後不久，我們更召集了一個飯局，還找來以前團契的王偉文敍舊 （圖四）。席間緬懷故人舊事，伴着「食養山房」的私房美饌，至今仍然回味。 席散後我想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團契生活，一直延續到今天。一般講法是緣分，我信是 神的祝福。如果這些年來大家都不是在主內生活的話，能有這日久彌新的團契嗎？ 徐牧師除了在聖雅各堂事奉，也在台北的聖公會聖約翰大學和教區神學中心授課。就是因為教職的牽拌，沒辦法與師母一起暢遊東歐，留在台灣直頓足。 除了這些工作外，徐牧師還在消防隊兼職。這些時候台灣那個教堂出了什麽問題，遇到什麽困難，都會找他去排難解紛。因為到處救火，徐牧師自喻為消防隊隊長。  標題的稱號，不是我起的。◎ 
 

 

 

（（（（圖三圖三圖三圖三）））） 

（（（（圖四圖四圖四圖四）））） 



 12 

 

蝦蝦蝦蝦（（（（三三三三）））） 

蝦的烹調方法多種多樣，今期我同大家分享“蒸”蝦的做法。蒸
蝦，可以是清蒸、蒜茸蒸、紹酒蒸、檸檬蒸……。 

蒸蝦一般選用個體較大的游水蝦或鮮蝦，有頭蝦或無頭蝦都可
以。前期加工：（1）用剪刀剪去蝦槍、蝦鬚和蝦腳；（2）如果要蒸
“原隻蝦”，用刀在背部切開約八分之一英寸深，挑去蝦腸，洗淨待
用；如果要蒸“開邊蝦”，則在背部落刀，將蝦切開兩邊，挑去蝦腸，
洗淨待用。 

請注意，蒸蝦的時間要把握好，剛熟透就好，如果蒸過火，蝦的
肉質不爽，肉味不鮮，口感很差。例如：30 至 40 規格的蝦 1 磅，碟
上放單層蝦，大約蒸 4 分鐘上可以熟透。當你看到蝦殼紅紅，蝦肉變
白，沒有通透感，蝦就是熟了。 

清蒸大蝦清蒸大蝦清蒸大蝦清蒸大蝦 
材料：大蝦、食油。 
制法：（1）將前期加工好的蝦擺放到碟上，淋上少許食油，待用；

（2）在鑊里加清水並燒至水滾，將蝦放入隔水蒸約 3 分鐘，蝦剛熟
透即可取出，食用時可配上佐料。 

佐料：佐料是跟菜餚一起上席用來佐食的味料。介紹幾種適合用
於清蒸大蝦的佐料如下： 

（1）魚豉油：準備適量“蒸魚豉油”待用，在一小瓷碗裡放入蔥
絲和少許薑絲待用。燒熱油少許淋到蔥絲和薑絲上。將蒸魚豉油放入
鑊裡燒熱然後倒到瓷碗裡，再放入少少味精或雞精，即成。喜歡吃辣，
可在放入蔥絲、姜絲時加入一些鮮辣椒絲或辣椒乾。 

（2）薑蒜茸：按 3 比 1 的份量準備適量的蒜茸和薑茸，混合放入
瓷質味碟裡，放入適量精鹽，燒熱油淋上，油的用量以剛浸過薑蒜茸
為好，然後放入少少味精或雞精，撈勻即成。 

（3）薑蔥茸：按 3 比 1 的份量準備適量的蔥茸和薑茸，混合放入
瓷質味碟裡，放入適量精鹽，燒熱油淋上，油的用量以剛浸過薑蔥茸
為好，然後放入少少味精或雞精，撈勻即成。 

囉嗦幾句：“白灼蝦白灼蝦白灼蝦白灼蝦”的味道與“清蒸蝦”大致
相同，所用的佐料也基本相同。吃白灼蝦時，用手邊
剝殼邊吃蝦肉，邊抹手邊傾談邊飲酒，風味就有所不
同了，你認為如何。白灼蝦的製法是：蝦用原隻，不
用開刀。燒滾水，將蝦放入滾水裡，開中火，浸至蝦熟，撈起上碟，
即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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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ed be God for my happy holiday in July. My family was reunited in 
UK for Ambrose graduation ceremony, and then we made a tour to Italy 
and Austria. We also took the chance to see our friends. We enjoy visiting 
them and the interesting talks with them, of which I am happy to share 
with our readers. 
 
We visited a missionary couple just coming back from Turkey. They were 
so kind to invite my family to stay with them for dinner. And there after, 
we chatted and we shared, and I was much benefited from his aspiring 
sharing. The couple was professionals who enjoyed a rather stable and 
comfortable life in UK. Seven years ago, they got a call and they left UK 
with their little children to Turkey. They started from learning Turkish, get 
acquainted with the environment and people, and serve the church 
modestly. Through their personal experience, I realized that being a 
Christian in Turkey is difficult and even a challenge. 
 
Perhaps, let us first take a look of Turkey in the history of Christianity. “It 
was in Antioch that the disciples were first called ‘Christians’.” (Acts 
11:26). Antioch is today’s Antakya which is situated in Turkey. According 
to tradition, Virgin Mary had her last days in Ephesus, which is in 
present-day western Turkey. St Paul was born in Tarsus, which is in 
present-day Turkey. St Timothy was born in Lystra, which is also in 
present-day Turkey. Turkey is also home to the Seven Churches 
(Pergamum, Thyatira, Sardis, Smyrna, Philadelphia, Ephesus, Laodicea) 
of Asia as mentioned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s. The Nicene Creed 
which we pronounce every Sunday is a resolution of the Ecumenical 
Council of Nicaea. Nicaea is the present-day İznik, which is situated at 
the north-western Turkey. Moreover, Hagia Sophia, a former Orthodox 
patriarchal basilica, used to be known as the world’s largest church from 
360 AD to 1453AD, is situated in Istanbul, Turkey. Hence, Turkey plays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hurch history. 
 
Sadly, this great church had become a mosque on 29 May1453 until 1931; 
then, to become a museum. The fate of Hagia Sophia marks the similar 
fates of numerous Christian churches in Turkey- converted to mosques or 
museums. It also reflects the misfortune of Turkish Christians had faced 
down the centuries. It dates back to the 14th century when Turke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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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aded by the Mongolian. The Mongol army embraced Muslims to 
exterminate the Christians, so numerous Christians were massacred. Early 
last century, since 1915 the Turkish Ottoman Empire launched the 
Armenian genocide, an ethnic cleansing operation. More than one million 
Christians were killed (However, the Turkish authority denies this 
genocide, and it has become a taboo in Turkish society). As a result, the 
Christian population of Turkey falls from the estimated 2 million to just 
about 45,000 members (Catholics, Orthodox and Protestant inclusive) at 
present- less than one percent of the Turkish present population. 
 
When one finds himself being the single Christian surrounded by 99 
Muslims, one certainly experience some sort of stress. Although Turkey is 
a free and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is a 
constitutionally guaranteed right. However, one cannot evangelize the 
Christian gospel to those under the age of 18 (not applicable to Islamic 
faith). Christian congregations in Turkey have to submit the details of 
their church members to the authority for record from time to time. 
Christians, as all other faiths, have to declare their religious affiliation at 
the back of their identity card. This subjects Christian, as a religious 
minority, to more discrimination and makes their life more difficult with 
regards to employment, housing and education. The 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has ruled in 2010 that such practice violates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f Human Rights, and the Turkish Authority has to stop the 
practice. Christians in Turkey has virtually no chance to witness the faith 
through education, medical care or social services, for these areas are 
already monopolized by the Islam. Moreover, the news of clergies, 
missionaries, and Christians being arrested, tortured, or even killed is 
reported from time to time. As a missionary, one has to be very 
circumspect as walking on thin ice. 
 
To be a Christian in Turkey is quite a challenge, to be a missionary in 
Turkey is amore serious challenge! Yet, those Turkish brothers and sisters 
command my total respect because they are those who live a life before 
the world that is “not be ashamed to confess the faith of Christ crucified”. 
On the contrary, few of us treasure the freedom of religion we enjoy in the 
West. Through our words and deeds, many of us live a life that is “not be 
ashamed NOT to confess the faith of Christ crucified”. What an irony! Let 
us remember in our prayers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Muslims countries, 
and be renewed in Christ.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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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為本堂 30 周年堂慶感恩禱告：求聖靈帶領我們籌劃感恩崇拜、退

修會、聚餐等等事宜，讓我們能夠藉著這些活動傳揚主的福音。 

2. 為欠安的教友禱告：因著健康問題無法於主日前來主的聖殿敬拜和

讚美主的弟兄姊妹，願主常與他們同在。 

3. 在美國東岸、中國大陸及香港，近日許多居民因著暴風淫雨肆虐而

成為災民，有些失去了家園，另一些失去親人，我們特別為他們

禱告：求主安慰他們，又賜他們力量，俾助克服困難。 

4.我們為有幸居住在南加州，免於皎熱炎暑和頻仍天災而感恩。求主

沛賜福澤給普世人民，讓所有的人同沐主恩。                        

（Iris Wai提供代禱文稿) 

Hagia Sophia 聖索菲亞座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