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美國，感恩節後家家戶戶就張燈結彩來迎接聖誕節的來臨。通常在聖誕節的前一日，慶祝進入高潮，到處可聽到收音機傳來的聖誕歌聲及 Merry Christmas 祝賀之聲。聖誕節晚上，親友歡聚一堂，享用一頓豐富的晚餐後，各人到客廳圍坐起來，互相交換禮物，一家大小互祝聖誕愉快；午夜時分，他們到教堂去，做 Mid-Night Mass，然後參加一起去報佳音，宣稱救主的誕生，充份表現聖誕節的福音。     反觀這裡的除夕，除了喝酒狂歡外，便去觀賞煙花，沒有甚麼特色迎接新年的來臨，可以說是平淡無奇，無怪我華人說：“聖誕大過年”，意思是說：這裡是重聖誕，輕新年。     每年慶祝聖誕節，因世俗和商業化而無法表現出聖誕的真正意義。故此我們要把聖誕的福音宣揚出去，使人明白耶穌基督誕生的事實。聖誕的主要福音是滿有慈愛的上帝將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這個罪惡仇恨的世界，拯救萬民。“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因為上帝差他的兒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祂得救，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他不信上帝獨生子之名。”(約 3:11-18)   另一聖誕福音說明祂是如何來的，祂不是直接從天上降落來，而是道成肉身，為童貞女馬利亞所生，“必有童女懷孕生子，人要稱他的名為以馬內利。約瑟醒了，起來，就遵著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過來；只是沒有和她同房，等她生了兒子，就給他起名叫耶穌。”(太 1:23-25)  祂要跟我們人類一樣為“婦人所生”，進入這個世界和人類一起生活，要行我們人所要行的路，照聖經的記載：“因今天在大衛的城裏，為你們生了救主，就是主基督。……                             (未完，下接後頁) 

 1

轉眼間降臨期又來了，新的教會年又開始了。降臨期的主旨是期待：為真正慶祝在馬槽裡道成肉身的救主而期待；為我們救主的第二次再來而期待。現代文明的一個特徵是「快」，我們不大喜歡等待，只求速度和最終成果：開車要快、吃飯要快、做事要快，電腦要快，連水果、蔬菜、禽畜的生長期都要快，什麼都要快。然而，降臨期卻告訴我們，等待是一件好事，因為它可以體現我們的忠誠和提升我們的屬靈生命。 在繁忙的東京澀谷區鐵路站門前，有一座雕像，稱「忠犬八公像」，是一條秋田犬的雕像。這雕像後面有一個動人的故事。這條名為「八公」的狗是上世紀二十年代，東京大學教授上野英三郎的愛犬。「八公」每天早上送主人到火車站上班，傍晚在火車站迎接主人下班，風雨不改。1925年 5 月某天，上野教授在大學因病猝然去世。然而，不知情的「八公」卻仍在火車站苦苦等待它的主人歸來，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由 1925年直至 1935年 3月逝世為止。用狗的年齡來說，「八公」由青年等到壯年，壯年等到中年，中年等到老年，等了一生，就是等待主人下班，再一下擁抱。人們都嘖嘖稱奇，被「八公」感動，故此在 1934年 4 月，於東京澀谷站前為它樹立了銅像。此後，銅像附近的車站入口就被稱為「八公入口」。「八公」的真人真事，在2009年也被改編為電影「秋田犬八千」，由李察基爾主演。 雖然「八公」並沒有做過任何驚天動地、聳人聽聞的壯舉，但所有人都譽它為一條忠犬。它的忠誠就是體現在那平凡的等待，天天的等待，一輩子的等待。等待原來也是一種忠誠。我們作天父兒女的，若能心無旁騖，矢志不移地等待主的再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這也是一種信仰忠誠，這更是我們在降臨期需要學習的好功課。 但話說回來，「八公」的「忠」實是有點太悲壯，因它只是為等而等，而不知道自己是等待一位不再存在的人回來。我們作天父兒女的卻不是如此「愚忠」，因為我們確實知道：「人子要在他父的榮耀裡，同著眾使者降臨；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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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候，他要照各人的行為報應各人」(馬太福音 16:27)。主是存在的，主必再來。 那麼，我們要在那裡等待主的再來呢？在「八公入口」？在耶路撒冷？在聖堂？都不是。我們要在自己心內的隱密處等待主的再來。因為我們有時會自欺，以為自己所做的事、心中所生的惡念，可以避過上帝的眼目。我們跌倒，我們犯罪，我們胡混過活，是彷彿以為上帝不能看到我們。但上帝沒有監察的盲點，天父是在暗中察看我們的，「你禱告的時候，要進你的內屋，關上門，禱告你在暗中的父；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馬太福音 6:6)。因此，我們無論做任何事，都要像在父面前做的一樣。然而，我們都是軟弱的，我們常以為自己可以在上帝背後做事。所以我們需要用方法時時提醒自己上帝的臨在，幫助自己時時警醒。我建議大家在降臨節期中，每早洗面前先念一次主禱文，並特別著重「願父的國降臨」這一節，並把它時時掛在心中，這樣我們在天父的鑒察中就不便做一些調皮事。 如我們在降臨節期中能忠誠地等待，又不斷覺悟天父的臨在，那麼，降臨期就是體現我們對主的忠誠和提升我們屬靈生命的好時光了。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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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世界上的每個人禱告，願能早日聼到主的福音。 

2. 為本堂的兄弟姐妹禱告，願大家能熱衷查經，研經，更接近主。 

3. 為身心欠安的兄弟姐妹禱告，願大家能依靠主，尋找主，並能找到。 

4. 請求聖靈降臨，幫助我們行主所喜悅的事。                                                       （Daisy Man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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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十一月四日生日會的壽星 
 

 

 

 

 

 

 

  

AU, Clare 歐以恩 12 月 1 日 CHOY, Darren 蔡澧業 12 月 24 日 YIP, Pui Yu Wong 葉王佩如 12 月 4 日 JIANG Shiming 江施敏 12 月 25 日 Katherine Tsia 蔡宜君 12 月 5 日 KUO, Eric 郭裕立 12 月 25 日 LAI, Jimmy 黎志明 12 月 6 日 WANG, Ziyi 王梓伊 12 月 25 日 CHOY, Denial 蔡德良 12 月 8 日 CHENG, Wai Ching 12 月 26 日 KUO, Andrew 郭裕中 12 月 10 日 YI, Qi 易琪 12 月 28 日 KWAN, Andy 關啟翔 12 月 10 日 WAI, Pauli 韋建心 12 月 31 日 MISATO, Daniel 小泉榮龍 12 月 19 日 LOO, Sze Kai 羅思凱 農曆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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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炒炒炒 飯飯飯飯 (一一一一)  對以大米為主食的人們來說，「炒飯」並不陌生，相信每個家庭主廚都可以炒制出幾款香噴噴的炒飯來，吃「炒飯」廣為大眾喜好，更是深受小朋友歡迎。  炒飯的款式多多，林林總總，例如：馳名中外的「揚州炒飯」、家喻戶曉的「雞蛋炒飯」、「臘味炒飯」、「蝦仁炒飯」、「叉燒炒飯」、「鹹蝦炒飯」、「菠蘿炒飯」、「鹹魚炒飯」......。可用於炒飯的材料數不勝數，幾乎所有食材都可以用於製作炒飯。  炒飯的製作程式： (1)材料準備和前期製作：就是將炒飯所需要的材料備好，例如大米、菜、肉、蛋、調味品等等；將菜、肉等切好洗淨，例如：將叉燒切粒、青蔥切成蔥花。 (2)煮飯。炒飯所用的飯，一般是現煮現用，也可以利用冷飯。 (3)炒飯：就是將飯和各種材料炒成「炒飯」。炒飯時各種材料的投放次序是有講究的：肉料一般是先炒熟盛起，待炒好飯底才放入一起炒；芥蘭粒、青豆仁等應該先飛水；蔥花或生菜絲要在炒飯完成時才放入，炒勻即起；如果用蛋炒飯，先放油起鑊，放入蛋漿，才放入白飯；如果是用香鹹蝦或蝦醬炒飯，應先放油起鑊，放入鹹蝦或蝦醬、薑茸少許，待爆香才放入飯炒。  過罷感恩節，又到聖誕時，普天齊頌唱，你我喜樂中。「碩哥」在此有禮了，祝大家平安，耶誕節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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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爵依納爵依納爵依納爵    
                                    

      
  小時候，我常因為在言語上頂撞父母，或行為頑劣而親嚐「籐條炆豬肉」的滋味，甚至要在站在屋外做「御林軍」。即使聲淚俱下求情仍無法改變父母懲罰的決定。我相信父母的心情也不好受，試問有哪些父母喜歡懲罰兒女。古語有云：「養不教，父之過；教不嚴，師之惰。」跟《致希伯來人書》互相呼應：「我兒，你不可輕看主的管教，被他責備的時候，也不可灰心。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來 12:5-6) 上帝待我們如同祂的兒女，因為祂深愛著我們，不願意我們偏離正路，而是履行正直的道路。   現在回想起來，若父母當年沒有嚴厲管教，今天的我也不可能成為守規矩的人。正如《致希伯來人書》說：「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來 12:11a) 在舊約時代，上帝帶領以色列人進入福地前，先在曠野四十年，考驗磨練他們。後來他們又因為拜邪神，不順從上帝，祂就讓他們經歷亡國流徙之痛，但仍不忘差遣先知教訓他們。可見上帝對他們始終忠信到底，常念及和他們的盟約。上帝還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和我們一起生活，最後在十字架上捨生，為的是把我們從罪惡中救贖出來，恢復上帝義子義女的生命和身份。我們若要成材，必須堅忍到底，接受上帝給我們一切考驗。   因此，以賽亞先知和路加福音，都不約而同，提到說各種語言的人將「從東從西，從北而南」，聚集到上帝的聖山，參加天國的筵席。上帝的旨意，是要祂的百姓，由分散到全地上，最終要重新聚集歸一，成為一個大民族。上帝的愛，藉著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捨生，讓天下萬民重新聚集到祂面前。就好像東方賢士因著星光指引，尋訪聖嬰。所有不認識上帝的民族，都被祂吸引，要來到祂前，「觀看祂的榮耀。」從今以後，列國萬民都要讚美上主，一切民族都要歌頌上主。   今日，作為基督徒，我們每個星期，帶著怎樣的心情回到上帝的聖殿參與崇拜？我們有沒有重視我們和上帝的關係，珍惜上帝的子女身份？我們有沒有聽從上帝的訓誨，跟隨祂的誡命生活，還是我們都只是順著自己的私意而行？ 

竭力由窄門進入竭力由窄門進入竭力由窄門進入竭力由窄門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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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要以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是蒙福的一群，就任意妄為，白白享受上帝的恩寵。耶穌基督要求我們「竭力由窄門進入」，是要我們「划到深處」。電影《戰火浮生》的主角羅拔迪尼路，背負盔甲和刀劍捆綁的包袱爬上重重高山贖罪，他多次都因沉重的包袱滑倒，甚至險些滑下山坡喪命。最後一位傳教士拔刀切斷他的包袱，他才能夠如釋重負。富少年主動向耶穌請教關於永生之道，卻因為有許多財富而憂愁地離開耶穌。同樣，我們的生命中有哪些包袱，我們需要放棄，讓我們重獲自由呢？驕傲、名譽、地位、財富……耶穌邀請我們「竭力由窄門進入」，就是要我們背起十字架跟隨耶穌基督。假使我們執迷不寤，最終將失去救恩，被摒棄在天國以外，在那裡只有哀號和切齒。   昔日的以色列人自信單憑自己的血統是阿百拉罕的後裔就可享有天國，但耶穌提醒我們：「最後的，將成為最先的，也有最先的，將成為最後的」，上帝的救恩是賞賜給所有按祂旨意和誡命生活的人，讓我們成為祂的子女，接受祂的管教和鞭策。否則我們將會聽到上帝跟我們說：「我不認識你們是那裡的；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都離開我吧！」使徒聖保羅也有一句很生動貼切的說話：「恐怕我傳福音給別人，自己反倒被棄絕了」(林前 9:27)但願我們都能夠和其他人一起參加天國的筵席，分享上帝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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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vent came in a twinkling and the new church year has begun. The main 
theme of the Advent is to wait: to wait for the real celebration of the 
incarnation of our Saviour who was born in a manger; and to wait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our Saviour at the judgment day. Our modern culture is 
marked with a feature to “speed up”- we dislike waiting. We prone to 
adore efficiency and outcomes: faster cars, fast food, faster services, faster 
computers, faster growing of fruits, vegetables, livestock. Advent, 
however, tells us that waiting is good because it can reflect our 
faithfulness and uplift our spiritual life. 

At a main entrance of the busy Shibuya train station in Tokyo, there 
stands a bronze statue of an Akita dog, dedicated to “faithful dog 
Hachiko” (Hachiko is the name of the dog). There is a moving story 
behind the statue which happened in the twenties of the last century. The 
master of Hachiko was Professor Hidesaburo Ueno of the University of 
Tokyo. Hachiko had used to see Professor Ueno off every morning and 
greeted its master back at the end of the day at the train station. One 
evening in May 1925, Professor Ueno didn't return on the usual train 
because he had suffered a stroke and died at the university. He could 
never return to the train station where Hachiko was waiting. Hachiko was 
in the dark and kept waiting steadfastly for its master’s return,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until it died- from 1925 March 1935. As regards to 
the life expectancy of a dog at Hachiko’s age, Hachiko waited from its 
youth to middle-aged, from middle-aged to old age; it had been waiting to 
greet its master returning from work for the most part of its life. 
Commuters were amazed and were touched by the loyal Hachiko. As a 
result, a bronze statue was erected in Tokyo's Shibuya Station to honour 
Hachiko in April 1934. Since then, the station entrance closest to the 
bronze statue is called “Hachiko entrance.” The true story of Hachiko was 
filmed as “Hachi: a Dog's Tale” and was released in 2009, starring by 
Richard Gere. 

Although Hachiko had not done anything spectacular that attracted the 
world’s attention, everyone held high regard of Hachiko as a faithful dog. 
What Hachiko did was just waiting, ordinary waiting; then it became 
extraordinary waiting that reflected its noble loyalty when it exhausted its 
entire life waiting. Waiting turns out to be a kind of faithfulness. If we, 
the children of God, can unwaveringly wait, day after day, year after year, 
with a pure heart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Lord, we are also G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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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音》編輯 

faithful people. This is also a lesson we have to grasp in the season of 
Advent. 

However, the kind of “loyalty” as demonstrated by Hachiko is a bit tragic. 
For Hachiko just waited pointlessly for a person who would never return 
because he did not exist in this world any more We, as the Father’s 
children, need not attach to that kind of “blind loyalty” because we are 
assured that: “For the Son of Man is to come with his angels in the glory 
of his Father, and then he will repay everyone for what has been done.” 
(Matthew 16:27). Our Lord is there, the Lord shall return. 

So, where shall we wait for the second coming of the Lord? At “Hachiko 
entrance.”? In Jerusalem? In the church? No. we have to wait for our 
returning master in the secret place within our own hearts. We sometimes 
deceived ourselves presuming that we can do things secretly behind God, 
that our evil deeds and thoughts can evade the eyes of God. We fall, we 
sin, we live foolishly, thinking that we are out of God’s sight. But there is 
no “blind spot” within God’s vision. “…whenever you pray, go into your 
room and shut the door and pray to your Father who is in secret; and your 
Father who sees in secret will reward you.” (Matthew 6:6). Therefore, 
whatever we do, we do it as in God’s presence. Unfortunately, we are 
weak, we often think that we can do things behind God. So we have to 
device some way to alert us from time to time the presence of God. I 
would suggest we can say the Lord's Prayer every morning before our 
morning ritual in the season of Advent, paying special attention to the 
verse “Thy Kingdom come”. Clue this verse onto your mind. This would 
hopefully prevent us from doing naughty things in the presence of God. 

If we can wait faithfully and be vigilant persistently in the season, then 
Advent will be a good time to manifest our faithfulness and to uplift our 
spiritual life. Advent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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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關關關 生生生生 (上接 卷首語) ……你們要看見一個嬰孩，包著布，臥在馬槽裏，那就是記號了。忽然，有一大隊天兵同那天使讚美上帝說：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 (路 2:11-14)     今天是紀念我主耶穌基督聖誕的聖節，世人都渴望著這佳節的到臨，然而各人有不同的慶祝意義：小孩志在有禮物的收穫，親友們有機會團聚，工作人員得有休假，年青男女舉行舞會，商家們藉機招徠生意好市，這些都是世俗的慶祝。     我們基督的信徒在這興高采烈的聖誕節期裡，我們要像東方的博士和野外牧人那樣，耐心耐力去尋找救主。博士們順著明星的引導，不辭勞苦，不避艱辛，長途跋涉，披星戴月，還要帶著寶貴乳香、黃金和沒藥，終於得遇所尋，恭敬下拜聖嬰。又如野外牧人，一生忠心盼望著那將要降生的救世主，遵天軍的曉示，跑去伯利恆城，特選無瑕的羔羊，來到馬槽朝拜，傳遍新生王的訊息。兩者不顧生命的安危，直到找到救主為止。朋友，當你在夜闌人靜的時候，請你自問我究竟找到基督沒有？博士們是外邦人，尚且甘心悅意去尋找救主，野外牧人親自獻上羔羊，今天我們給祂上甚麼？除了尋找與獻上祭物外，我們更要去接待祂。祂曾對我們說：“凡為我名，接待一個像這小孩的就是接待我。”(太 18:5)  我們就當知道怎樣去接待基督了。明白聖誕節福音的朋友，假如你仍未接待基督到你的心中，就願你趁今天聖誕節的機會去接待祂，因祂已經來到了，那麼，我們今天可一同和天使們喜樂地高唱今天可一同和天使們喜樂地高唱今天可一同和天使們喜樂地高唱今天可一同和天使們喜樂地高唱：：：：““““在至高之處在至高之處在至高之處在至高之處，，，，榮耀榮耀榮耀榮耀歸與上帝歸與上帝歸與上帝歸與上帝，，，，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在地上平安歸與祂所喜悅的人。。。。””””  
編後話編後話編後話編後話                                    梁金培    

這一期的《佳音-165》稿源不足，只印十二頁。 
上一期，即第 164 期，因為技術問題，只能用黑白列印，當中的

堂慶圖片和其他活動照片，有欠凊晰，請原諒。若閣下希望保存清晰
彩印的《佳音》十一月號，尚請到本堂網頁下載，自行印製；又或以
電郵、電話通知小弟，當盡可能安排彩色補印，付奉閣下。 

其實以往的三年多，本刊能夠以彩印饗讀者，乃是盧牧師的功
勞。他在定稿的禮拜五和禮拜六，親自調校雷射影印機付印，過程絕
不簡單。  上面所說的技術問題，義務幹事、小弟和‘百期編輯’--
順叔都一直未能解決。尚望有弟兄姊妹不吝賜教或請纓提供協助，幸
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