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堂各部門正在密鑼緊鼓，籌備 30周年堂慶活動，包
括：堂慶聯歡聚餐、堂慶紀念品、招登堂慶賀格、詩班獻
唱等等。 

筆者於 20年前參加聖加百利堂，親身經歷期間教會的
發展，印象深刻；至於之前的十年，從過去文字和圖片紀
錄，牧者和長老的相告，亦知其發展梗概。前人努力耕耘，
建立基業，後人當好好珍惜。 

這三十年來，人事的變遷、環境的邅遞，期間有艷陽
普照，叫人喜樂的日子，亦間有陰雨風寒，叫人擔憂的時
刻，不過到頭來，原來上主總是在前帶引，在後扶持。 

上主恩祐，教會眾弟兄姊妹一貫以來蒙神祝福，他們
如同精兵，以十字架為旗號導向，奮勇爭戰，接續前行。
經過整整一個世代──三十年，現在我們的聖加百利堂終
於成了洛城蒙特利公園市向華人傳福音的穩固前哨基地。 

今時今日的洛城蒙特利公園市和鄰近的幾個城市，遍
居來自五湖四海的華人同胞，他們從事不同的行業，有不
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經歷，我們有責任，盡可能向他們提
供各方面的協助。‘非以役人，乃役於人’，乃是我們堅
守的信念。 

其中有很多人更是從來未曾接觸基督教，又或對教
會、對耶穌基督認識不深，我們更加有需要作光作鹽，悉
力向他們傳福音。 

教會不同於一般的聯誼會、同鄉會，我們不能原地踏
步，固步自封，只顧社團自身的好處。蒙神祝福的教會，
必須拿出屬靈生命的活力，肩負神託付的使命，向前推廣
福音，撒播福音的種子。 

撒種子、傳福音，叫人信主，從來不是速成和簡單的
事，不能急於求收穫。一個人在他得救之前，不知有多少
人在他身上工作過；他服膺主道，堅信耶穌，是神的計劃。 

求上帝在以後的日子，加添聖加百利堂傳福音的力
量，好叫‚上帝的道繼續擴展，日見興旺。‛(徒 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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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們感謝主，引領田睿弟兄在八月十九日來到洗禮盆前領洗，成為

基督奧秘身體的一員，聖加百利堂大家庭的一份子。願主帶領他的腳縱

不離主的恩佑，在此世上為主作鹽作光。每次舉行聖洗禮時，我們都懷

著一顆喜樂的心來參與，因為上帝藉聖洗禮，使他的名得榮耀，又增加

了我們的成員。每次聖洗禮也是極有意義的，因為我們在見證新葡歸主

的同時，也一同重宣自己的聖洗誓約，督促自己要活像一位似模似樣的

基督徒。 
  

十九世紀在義大利的沙維豪有一位聖者，名叫聖多明尼 (St Dominic Savio, 

1842-1857)，他為我們留下一段名言，道出做真基督徒的秘訣。他說：『我

未有本領做大事，但無論做任何事，哪怕是最小的事，我都願意為上帝

更大的榮耀而作。』 
  

按聖多明尼的意思，我們追求理想的基督徒生命，無需着眼於大事上。

我們不一定要梯山航海，到偏遠的地方傳道，使萬人歸主才算是一位真

正基督徒。我們也不一定要傾一生的精力鑽研信仰，把聖經倒背如流，

為後世留下屬靈經典巨著，才能成為一位真正基督徒。我們也不一定要

傾家蕩產，把所有的都捐獻給窮人及教會，造福眾生，加益教會，我們

才配稱為一位名副其實的基督徒。若我們有這樣的福氣能如此行，當然

是一件極馨香的獻祭。但聖多明尼告訴我們，追求真誠的信仰生命，並

不意味一定要做驚天動地的大事。 
  

我們都是尋常百姓，我們面對的也是跟一般人所面對的無異，都是環繞

著或吃、喝、睡、行的事，或家事、趣事、鎖碎事、八卦事，或感情事、

開心事、激氣事…我們要追求理想的基督徒生命可以從這些尋常事入

手。因為主耶穌所要求我們的豈不是：我餓了，你們給我吃，渴了，你

們給我喝；我作客旅，你們留我住；我赤身露體，你們給我穿；我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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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看顧我；我在監裡，你們來看我 (馬太福音 25:35-36)。吃飯，喝水，

穿衣，陪伴，探望都是一些平常事，但我們「因為門徒的名」(門徒即主

耶穌的代表，馬太福音 10:42)而做好這些小事，我們就是盡了自己的本

份，我們就立足於理想的基督徒生命中。 
  

聖多明尼離世時只有十五歲。他短暫的人生未能讓他有足夠的年日在世

上立業；也沒有足夠的時間讓他鑽研信仰，博古通今，為後世立言；但

他短暫的一生都立足於上述一段話，為我們留下善表，可謂立德也。不

單如此，『為上帝更大的榮耀而作』這句話更是一把便利尺，讓我們應對

諸事時，隨時可以拿出這把尺來，量度自己的抉擇，幫助我們更有把握

去作一位長進的信徒。 
  

本堂將於十月七日上午十一時舉行建堂三十週年感恩聯合崇拜，並於晚

上六時舉行堂慶聚餐。請大家在禱告中為我堂在這三十年來所得的恩

典，數算一番，好讓我們當日由衷地讚美感謝主；更請大家為我堂的未

來發展祈禱。又煩請大家一起做一點小事：請周知不常來堂的教友，邀

請他們回家參加堂慶崇拜，邀請他們參加晚宴，邀請他們來登賀格…聖

加百利堂需要大量工人應付教會中很多尋常事、瑣碎事，希望大家都可

以主動參與；若要推辭，請首先要自問：我這樣決定，是否榮耀上帝？

讓我們聖加百利堂全體信眾一起作小事，為上帝更大的榮耀做一點小

事。願主保佑大家。 

 

你的牧師 
盧君灝 

1. 為本堂三十周歲感恩，讚美上主。 
2. 為本堂各項傳揚福音事工禱告，包括：各團契、查經班、主日學、青年

團、關懷新移民等事工等等。求聖靈帶領我們靈命不斷增長，又能夠藉
著各項事工，興旺主的教會。 

3. 為敍利亞的衝突禱告：求主平息該國的紛爭，對敵者在主愛裏得復和，
使當地人民重享太平。求主安慰在動亂中失去家人、親友、家園的人。 

4. 為香港九月的立法會選舉禱告：求主賜香港選民智慧，選出行事合乎神
旨意的議員，建立一個謀求公義、和平、民主的議會。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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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nfeng 王劍鋒 9 月 1 日 WONG, Yu Chun 黃尹如珍 9 月 12 日 

LIU, Charlie Qiu Chen 劉秋塵 9 月 2 日 FOK, Janice 霍惠枝 9 月 13 日 

CHEW, Grace Yung 趙翁少芳 9 月 3 日 WU, Paul 吳睿聰 9 月 13 日 

LIU, Serena Tsz Ching 廖紫晴 9 月 3 日 MAK, Jenny 麥陳艷素 9 月 17 日 

TAN, Jin-Xiong Wu 譚吳巾雄 9 月 4 日 TIAN, Rui 田睿 9 月 20 日 

WONG, Anne Cheng 王鄭安妮 9 月 5 日 HO, Tina 何潔妮 9 月 23 日 

FOK, Iris 霍惠榆 9 月 7 日 FU, Jialin 符嘉麟 9 月 23 日 

WU, Betsy 吳裕翠 9 月 11 日 GAO, Fei 高飛 9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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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day School students, lead by Uncle Charles, went 
to Soak City in Orange County in August, they had a 
lot of fun!  For detail, please see the drawing & 
message from Patricia and Katherine in the column of 
“教友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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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十九主日舉行早午堂聯合崇拜及聖洗禮，我們歡
迎田睿弟兄到主的聖教會領洗，成為基督的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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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馬尼拉聖公會神學院是一座優美而莊嚴的學院，建立在郊外的一

座山上，周圍環境優雅，花木茂盛；後面是一排木屋，是學生宿舍；山下有

一間白色的醫院，馳名遠近。 

    三十多年前的一個主日，神學院舉行畢業典禮，那天我代表聖彼得堂出

席參加盛典。主講人是當時的主教賈班賓，記得當恭請他上台作主講時，他

一開首就將下面的經文向觀眾讀出： 

‚過了六天，耶穌帶著彼得、雅各，和

雅各的兄弟約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們

面前變了形像，臉面明亮如日頭，衣裳潔白如

光。忽然，有摩西、以利亞向他們顯現，同耶

穌說話。彼得對耶穌說：主啊，我們在這裏真

好！你若願意，我就在這裏搭三座棚，一座為

你，一座為摩西，一座為以利亞。‛(太17:1-4) 

    讀畢他向聽眾講解經文中的彼得之所以喜歡在這座山上，很可能那時他

是第一次有幸見到臉面榮光的基督的和代表律法的摩西及代表先知的以利

亞，心裡自然感到無限的興奮和榮幸。至於他為何要為耶穌、摩西、以利亞

搭三座帳棚呢？原因很簡單，既然他喜歡這裡，自然就想和他們三位多留一

段時間在這山上，不想下山返回地上。 

    過去主教賈班賓鑒於不少學生畢業後，他們仍留戀神學院的優雅環境及

舒適的生活，不想馬上下山工作，故此他引用這段經文提醒他們。山上雖好，

但不要忘記他們的主要使命，趕快下山去，將主耶穌的福音，傳揚出去，引

人歸主。他語重心長，諸多激勵。 

    前一個週末，在清理一些舊物時，偶然找到一本以前在菲時所寫的日

記，急於翻開來讀，發現裡面有一篇是主教賈

班賓在那天舉行畢業禮的講章，記載的日子是

八月六日，剛好是基督易容顯光日

(TRANSFIGURATION)。一時心血來潮，腦海不

停叫我寫些有關基督改變形像的事蹟及其意

義。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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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方教會對‚基督易容顯光日‛極為重視，早在公元 1000 年就開始舉

行紀念，但西方教會則延至公元 1456 年才開始舉行。 

    主耶穌帶著三個愛徒上山去祈禱，禱告的時候，祂的面貌就改變了，衣

服潔白放光。這座山名叫大寶山 (Mt. Tabor)，有 1886 呎高，山頂建有一

座教堂(Franciscan Church of Transfiguration)，以紀念當時改變形像的聖地。 

    主耶穌是第一次在人的面前改變形像，也是第二次由祂的天父宣佈祂是

上帝的兒子。‚有一朵雲彩來遮蓋他們；也有聲音從雲彩裡出來，說：這是

我的愛子，你們要聽他。‛(可 9:7) 這次有神和人的代表作証。第一次是

在施洗約翰為耶穌施洗時由馬太、馬可和路加三福音作証，‚眾百姓都受了

洗，耶穌也受了洗。正禱告的時候，天就開了，聖靈降臨在他身上，形狀彷

彿鴿子；又有聲音從天上來，說：你是我的愛子，我喜悅你。‛ (路加 3:21-22) 

    依照舊約的律法，要証實耶穌基督向三個門徒改變形像的事蹟，必須要

有三人作証才算是合法，這裡有三福音的記載 (馬太 17:1-3；路加 

9:25-36；馬可 9:2-9)，除此還有三位人性代表：彼得、約翰和雅各，及神

性代表：有上帝本人、摩西和以利亞。‚人無論犯甚麼罪，不可憑一個人的

口作見証，總要憑二三人的口作見証，才可定案。‛(申命記 19:15) 

    耶穌易容的最大目的是要堅固那三個

首要門徒的信心，使他們認識基督的神

性，往後能擔當的苦難日子，同時也是一

種直接從天而來的偉大見証，証明主耶穌

就是舊約全部預言所應驗的那一位。 

    耶穌向門徒改變形像的事蹟記載在三

福音中，大家公認是主耶穌五大重要事蹟

之一，其他四個是：耶穌受洗、被釘十字

架、復活和升天，今日這邊(北美)教會仍未像東方教會那樣重視這個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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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號是八

月份的第一個主

日，國語團契青年

們一行 15 人在午

膳之後舉行第三

次的團契活動。 

    夏日炎炎，大

家建議一同驅車

前往聖塔蒙妮卡

海邊遊玩。到達之

後，涼快的海風從

髮梢掠過，連頭頂的烈日也不再熾熱了。愛玩水的男生們紛紛到海邊去，他

們一邊踏浪，一邊撿拾

漂亮的貝殼；而愛美的

女生們也毫不示弱，相

約前往購物街，收穫的

不只是漂亮的衣物，還

有的是夏日海邊愉悅的

心情。 

    這一切都要感謝我

們的上帝，是他創造了

天地萬有，將美麗的大

海，醉人的椰風，燦爛的陽光和愉快的心情都賜給了我們，讓我們度過了一

個美好的夏日午後。 

劉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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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week 8-12-12 April, Anna, 

Matthew, Alex, Uncle Charles, 

Iris, Patricia and me went to Soak 

City. We went on a ride called 

'Pacific' that ride was creepy. 

When you sit down on the tube, it 

goes down it goes swish, swish, 

up, down, and goes up. The next 

thing we do we went on the Beach 

House and got really wet.' 

----Katherine Tsai  

 

„Knott Soak City was fun! Matthew, Katherine, and I got hurt. We went 

on the Pacific Bay Current and the 

typhoon. First, we went to the bay 

and there were man-made waves. 

After, we all went to the floating river 

current. Alex got us a lot of tubes for 

us. Then, we waited to go on the 

typhoon. My sister, Iris and I ate a 

hamburger combo and a fruit salad. 

All of us waited for like an hour. When we dropped, at first it was scary 

then it was fun. At last, we went to the Beach House. We got poured. It 

was so much fun. I enjoyed it a lot!' 

---- Patricia Ch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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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年輕士兵在戰場上經歷了一場可怕的戰爭，他的營隊遭到敵人

猛烈的砲擊，只剩少數的士兵四散逃亡。 

這個年輕士兵用盡力氣往前跑，可是急忙中卻跑錯了

方向，離他軍隊紮營的地方越來越遠。等他會意過來，已

經是後有追兵，難以回頭了。 

他只好繼續往前衝，不再寄望他營區的同伴能給他什麼

支援。 

他心裡充滿了絕望與害怕。最後，他跑到一個崖邊，旁邊是

一個黝黑的崖洞，他已經全身無力、再也跑不動了。他知道後面

追兵將至，於是躲進崖洞裡，希望能逃過一劫。 

他匍伏在地，把自己藏在黑暗裡，急切地呼求上帝，求上帝救他躲過敵

人的追趕。 

他向上帝發願，如果上帝救他一命，他一定終其一生侍奉祂。 

當他禱告完，一抬臉，眼前出現一隻蜘蛛，正在洞口開始結網，細密的

網線慢慢地從洞的這一邊織到那一邊。 

他心想，真諷刺啊，我求上帝派天兵天將來救我，祂卻派一隻蜘蛛，蜘

蛛要怎麼救我呢？ 

不一會，他聽到敵兵接近的聲音，他們拿著長槍刺刀在搜尋逃脫的他。 

兩名敵兵站在洞前，剛好蜘蛛結完網，蛛絲蓋住了整個洞

口，在夕陽裡閃著光芒。 

敵兵往裡面瞭望，退回去，對同伴說：不可能躲在這裡

的。要躲進去一定會弄破蜘蛛網的。蛛網沒破，肯定不在裡

邊。我們走吧! 

幾年後，這個年輕士兵果真成為忠實的傳道人。他不斷

見證上帝是如何在看起來完全絕望的時候拯救他。 

他說：有上帝同在，蜘蛛網就如堅固的城牆，沒有祂同在，再堅固的城

牆也比不上蜘蛛網。” 

 

讀後感想：各位，上帝拯救我們不一定需要使用一些非常大或觸目的東西, 
反而會利用一些我們每天都不理會的東西來救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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蝦（四） 
今期我向大家介紹“炸”蝦的兩道菜式：“椒鹽蝦”和“西汁蝦”。 

椒鹽蝦 
材料：原只蝦（也可以用無頭有殼蝦）、淮鹽、辣

椒絲、蔥花、味精、乾生粉、食油。 

製法：（1）將蝦剪去蝦槍、蝦鬚、蝦腳，然後開背

並挑去蝦腸（也可以不開背），洗淨並瀝去水分，

待用。（2）炸蝦：把適量油放到鑊裡，開火將油燒

至華氏 370 度左右，將蝦拍上乾生粉，隨即放到油鑊

裡炸至蝦熟呈金黃色，撈起待用。為減少食油的用

量，可以將蝦分二或多次炸。（3）燒紅鑊，放入少許食油；放入蔥花、辣

椒絲炒勻；放入炸熟的蝦，再灑入淮鹽炒勻，關火；放入適量味精炒勻，上

碟即成。 

注：（1）不喜歡辣味，只要不用辣椒絲就是了。（2）喜歡香蒜味道，燒紅

鑊，先放入蒜茸並爆香然後放入蔥花、辣椒絲。 

西汁蝦仁 
材料：沙律醬、食油、乾生粉、（中或大）蝦仁。 

製法：（1）準備好沙律醬：從超市購買的沙律醬即可用。有人喜歡將一些

“煉奶”和少許“鮮檸檬汁”加入到沙律醬裡，味道更宜人。（2）將蝦仁

醃好，待用。（3）燒滾水，放入蝦仁滾熟即撈起瀝去

水分待用。（4）炸蝦：把適量油放到鑊裡，開火將油

燒至華氏 370 度左右，將熟蝦仁拍上乾生粉，隨即放

到油鑊裡炸至蝦仁的表面稍硬，呈淺黃色即撈起瀝去

油。（5）將炸好的蝦仁放到一個容器中，並將沙律醬

放入，與蝦一起撈勻，上碟即可食用。 

注：炸蝦仁時，油溫要高，炸蝦的時間不可太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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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爵 

依納爵 

 
 

       

 
 

   

曾經讀過一則很感人的見證，蕭克諧牧師回憶在他年輕的時候，上主

召喚他發展兒童主日學的事工，他將當時僅有的積蓄──港幣四十二元，全

數奉獻出來，放在一個盒子裡，作為兒童工作基金。他向上主許願：從今以

後，他願意在主的幫助下，按時從經常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放在這奉獻盒內，

也隨時把一切額外的收入，包括講道、寫作的收入全數放進去。四年之後，

當他到美國進修前，就將四年來的收入和支出做了一個總

結。令他感到驚奇的是，雖然他的收入少得可憐，但是前後

竟有幾千塊從那個小盒子中出去了。更令他驚奇的是，盒子

裡還有一些錢。多少錢呢？不多不少，就是四十二元。這一

個小小的經驗不但叫他學習了一個寶貴的、終生受用不盡的

奉獻功課，而且更堅定了他從事兒童工作的信心。這件事告

訴我們，只要我們全心信賴上帝，奇蹟就會發生。 

  上帝實行奇蹟，原不需要人的參與，但是人的參與和回

應，讓人更體會到上帝對人的愛是如何廣、寬、高、深。 

  舊約時代，以利沙先知將「初熟大麥做的餅二十個，並新穗子」分給眾

人吃。他的僕人問：「這一點豈可擺給一百人吃呢？」(王下 4:43a)以利沙

說：「你只管給眾人吃吧！因為耶和華如此說，眾人必吃了，果然還剩下，

正如耶和華所說的。」(王下 4:43b)以利沙的師傅以利亞先知，也曾經向一

個婦人拿點水喝，取點餅吃。這婦人卻告訴他，家中窮得只有足夠做一個小

餅的麵和油，實在沒有甚麼剩餘的可以拿出來分享。她打算吃完以後，便和

兒子一起等死。以利亞告訴她：「不要懼怕！可以照你所說的去做吧！只要

先為我做一個小餅拿來給我，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做餅。因為耶和華──以

色列的上帝如此說：罈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裡的油必不缺短，直到耶和華使

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王上 17:13-14)那個寡婦就照以利亞的話去做了，

罈裡的麵果然沒有用完，瓶裡的油也沒有缺少。整整一年，他們三人都沒有

餓死。 

  由此可見，上帝憐憫人的需要，而不斷予以守護。「萬民都舉目仰望你；

你隨時給他們食物。你張手，使有生氣的都隨願飽足。」(詩 145:15-16)當

我們每次念主禱文：「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就

是我們堅信上帝不斷供應我們的需要。 

  福音中，安得烈找到一個擁有五餅二魚的小孩，把他帶

到耶穌跟前，讓耶穌施行奇蹟。聖經上多次記載了安得烈把

人帶到耶穌跟前，他曾經把自己的兄弟西門彼得帶到耶穌跟

前。他接觸耶穌後，很高興的立即回家把自己的兄弟一併帶

奇   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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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他是這樣一個十分樂意把人帶到耶穌跟前的人。另一次則記載有一班希

臘人想見耶穌，他便立刻把這班外方人帶到耶穌面前。我們又是否願意在生

活中，將人帶到耶穌面前，介紹身邊的朋友認識耶穌基督呢？ 

  那個小孩帶著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很可能是他一家人路上的食糧，他

天真的把家人的食糧奉獻出來，沒有想到自己的五餅二魚足夠多少人吃，他

只是知道其他人沒有食物，很願意將自己的所有拿出來與人分享，即使只是

微不足道。上帝給每個人有不同的恩賜，有的人多，有的人少，不過重要的

不是計較恩賜多還是少，而是我們是否願意善用上帝給我們的恩賜，甚至跟

其他人分享？如果我們沒有善用上帝給我們的他連得，就像耶穌所講的，有

的，還是加給他，使他富足，沒有的，連他手中有的也要奪去。上帝願意我

們善用我們的恩賜，去建設和服務教會。無論我們有多少，都可以像這個小

孩一樣，拿出五個大麥餅和兩條魚出來，讓耶穌施行增餅奇蹟。只要我們彼

此分享所有，奇蹟就會發生。 

  同樣，福音亦提醒我們，假使我們的生命錯了方向，就好像有些人看到

耶穌所行的神蹟，也吃飽了，卻要強迫耶穌作王。我們都聽過：「飽暖思淫

慾」，原祖父母犯罪，固然因為他們想好像上帝一樣，但是他們只因為樹上

的果子「好吃又好看」就跌倒了，提醒我們不要只停留在吃喝玩樂的層次，

生命還有更高的價值去追求。 

  增餅奇蹟的重點並不在人們吃飽了餅這個事實上

面，而是要帶出：耶穌能夠使人飽飫，耶穌本人就是生命

的食糧，擁有耶穌基督的人不再飢餓，超越了人生的追求

只限於物質方面，提昇到精神層次。就好像撒馬利亞婦人

跟耶穌相遇後，不再停留在只尋求飲水解渴，而是竭力尋

求耶穌基督──活水之泉，解除她的渴，永遠不渴，一直

在她內湧流到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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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of all, we are thankful to the Lord who led our brother Rui 

Tian to the baptismal font on August 19, and become a member in the 

mystery body of Christ, and a family member of St Gabriel‟s. May the 

Lord keep him in His guard and help him glorify our God by being the 

light and the salt of the world. The sacrament of Holy Baptism is 

always a happy worship to us because we know that God‟s name is 

glorified by converting a person to His grace, and that through baptism 

our membership is increased. Each baptism is also a meaningful event 

to us because we renew our baptismal vows with newly baptized in the 

service. The renewal of vows is a vibrant reminder for us to live a 

decent Christian life. 
 

There is a saint from Italy called St. Dominic Savio (1842-1857), 

he left us a quote which is also a key to live a true Christian life. He 

said: “I am not capable of doing big things, but I want to do everything, 

even the smallest things,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St. Dominic advised us that we need not concentrate on “big 

things” in order to pursue an ideal Christian life. In order to be 

considered as a true Christian, we can, of course, make long and 

arduous voyage to the far end of the earth to preach the Gospel. In 

order to become a sincere Christian, we can devout our lifetime energy 

to study theology and get familiar with the whole Bible thoroughly and 

write a great book. In order to become a loving Christian, we can 

donate all we have for the poor and the Church, to relieve the miserable 

and to support the church. If we can afford to do that, great! And it is 

truly a blessing and a fragrant sacrifice before the altar of God. If we 

are not able to do it, don‟t worry. For St Dominic tells us the pursuit of 

a sincere Christian life needs not implying to take a great endeavour. 
 

We are just ordinary people, in our daily life we face what 

common people face. We are no exception of our neighbours, our main 

concerns are around eating, drinking, sleeping or traveling. Our 

attention may be drawn to daily chores, funny episodes, trivial news or 

city gossips. Sometimes we are engage in emotional relationshi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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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ppy encounters or upsetting moments ... As to pursue a decent 

Christian life, these concerns, encounters and experience are where we 

should begin with. Is it not our Lord telling us that “for I was hungry 

and you gave me food, I was thirsty and you gave me something to 

drink, I was a stranger and you welcomed me, I was naked and you 

gave me clothing, I was sick and you took care of me, I was in prison 

and you visited me.” (Matthew 25:35-36). Eating, drinking, clothing, 

caring and visiting are so ordinary that can hardly draw any attention. 

However, if we do these insignificant things “in the name of a disciple” 

(disciple being the representative of our Lord Jesus, Matthew 10:42), 

we have done our part, we are achieving the ideal of a Christian life. 
 

St. Dominic passed away when he was 15 years old. His life was 

too short for him to establish any great career. His life was too short for 

him to study enough to become a distinguished theologian and to share 

his thoughts with his followers. Yet he lived a life based on what he 

was advocated, and he has left for us a holy example to follow. 

Moreover, the tenet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can serve as a 

measuring rod for us. This measuring rod is always available for us to 

evaluate how smart our choice is. It certainly helps to grow in faith. 
 

St Gabriel‟s is going to celebrate its thirtieth anniversary with a 

joint thanksgiving service at 11 o'clock on October 7th, which is 

followed by a parish dinner at 6:00 pm. Let us prepare ourselves by 

counting the blessings in the little things of our church for the past 

three decades. Let us come to praise God on that day with genuine 

thankfulness. Let us all participate in some little things: to pray for the 

future of St Gabriel‟s; to make known our celebration to those irregular 

worshippers, to invite them to worship with us, to invite them to dine 

with us, to invite them to post their congratulations in the Tidings. Our 

church has got so many little things and trivial things to deal with, so 

we need lots of labourers, and we call on every member of our 

congregation-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to get involved. I hope 

everyone will respond to the call actively. Always use the measuring 

rod-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even If you have to make other 

choices.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