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生的旅程，因個人的年歲、環境和時間而影響到個人的生命歷程，因此有不同的個人境遇，有的是平坦，順利的，而有的卻是崎嶇、險惡而遭遇到不少的艱難困苦。 在新年開始的同時，我們的生命路程，好像是走進一座大樓，在樓頂上面可看到一條花了三百六十五天走完的道路，另一條是等著我們準備去經過的新道路。現在讓我們先來看看前者，其間曾發生過什麼事情，諸如：上帝交託我們去做的工作，有無按時完成；又如家庭及親友有無和睦共處；還有對社區公益有無盡了市民的應有本份。這些都是人生歷程中的基本工作和責任，至於做得怎樣，是好是差，你無須在此答覆我，而我也不想知道。我只是希望那些做得好的，便要去做得更好；做得不夠理想的，建議你盡快來個檢討，從而找出其主要因由，繼續在新的旅程中將他們完成。 從聖經看來，主耶穌基督常用比喻來教訓人，如：‘十童女的比喻’(太 25:1-13)、‘不結實的無花果樹’ (路 13:6-9)、‘按才幹受責任’ (太 25:14-30)，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有空請將聖經翻開看看，相信對你有所幫助的。 另外一條新的，是我們準備去行的道路。雖然我們不知前面的情況是怎樣，是崎嶇不平抑或是平坦穩妥，這個你不必擔心，你有足夠的時間去預備和設法去面對各種困難，要知道凡是主的信徒，不管身在何方，祂必與你同在。 當你徬徨的時候，祂的應許說：“凡等候耶和華，心裡尋他的，耶和華施恩給你。” (哀 3:25) 當你懼怕時：祂的應許說：“你們當剛強壯膽，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懼他們，因為耶和華你的上帝和你同去，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申 31:6)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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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賜我堂一個非常喜樂的聖誕節期：美麗的鮮花擺設；柔和的燭光；悅耳的歌頌；四方好友的相聚；更有教友一大早從四百哩遠的沙加緬度跑下來，與我們一起讚美、共同擘餅，然後立刻回去，準備第二天上班！而永世與建心在廿九日的婚禮，更為這喜樂的節期喜上添喜。 主持婚姻聖禮當然是一件大樂事；然而，作為今時今日的牧者，我們需要一份堅定的信心，才可分享這喜悅。緣起我們基督教的婚姻觀已受到世俗文化的嚴重挑戰。時下潮流高舉個人主義的大旗，使人陷入物質主義及利己主義的泥沼。時下潮流主張我們應該尊重自己的感受，掌管自己的命運；假如在婚姻中愛情不再存在時，就要實事求是，不要勉強自己陷於一段情盡愛絕的婚姻中。坦言之，“婚姻神聖”是一個老掉牙的觀念！ 今天，離婚不僅流行，也很容易和便捷。自從無過錯離婚法(no-fault divorce)引入現代的法律制度後，解除婚姻關係就無需雙方同意，也不用證明對方有任何不當行為。假如人們希望有一個快速及合法的離婚，請往關島一遊，只要在那裡停留滿七天，就可以獲得法院通過無爭議的(uncontested)離婚申請。 更糟糕的是，現代世界正在重新定義家庭的概念。以致很多地方的人再不能那麼確定，家庭是否應由一男一女組成的！所以，在聖禮中牧師宣布，“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開”只好當作一句過時的陳詞濫調來看待！時下的文化力量如此強大，以至我有時會懷疑自己，是否好像那位與風車搏鬥的英勇騎士唐吉訶德！  不過，文化思潮是一時的，上帝真理才是常存的。夫妻之間，小吵小鬧，在所難免，關鍵是小吵小鬧之後不要變成大吵大鬧，再各走極端，有你無我。婚姻關係是需要成長的，小吵小鬧之後又是新的一天，互相了解、寬恕又深一層，正是小鬧之後勝新婚。我們信徒更有特恩，自己真的無力了解、寬恕對方，可以請聖靈幫忙，讓夫妻感情更趨細緻。婚姻關係不是零和戰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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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雙贏遊戲；人夫人妻者，切忌走個人主義的時代坦途，一定要走愛人如主的窄路。謹此重溫當日婚禮中的講章，與大家共勉：  當我收到永世和建心的婚禮請柬時，我對自己說：“哦，天哪，請柬上那個小小的蝴蝶結多麼可愛，多麼優雅，這請柬多麼有格調！” 這蝴蝶結的確是一件精緻的巧工，它不僅依依相扣，也鬆放自如；讓人易如反掌地就開啟請柬，讓喜訊跳出來。並且，這可愛的蝴蝶結更充滿著聖經的智慧。 首先，蝴蝶結需要飾帶兩端互相交疊一起，才能打成一個結。同一色帶的兩端是可以不盡相同，各自精彩，互映成趣的。它提醒我們，創造主所創造的每一個人都是獨一無二，自由自主的。丈夫和妻子的習慣，口味，喜好等，都可能是極不相同的，甚至可能是大相徑庭的。一位年輕的富人曾熱切求問耶穌通往永生之道，我們的主為他指出了當走的路，但他非常富有，不願跟隨，我們的主也無奈容許這年輕人的選擇。所以，永世、建心，不要試圖改變你的伴侶，因為你們倆位都是獨特的，都應享有自己的空間和自由，才能共同打出一個美麗的蝴蝶結。 其二，如果飾帶兩端彼此永不相疊，那蝴蝶結就無從下手。雖然飾帶兩端都是獨一無二、自由自主的，但他們也要彼此遷就，互相體諒，才可以共同打成一個結。這意味著，飾帶每端有時要委屈一下，將就一下，左翻右轉，才能打出一個蝴蝶結。愛的奧秘在就此：真正的愛是叫人更新變化的，因為真愛要求我們超越自己，在自我之外找到生命的中心。當我們為對方尋求更豐盛的生命時，我們的生命就開始更新變化了。更新變化的生命由忍耐開始，這是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所教導我們的。而忍耐驅使我們互相寬容；自我控制和彼此寬恕；這樣，飾帶兩端就可以共同打出一個蝴蝶結。 最後，雖然漂亮的蝴蝶結由兩端結成，他們同是出自一條帶。所以，這蝴蝶結不僅依依相扣，也鬆放自如；讓人易如反掌地得悉喜訊。 創世記告訴我們，當第一個男人第一眼看到女人時，他大聲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在上帝的創造中，男人和女人是一體的，藉著婚姻，夫妻可以更深入地體會上帝愛的奧秘。 現在，永世、建心，你們選擇了在上帝面前締結婚盟，上帝愛我們，甚至在耶穌基督中為我們犧牲。我祈求上帝祝福你們前面的道路。愛使人自由，愛使人更新，愛使人如願。但願時刻與你們同在的上帝天天鼓勵支持你們，藉著他的接納和寬恕，使你們能夠彼此接納和寬恕；又願大能的上帝保守你們前面的日子，一起同甘共苦，更願上帝的愛使你們的恩愛，日新又新。 阿們。 祝大家新年新開始，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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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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Qi 王琦 1 月 1 日 LIU, Esther 劉曉卉 1月 16日 
TAN, Zhao-qi 譚兆奇 1 月 2 日 LEUNG, Haley 梁洛晴 1月 17日 
CHOI, Juliet 蔡司徒煜 1 月 5 日 ZHOU, Min Michael 周民 1月 17日 
LI, Xiaolong 李笑龍    1 月 7 日    LI, Jean (Ginger)李陳景球 1月 26日 
MAN, Daisy 文許璧如 1 月 7 日 HUYNH, Luc Joy 1月 26日 
WANG, Li Zeng 王立増 1 月 10 日 Yue Ma 馬越 1月 26日 
YIN, Alvin 尹振愉 1 月 11 日 CHIU M.K. 丘民光 農曆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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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半年前的一個週末、允全（Mellisa）來與我們夫婦吃晚飯，晚飯中、她告訴我們：“爺爺：我要結婚了！”。聽她這麼說，我呆了片時，忘記了當時有些什麼樣的反應。 我們夫婦有五個孩子(三個男、兩個是女的)；正是俗語說的：“三男二女”、也是老一輩人口中的：“皇帝命”(原來我們夫婦是”好命之人”！)至於我們如何養育？他們又是怎麼樣成長的呢？我早就忘記掉了！我祇知道、能有今日，一切都是天父上帝的垂顧、憐憫與及恩眷！ 大兒夫婦有兩個女兒，允全（Mellisa）做大，她有男朋友名叫 Mark（是菲律賓人，也曾多次參加我們家庭的聚會）。聽 Mellisa 這麼說後，我沒作任何表示：只記得老妻問了她關於婚禮的一切詳情。（感謝上帝！這方面、老妻比我清醒、要比我精明多啦。） 允全（Mellisa）今天結婚了！…… 尤記得：50 年初，因為許碧璋主教的緣故、我在香港聖馬利亞堂少年部裡認識她，我們同時參加了教會裡的少年部和音樂部(當年我是這兩個部門的副部長)。不知是“機緣巧合”、還真是“天作之合”，我們很自然地、談起“戀愛”來！經過了那些年(由 1950 年初到 56 年的年底)天翻地覆的熱戀而到結婚、前後用了六年的時間談戀愛。到了我 29 歲那一年（雖然我已經在社會上翻滾了多年），她 21 歲、仍在學業階段；但是她放棄了學業，我們在沒有事業基礎、沒有計劃、沒有預算、沒有積蓄，就只靠著我自己“一份牛工”(微薄的薪酬)，在“膽粗粗”的衝動下，“胡裡胡塗”中、由「蒲霖叔」(黃蒲霖牧師)主持－－我們在香港聖馬利亞堂的聖壇前、分別 say 了“I do”（我願意）後，就這樣、我們便正式成為夫婦(結婚)了！我們這個“大家庭”也從此時展開了----- 婚後第二年，大兒子出生，緊接著女兒和另兩個兒子也趕來湊熱鬧。到了 1963 年、也是婚後的第七年的二月初，當我們全家踏進美國三藩市的時

麥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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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小兒子才十個月大；可是、我們一家已由兩個人而暴增至六口之家了！移民來美後，誰又曉得“百密一疏”，小女兒搶在 63 年底前“硬是要來贈慶”。因為男孩子都比較懶散，疏於家事，而我們夫婦白天長時間都要工作；幸而有大女兒分擔了大部份家務，讓我們夫婦沒了後顧之慮；可以說：她是家庭中的“潤滑劑”。此後，我們家既有溫暖的春天、有熾熱的夏日、有荒涼的秋景、也有寒冷的冬夜。 “日日咁工、餐餐咁”；比上不足、比下有餘，既非豐裕，也不能說貧困（就在這一段期間，五個兒女亦分別成了家）。靠天父的恩眷，我們夫婦已於 2006 年慶祝“金婚”了！我自己可從沒想過也會有這麼樣的一天。回頭想到自己結婚時的衝動和無知，能有今日，很多人認為我是“走運”。可是，我自己清楚知道，這一切、一切都是上主待我們的厚恩，我們能不衷心感謝麼？！ 看到時人或青年一輩，他們對“婚姻”有新的觀念，大都接受了“進步”或許是“前衛”的想法－那就是：”看得開”，不像我們或上一輩人的“重視”和”保守”（或許就是”頑固”）。他們在歡喜的時候，不論任何場合，很自然地會來一句上海話：「鴨愛辣沸油」（I Love You）；不高興的時候，立時演出一幕四川名劇：「變臉」。愛到濃時、清晨立即結婚；午餐過後興緻淡了、碰到小小的挫折，下午便趕著辦離婚。結婚只不過是一時的衝動、“下巴輕輕”地吐出「I do」兩個字的“錯誤”結果；也是廣東話：「一時糖黐豆，一時水溝油」的最佳寫照。他們把“婚姻”看成一場“兒戲”，只重視個人的喜好，完全無視對方的痛苦與難堪。把“合則留、不合則去”這句成語演繹、發揮得淋漓盡致。“婚約”對他們只是一張“廢紙”，是不具約束力的契約、也是一紙失去效能的合同；並沒有維繫的能力和原來的約束力。在現代人中、他們流行了一句新語，就是：「不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他們們忘記了婚禮時許下的：「……無論安樂困苦、富貴貧窮、疾病健康……」一生一世的“盟誓”，但求一剎那的快意、滿足，置往後要發生的痛苦與煎熬於不顧。弄到今日全世界的配偶們能夠堅定不移、持守承諾的比數大幅度下滑，“離婚律”達到前所未有的最高峰！ 姑勿論現代人怎麼樣解釋，同意與否、下列幾點是筆者個人的“婚姻”觀：婚姻不是一幅圖畫那麼唯美。男女兩個來自兩個不同地方的人，出生自不同地方的家庭、成長自不同的環境，各具不同的性格、不同的教育背景、各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朋友和不同的職業。要兩個如此多“不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抗拒乎”？抑或“妥協乎”？那就視乎當事人自己如何選擇了！婚姻不在乎“郎才女貌”而在乎“郎情妾意”的配合。試看世界上多少俊男美女們，於王子與公主般華麗的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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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後，是否能夠生活得像“神仙眷侶”一樣？所以我說: “婚後的生活能否配合得好？那就要看雙方的“愛”有多深（最好能緊記哥林多前書第 13章、第 4到第 8 節的經文），愛得愈深，婚姻肯定愈美滿(幸好我家五個兒女都沒把婚姻當“兒戲”。) 愚意認為：既然結了婚成為夫妻，那麼二人之間首要諒解，次是寬恕，最後則是忍耐。發生了問題，二人首先要到上帝面前禱告，再設身處地替對方想一想，“人非聖賢，誰屬無過”？就算是對方不合也不宜責怪，凡事可忍則忍，“小不忍則亂大謀”。要將大事化小，小事化無，切忌“火上加油”；宰相肚裏可撐船，退一步海闊天空。應該想辦法解決問題，絕對不能讓破縫擴大而至不可收拾。要常常記著聖壇前作過的盟誓，“忍耐”和“溝通”是維繫夫妻二人良好關係的最佳工具、也是不二的法門。  其實婚姻沒有“速成班”、也不是“速食麵”，上兩節課就畢業或想吃的時候可以“即煮即食”。婚姻能否美滿要看對象是否適合，一見鍾情未必就是幸運；好對象必須細心慢慢尋覓，要用愛心播種，長時間有恆地專心栽種和培養。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神話，或“一蹴可幾”的浪漫良緣。免費午餐（Free Lunch）肯定不是最好的午餐。 美滿婚姻不是枷鎖、監獄或墳墓，反而是陽光曦和、花朵處處的樂園。一般人在熱戀中許下了無數山盟海誓，可是結婚後、不久便將一切誓言拋諸腦後了，因此才有“結婚是戀愛的墳墓”這句名言。記得我在 50 年代，參加了兩位男女同事在九龍半島酒店的婚筵，宴會中，新郎長輩－香港大學陳又文教授在他的致辭中，加插了一段關於宋末詞人管道升與趙孟頫夫妻的小故事、和她給他的一首詞作為勉勵，該首詞是這麼樣寫著：「你儂我儂，忒「你儂我儂，忒「你儂我儂，忒「你儂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拈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拈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拈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泥，拈一個你，塑一個我；將咱兩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拈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於是、我泥中有你，你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拈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於是、我泥中有你，你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拈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於是、我泥中有你，你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拈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於是、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泥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 假如雙方在婚後都好像熱戀中的男女一樣，堅守諾言；我想、幸福美滿、天長地久的婚姻是必然的！2003年筆者在本欄寫過一篇題目為“佳偶”的塗鴉，文內提到：《……「好的配偶應該往教會裡找尋，最好「好的配偶應該往教會裡找尋，最好「好的配偶應該往教會裡找尋，最好「好的配偶應該往教會裡找尋，最好能找到一個從小在基督教家庭裡成長的對象。」這樣做最少能找到一個從小在基督教家庭裡成長的對象。」這樣做最少能找到一個從小在基督教家庭裡成長的對象。」這樣做最少能找到一個從小在基督教家庭裡成長的對象。」這樣做最少可以得到一個保證﹕彼此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標、共同可以得到一個保證﹕彼此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標、共同可以得到一個保證﹕彼此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標、共同可以得到一個保證﹕彼此有共同的信仰、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話題和共同的興趣﹔最重要的話題和共同的興趣﹔最重要的話題和共同的興趣﹔最重要的話題和共同的興趣﹔最重要深心裡彼此都存有感恩的意深心裡彼此都存有感恩的意深心裡彼此都存有感恩的意深心裡彼此都存有感恩的意念，曉得感恩的人，內心就有喜樂與平安。而且每天大家可念，曉得感恩的人，內心就有喜樂與平安。而且每天大家可念，曉得感恩的人，內心就有喜樂與平安。而且每天大家可念，曉得感恩的人，內心就有喜樂與平安。而且每天大家可以尋求一些共同的時間作讀經、祈禱，相互勉勵﹔每週可以以尋求一些共同的時間作讀經、祈禱，相互勉勵﹔每週可以以尋求一些共同的時間作讀經、祈禱，相互勉勵﹔每週可以以尋求一些共同的時間作讀經、祈禱，相互勉勵﹔每週可以一同參加主日崇拜或其他教會的活動、每年有很多不同的節一同參加主日崇拜或其他教會的活動、每年有很多不同的節一同參加主日崇拜或其他教會的活動、每年有很多不同的節一同參加主日崇拜或其他教會的活動、每年有很多不同的節日要忙碌，平常的日子也要抽些時間為教會服務。這樣可以日要忙碌，平常的日子也要抽些時間為教會服務。這樣可以日要忙碌，平常的日子也要抽些時間為教會服務。這樣可以日要忙碌，平常的日子也要抽些時間為教會服務。這樣可以減低不少無謂的應酬和莫須有的煩惱。減低不少無謂的應酬和莫須有的煩惱。減低不少無謂的應酬和莫須有的煩惱。減低不少無謂的應酬和莫須有的煩惱。……………………》 奉勸年青和未婚的兄弟姊妹們：找對象時，不妨考慮一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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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佳音上接佳音上接佳音上接佳音 154154154154 期期期期]]]]         (二)  在人類的罪性和世界的苦難中上帝給我們的啟示和愛。 前文：I.   苦難 告誡告誡告誡告誡    人們珍惜生命，警惕危險。(136期) II.  苦難 教導教導教導教導 人們認識自己(罪性和軟弱)，遠惡近神。 (137期) III.  苦難 激發激發激發激發 人類的良知，使人們在愛中相近。(137期) IV.  苦難 熬煉熬煉熬煉熬煉 信徒的信心，以成全神的旨意。(148期) V.  苦難使人們 領悟領悟領悟領悟“自由意志”與“靈命成長” 的重要關係。 (149, 150, 151期)       VI.  使信徒 感受感受感受感受 基督道成肉身，十架救贖的愛和偉大。(154期)  本文：苦難使信徒 學會學會學會學會 背己十架，跟從基督。 《前言》對前文的思考。 A.  前文的中心意圖，不是為著誇耀‘苦難’的好處；而是與大家共勉：不要在苦難和逆境中怨天尤人，懷疑上帝的神性和基督的真理與苦難的相容性、統一性。那怕是在生命危及時也不要忘記上帝必與我們同在。不要放棄對永生的盼望，堅信在人的罪性和世界的苦難中，確有上帝的啟示和愛。 B.  參閱 彼前 3:17和 4:19，聖經教導我們，在這世界裡有三種<苦難>： 1.  “行惡受苦”─這是上帝懲罰人的邪惡和罪行。 2.  “行善受苦”─在邪惡充斥的世俗中，行善往往會遭受苦難，這也是一種“贖罪’必須付出的代價。 3.  “照神旨意受苦”─這是來自於神愛中救贖和培育人類的<苦難>，是基督教義中特有的<苦難>。正如前文所提及的上帝‘告誡’、‘教導’、‘激發’、‘熬煉’、使人‘領悟’、‘感受’以及本文裡教導人們“學效基督”中的各種<苦難>。其他宗教信仰沒有三位一體的上帝，只有善惡的因果報應。因為他們沒有“神造人，神愛人，神救贖和培育人類”的真理。 C.  為了熬煉和培育人類鑑別善惡、是非和 “揀選生命”的能力，上帝的真理常常隱藏在相反的情境中，在苦難裡人們會感受到邪惡的力量；但也蘊藏著上帝的愛和偉大旨意，這種《苦難的雙重意義》是來自於全能、至善的上帝。祂為著使自己創造的人類生命不斷成長至完美 (弗 4:13：“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成長的身量”)，特別賜給人類自由意志 (申 30：19“揀選生命”的自由)，─這正是上帝的智慧和大能，是祂完美的

Paul Z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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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計劃的重要部分。 D.  基督徒需要的不只是認識《苦難問題》與自己信仰的一致性，更重要的從“十字架的真理”中獲取戰勝苦罪的力量。信仰不是為著免除苦難，而是從中培育出“得勝”的生命(羅 8:37)，將來得享“自由的榮耀”(羅 8:21)。  《正文》背己十架、跟從基督；戰勝“苦罪”。    經文： [太 16:24-26，可 8:34，路 14:27]    “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  “凡不背自己十字架跟從我的，就不能作我的 門徒門徒門徒門徒”。 這正是上帝為基督徒確立的定義和基本標準。2000多年前，基督道成肉身，作為有血有肉的完人，為拯救罪性的人類，背起了有形的十字架，並釘死在十字架上；2000年後的今天，雖然基督不是要求每一個信徒都為祂的真道，將自己的肉身釘在十架上，但是我們作為祂的信徒是否真實地在自己的身、心、靈中感受到那種背負著自己無形的十架，並經歷捨己、跟從基督的人生呢？我相信只有親歷苦難和逆境，才能體會到甚麼是自己必須背負的“自己的十字架”。 A.  《跟從我》    經文 [可 1:17] “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約 21:22] “…你跟從我吧”。    基督對祂的門徒所說的第一句話和最後一句話都是“跟從我”。 △ “跟從”，首先是完全的 順服順服順服順服，這不是逆來順受，而是一切遵從神的旨意。 △ 其次，“跟從”不同於相信。相信可以是你信自己得救，信自己會進天堂，以及相信基督教的某些教義。這是一種靜態的認識；然而“跟從”不只是在真道上認同，而且是以神為生命的中心，整個人生歸附於基督，在基督裡實現生命的再造，是學效基督的實際行動，是一種動態的艱難歷程。 △ 另一方面，“跟從”就人性的內在而言是“以基督的心為心” (腓 2:5) 。         也就是信徒要盡心地跟從耶穌基督的心願、情感、愛心和 “價值觀”。就人生的外在而言：“跟從”就是實踐基督的愛 (太 25:35-40)，正如基督命令門徒說：“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約 13:34,35)  B.  《捨己》     經文[可 8:38]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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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 (出生入死)；凡為我和福音喪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 (出死入生 ─ 約 5:24)。 △ <生命>原文是 Psuche，其意可解為 “魂”和 “己” (自我)。 由此，上段經文可以解為：“凡致力於自我的私利、情慾和野心的，必喪掉生命 (靈魂)；凡為基督和福音捨去自我自我自我自我    的必得到新的生命 (靈魂)。” △ “捨己”的真意並不是否認人的“自我價值”、“自我感受”和摒棄理智，也不全是要捨去肉體的生命。“捨己”是捨去舊的自我，捨去自我主權，跟從基督，走基督在世上走過的那條道路，與基督的受死及復活聯合 (羅 6:5)，依據基督的真理來“揀選生命”。 △ “捨己”始於“識己”，“識己”始於“認識和敬畏耶和華”。人不可能單靠自己來認識自己 (舊我)，因為人已經墮落，帶有罪性。 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一生以“認識自己”為使命，結果卻是以下面一句話總結一生：“我所知道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我一無所知。” 中國佛教禪宗祖師─達摩，原是印度一附屬國的繼位王子，他立志向佛時所思考的中心問題也是《認識自我》：“母親生我之前 <誰是我>？母親生我之時<我是誰>？” 世界上最能幫助人類認識‘自我’的書就是聖經。其中羅馬書 (第 1,2,3章及 7:15-25)就是認識‘自我’的金鑰匙。使徒保羅說：“感謝上帝，靠著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就能認識並脫離舊我。” 認識自我、捨棄舊我，重生新我，‘出死入生’，不在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才是真正有靈的活人。才會給餓者吃，給渴者喝，給赤身者穿，留客旅住，照顧病人，看望被囚者 (太 25:35-40)；才會像寡婦一樣捐出她一切養生的兩個小錢；才會在施捨時不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 (太 6:3)；才會把財寶積在天上 (太 19:21)；才會饒恕得罪自己的人七十個七次 (太 18:21,22)。 C.  《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經文[加 5:24]：“凡屬基督耶穌的人，是已經把肉體，連同肉體的邪情私慾，同釘在十字架上了”。 △ 信徒 “自己的十字架”不是幫助自己擺脫逆境和苦難，更不是作為求好運，發大財的裝飾品；而是時刻要我們警惕並戰勝自己的私慾，脫離罪的轄制，過聖潔的生活。 △ 實際上，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身上都有一個無形的十字架。這是因為十字架是將信徒的生命從世人中分別為聖的真理真理真理真理 (林前 1:18)。 是信徒入世而不屬世的力量力量力量力量    泉源。 (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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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6) 是信徒在世上傳揚福音要付出的 代價代價代價代價 (路 21:17，西 1:24)。 是 “在世上有苦難”的信徒的 平安平安平安平安 保障 (約 16:33)。 是信徒們藉著基督的肉身受死，與上帝和好，都成為聖潔聖潔聖潔聖潔 (西 1:22)。 △ 由于聖靈賜人不同的恩賜和神的揀選旨意，各個信徒所背負的 “自己的十架”可有不同的分量。另一方面，各人的十字架也與他的個性脾氣、環境經歷以及罪性弱點有關。但是每個信徒背負的十字架都有同樣的意義、力量和恩典，每個信徒背負的目的也都一樣，就是“活出基督”。正如加拉太書 3:20 所說的：“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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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飯炒飯炒飯炒飯((((二二二二) ) ) )     製作炒飯的材料選擇：可以用來炒飯的材料多不勝數，幾乎所有的食材都可以用來炒飯。就人們比較常用的舉例如下： (1)主糧：粘米飯、糯米飯。(2)海河鮮類：蝦仁、鹹蝦醬、蟹肉、鹹魚肉。(3)蛋、肉類：雞蛋、鴨蛋、鹹蛋、牛肉、豬肉、雞肉、鴨肉或燒鴨肉、臘腸、鴨肝腸、臘肉、臘鴨肉。(4)蔬果類：青豆仁、毛豆仁、花生仁、腰果仁、玉米粒、西芹、青蔥、紅蘿蔔、芥蘭、生菜、蕃茄、菜頭、鳳梨、蘋果。  實例：  
(1)叉燒炒飯  材料：粘米飯、雞蛋漿、叉燒粒、青豆仁、蔥花、鹽、雞精、食油。加入蝦仁，就是「蝦仁叉燒炒飯」。 做法：青豆仁飛水撈起待用；燒紅鑊，放入食油， 放入蛋漿和白飯炒至飯散開不成團，加入叉燒粒和青豆仁炒勻，調味，停火，加入蔥花炒勻，即成。   
(2)臘味炒飯  材料：粘米飯、臘味粒、雞蛋漿、蔥花、鹽、雞精、食油。臘味是指臘腸、鴨肝腸、臘肉、臘鴨肉等，你可以選一種，也可以選多種混合。 做法 ：燒紅鑊，放入食油，放入臘味粒炒熟，放入蛋漿和白飯炒至飯散開不成團，調味，停火，加入蔥花炒勻，即成。  
(3)芥蘭牛肉炒飯  材料：粘米飯、牛肉粒、雞蛋漿、芥蘭梗切粒、蔥花、鹽、生抽、胡椒粉、雞精、生粉、料酒、麻油、食油。 做法：芥蘭粒飛水撈起待用；牛肉粒用生粉、鹽、麻油稍醃，燒紅鑊，放入食油，放入牛肉粒，贊料酒，炒勻，用胡椒粉、鹽調味，炒至熟盛起待用；燒紅鑊，放入食油，放入蛋漿和白飯炒至飯散開不成團，加入熟牛肉粒和芥蘭粒，調味，停火，加入蔥花炒勻，即成。  
(4)火鴨炒飯  材料：粘米飯、火鴨肉粒、雞蛋漿、西芹粒、蔥花、鹽、胡椒粉、雞精、麻油、食油。 做法；西芹粒飛水撈起待用；燒紅鑊，放入食油，放入蛋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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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飯炒至飯散開不成團，加入燒鴨肉粒和西芹粒炒勻，調味，停火，加入蔥花炒勻，即成。  
(5)鳳梨粒炒飯  材料：粘米飯、豬肉粒或雞肉粒、鳳梨粒、雞蛋漿、鹽、胡椒粉、雞精、生粉、料酒、麻油、食油。 做法：鳳梨粒飛水撈起待用；豬肉粒或雞肉粒用生粉、鹽、麻油稍醃，燒紅鑊，放入食油，放入肉粒，贊料酒，炒勻，用胡椒粉、麻油、鹽調味，炒至熟盛起待用；燒紅鑊，放入食油，放入蛋漿和白飯炒至飯散開不成團，加入熟牛肉粒和芥蘭粒，鹽、雞精調味炒勻，即成。  新年到啦，祝各位快樂，身體健康。  
 

(July 3
 
– 20, 2012)    

 
This past summer, Alex and I went to South Africa, representing 

the Los Angeles Children’s Chorus (LACC) touring ensemble. We 
travelled to Johannesburg, Port 
Elizabeth, Grahamstown, 
Georgetown, Cape Town, Cape 
Peninsula, Gugulethu, Pretoria, 
Soweto, and Drakensberg. 
Some highlights of this tour 
included our stay in 
Johannesburg’s Heia Safari 
Ranch. We experienced living 
with the animals, especially 
zebras. We see their poop 
everywhere, but we enjoyed 
close contacts with them. We 
were also able to go on a safari 

and see other animals such as lions, giraffes, rhinos and many more. 



 16 

Then, we receive a 
chance to sing with the 
Eastern Cape Children’s Choir, 
who shares a similar concert 
outfit with us. After that, we 
went to Grahamstown and had 
two performances in the St. 
Aidan’s Chapel in celebration 
of a local festival. Our next 
stay is with the South Cape’s 
Children Chorus and my 
home stay family is with 
Terena Botha. Her mother, 
Lizet, bought us around the area and showed us to a nearby beach. My 
host family is really nice; they provide my roommate, Micaela, and I, a 
comfortable bed and a yummy breakfast. I’d only wish we stayed longer 
to look around the area. My choir had the longest stay in Cape Town. We 
went to many of the South Africa’s national parks and I remember buying 
an ostrich egg for souvenir. I also went to one of the Seven Wonders of 
the World: Table Mountain. I really enjoyed the view up in the mountain, 
but I remember it was freezing and even my warmest jackets cannot keep 
me warm. As a participant of the Ihlomba Festival! Choirs, LACC hosts 
nine concerts throughout the tour. In each and every performance, I can 
feel the energy from the audience. People who listen to us showed that 
they understand our music by cheering in their way and staying connected 
throughout the concert. I can’t ask for a better audience than those in 
South Africa because their supports motivate choristers to sing with 
connection and energy. During the tour, LACC sang in a church, where in 
the front door, it literally says, “This is a gun-free zone.” The people in 
the church brought their own hymn books and bibles. When they see that 
we don’t have a hymn book, the people among the seats share their book 
with choristers. I was glad that I can attend to a service and feel the 
presence of God even in South Africa; it presents a form of comfort. 

Our last stay was at 
Drakensberg, South Africa. We 
went on hiking in Mount 
Champagne and it was a 
physically-challenging hike. We 
stayed at the Dragon Peaks 
Mountain Resort and bond with the 
Drakensberg Boys’ Choir; they 
were truly amazing. They are a 
Boys choir school and they see 
each other every day. They 
complimented LACC and said that 

LACC was the best choir they have met, considering that we only meet 
twice a week, 1.5 hours per rehearsal. We also celebrated Mandib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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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rthday in South Africa. My choir-filled experience in South Africa was 
memorable and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moments Alex and I spent there. I 
think I will treasure these memories for a long long time. 

“Everything is possible unde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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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常常以交談對話的方式，與人建立友誼，像朋友一樣交談往來，藉此表達祂的慈愛。   上帝是愛，所以祂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祂常主動尋找人，即使當人陷於罪惡中，祂仍然不離棄罪人。創世記記載，當原祖父母因抗命吃了樹上的果子，眼睛開了，又看見自己赤身露體，於是躲藏起來，不敢見上帝的面。但上帝主動尋找和呼喚阿當。   我曾有過這種經驗，當犯罪離開上主，腦海便浮出不去聖堂的思想，以為只要不去聖堂，就能夠躲避上帝，其實這是自欺欺人。因為上帝無處不在，你以為你不去聖堂就真的能躲開祂嗎？即使你真的避開上帝，祂仍然主動尋找你，如同尋找亡羊一樣。   在對話中，上帝邀請阿當承認自己跌倒的事實。雖然上帝將原祖父母逐出樂園，卻沒有從此疏遠我們，反之祂給我們開一條出路，指示救恩的方向：「我(上帝)又要叫你(蛇=撒但)和女人彼此為仇，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你要傷他的腳跟。」(創 3:15) 。(歷史就朝著這救恩的方向前進。一直到女人的後裔完成救恩。)   在福音中，上帝透過天使加百列和馬利亞對話，邀請她作救世主的母親。雖然馬利亞不完全明白上帝的計劃，但她卻願意踏出一步，答應上主之邀請。「我是主的使女，情願照你的話成就在我身上。」(路 1:38)從馬利亞身上，我們學習她放下自己的意願，與上帝的恩典合作。這份信心的回應，正正和創世記中原祖父母，只隨從自己的喜好行事，形成強烈的對比。   馬利亞可以這樣做，並不是她單靠個人的能力，而是她活在上帝的恩典中，並處處和祂的恩典合作。上帝不但揀選了馬利亞，其實祂也揀選了我們。聖保羅在寫給以弗所教會的書信中明言，上主在創世之初，已在基督內揀選了我們，使我們在祂面前，成為聖潔無瑕疵的，又由於上帝的愛，使我們獲得上主義子的名份。   原祖父母和馬利亞的不同之處，在於前者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只尋求自己的喜好和意願，只圖滿足個人的私慾，結果失落上帝的恩典；相反，馬利亞雖然有良好的志向和計劃，但她面對上主的邀請，選擇承行上帝的意願，因為她將注意力放在上帝身上。幾時我們將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時，我們便容易陷於罪惡中，但當我們把注意力放在上帝身上時，我們便能夠像馬利亞一樣，充滿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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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婚生子似乎是人生應走的路，婚後的第二年，一九七零年八月三十日滿懷高興與感恩的心情迎接了長子炳廸的出生，他是一個健康強壯的嬰兒，幼年時期是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在父母的愛護下長大。自幼學習小提琴，雖然不是很有天份，卻也曾參加校際音楽節而得到第三名。小學階段因本人在赤柱聖士提反小學任職校長，為了方便起見，也就跟著在該校就讀。他的妹妹比他小兩歲，兩人相處相當融洽，心裡深感安慰。 人生路程不是永遠平坦，永遠順利的，當兩個孩子還在讀小學的時候，他們的父親為了找尋他自己的生活而離開了我們，這時為了孩子失去父親而痛心，也為了自己失去丈夫而難過，一個美好的家庭變成一個破碎的家。內心的哀痛是難以吐露，只有向主禱吿，並努力工作照顧兩個孩子，在主裡找尋祂的安慰。 崎嶇不平的日子每個人都會遇到，這時的處境，不是哀聲嘆氣，而是要找尋出路。深信上帝會讓我背得起這困難，只要我對人生的態度和意義能有正面的把握，勇敢地承擔責任，上帝會開路的。 新的出路是上帝給予我們的機會，但並不是容易走的，還要加上我們的信心和努力。一九八九年一月一家三口移民美國定居，炳廸入讀了 De 

Anza College，他一邊工作一邊讀書，每天騎著單車來往應付工作與學業，他因無父親的支持而努力工作，常以長子的身份，照顧家庭，是一個懂事可愛的靑年。女兒美詩仍在中學階段，順利的入讀中學。我本人當然要找工作，一個半百的人到一個從未踏足的國家，談何容易，幸而炳廸可以助一臂之力。然而，一個年靑的大學生，卻要忙於工作，不能參加大學生應有的活動，還為家庭而背起很多的責任，作為母親的心裡滿是歉意，看見他的辛勤也滿有安慰。兩年後，他考進了柏克萊大學，還申請了助學金，畢業後，再繼續讀碩士學位，並得到學校的獎學金，心裡也充滿安慰，作為母親的最大期望就是看見兒女學業有成，炳廸克苦的大學生活告一段落了。他於一九九六年取得碩士學位，我感謝上帝的帶領，讓我們從困難中，再見到光明的前路。畢業後進入矽谷有名的電子公司 Cisco。三年後，離開公司自己創業，雖然不算是大業，也算是自己公司，能發揮在工作上的理想。他熱愛他的工作，常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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宵達旦，睡眠不足。作為母親的我，心裡又高興、又擔心。高興的是他事業有成，擔心的是他的健康。 人生的喜樂與悲哀常常來來去去，讓人受盡磨鍊。二零零六年他與王安琪小姐結婚，歡喜快樂的建立了一個新的家庭。可是婚後不久，身體不適，經過多次的檢查，確實得了淋巴癌症。這晴天霹靂粉碎了我們一家的美夢。無聲的哭泣，心裡的絞痛，又怎能得到開解呢？黙黙的禱告得著片刻的寧靜，那安慰的聲音又被心裡的絞痛趕到無影無蹤。幸而炳廸意志堅強接受治療，完全未有失望，而且非常樂觀。第一輪的治療，讓他恢復健康，正常的投入工作，我也感到安慰。無奈不久再復發，讓我們和醫院結下了不解之緣。差不多六年的時間，出入醫院不計其數，眼看兒子受盡肉體之苦，在病中仍然不停工作，真是心痛如刀割。主啊！一次又一次的困難，你帶領我們一步一步的走過，感謝你。怎麼一次比一次更嚴重的困難不停地再臨到呢？心裡不免有點筋疲力盡的感覺。然而，自從兒子有病以來，周圍的親朋戚友，主內弟兄姊妹的代禱，不停地慰問及提出給予幫忙，那種熱情與關懷，給我們打了一枝強心針，讓我們感覺到無限的溫暖與安慰，也有足夠的力量去面對每一次的療程。精神上，事務上都得到了很大的支持。 二零一二年四月四日，我和兒媳安琪兩人陪伴炳廸前往見醫生，等了兩個多小時，醫生一行三人來了，他宣佈，沒有藥   可以醫了。我含著淚問醫生，可以有多久的時間呢⋯⋯⋯面對兒子死的哀痛，誰能給予安慰呢？ 在極其痛苦當中，眼前突然看到耶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痛苦，我心裡不禁在戰抖，馬利亞怎麼樣去承受兒子所受的痛苦呢？感謝主，因為祂的死把我們從罪惡中拯救了出來，拯救了我們的靈魂，讓我們可以享受在天國的平安與快樂。再回顧兒子的一生，面對很多的困難，但是他都勇敢的面對，又努力的克服，在病中無怨言，並且辛勤工作。我看到他有價值的人生，雖然只有短暫的生命，離開時還不到四十二歲，卻是有一段豐富的人生。 當醫生告訴我們，他可能這兩天就要離開了，我對他說：「廸廸（這是我自小叫他的名字），不要怕，你是上帝的兒子，你的肉體受盡了苦，當你離開這個世界，你可以在上帝的國度裡，享受永遠的平安與快樂，你已經活出一個很有意義的人生了。」二零一二年五月二十三日，他平靜地在我面前結束了他最後的一口氣。深信人死後將在上帝的國度裡，而今世能有一個有意義的人生，這不就是最大的安慰嗎？哀痛的磨鍊又算得什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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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thank God for our extraordinary joy during this Christmas season: the beautiful floral arrangements; soft candlelight; sweet singing; the reunion of friends from every corner; moreover, we’ve got a member who traveled 400 miles down from Sacramento to worship and break bread with us and then return the same day for his work the following day. What’s more, the Holy Matrimony of Pauli and Eric on 29th made our joy complete. To celebrate a Holy Matrimony is always a great joy; however, as a priest, it now calls for a steadfast faith to share the joy of this sacrament. It is because the teaching of Christian marriage is seriously challenged by the secular culture. Our current thoughts advocate individualism, which pushes us to get caught by materialism and pragmatism. The current ideology urges us to be true with our feeling, to seal our own fate; and if love is found no longer exist in a marriage, we should not force ourselves to continue the wedlock. The “sanctity of a marriage” is, sadly but honestly, outdated. Nowadays, divorce has become popular, and also easy and quick. As no-fault divorce has been introduced into the legal system of the modern world, dissolution of a marriage does not require mutual-consent of both parties, nor proof of any wrongdoing by either party. If people want a quick legal divorce, go to Guam, where one can obtain an uncontested divorce from the court, provided the applicants stay for 7 days there. Worst still, the world is now redefining the concept of a human family. Many people now are even not sure whether a family should be just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So, the declaration in the sacrament that “those whom God has joined together, let no one put asunder.” has already became an outdated cliché nowadays. The modern culture seems so powerful that I sometimes doubt if I were just another daring Don Quixote who tilts at windmills.  However, cultural trends and ideologies are temporary, yet the truth of the God is permanent. In reality, minor conflicts between couples are inevitable. The key is not to turn the minor disputes into heated quarrels, and then be driven to extremes and become mutually exclusive. Marital relationship should be allowed to grow. Minor conflicts should end up with a new day, a time of better mutual understanding and forgiveness; then, the relationship should become deeper and more charming.’We Christians are all privileged to invite the Holy Spirit for support if we are too weak to understand and forgive, and to deepen the relationship. In fact, the marriage is not a sort of zero-sum battlefield, but a win-win situation. Husband and wife should not follow the easy road leading to modern individualism; we must follow the narrow way of “love as our Lord loves us.” Let us support each other to be our Lord’s witnesses. I am delighted to share with you the homily I gave in Pauli’s wedding: When I received the wedding invitation card from Eric and Pauli, I said to myself, “Oh, Gosh, what a nice little bowknot elegantly tied on the cover to adorn the card!” It is indeed a delicate work of craft, the knot is not only snugly tied, and it is also easy to unbrace so to reveal the cheerful content inside the card. Moreover, I find this lovely knot is biblically based. In the first place, it takes two ends of a ribbon to make a knot. Each end of the ribbon is free from the other and could be quite distinctive from the other, they could be as different as far as each end can go.  It reminds us that each individual is unique, for our creative God created each of us differently. The husband and wife could be very different when it comes to their h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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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鳴鳴鳴    謝謝謝謝     
Rosalind Cheung & Stephen Chi-Yan Cheung                                     
於於於於 12121212 月月月月 8888 日日日日    寄寄寄寄送送送送本堂本堂本堂本堂    US $200 US $200 US $200 US $200 支票支票支票支票    作為作為作為作為                                            
支持支持支持支持《《《《佳音佳音佳音佳音》》》》月刊事工的捐獻月刊事工的捐獻月刊事工的捐獻月刊事工的捐獻，，，，謹致謝忱謹致謝忱謹致謝忱謹致謝忱！！！！    

《《《《佳音佳音佳音佳音》》》》編輯編輯編輯編輯    

their taste, their preferences and so on. A rich young man once asked Jesus fervently for the way to eternal life, our Lord pointed out the way for him; however the young man was allowed to choose otherwise because he was very wealthy.  So, Eric and Pauli, do not harbour ambitions to reform your partner because both of you are unique, both of you are entitled to your own space and freedom so that together you can make a beautiful knot. In the second place, if the ends of a ribbon never meet, it can never be tied to form a knot. Though both ends are unique, they have to accommodate each other so that together they can make a knot. That means each end have to bend itself someway, or twisting itself here and there under a loop so to make a knot possible. The mystery of Love lies here: true love is transforming because it calls us to find a focus beyond ourselves. When we seek to bring one another into fuller life, we shall taste the transformed life. And the transformed life begins with patience, the first virtue of true love as taught by St Paul in the 1Corinthian. Patience sparks tolerance, self control and forbearance, which ties two free ends to form a knot. Lastly, though the beautiful knot comes from two ends, they are of one ribbon. And this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knot to be snugly tied yet easy to unbrace so the happy content underneath can be disclosed. We are told in Genesis that when the first man saw the first woman, he exclaimed, “This is now bone of my bones, and flesh of my flesh; She shall be called Woman, because she was taken out of Man.” In God’s creation, man and woman are of one flesh, and through marriage husband and wife can experience the mystery of God’s love more intimately. Now that Eric and Pauli, You have chosen to be married in the sight of a gracious God who so loved the world that he gave himself to us in the person of Jesus Christ. And I pray that God will bless you in the way of life that you have chosen. Love liberates, love transforms, love fulfills.  May his presence day by day encourage and help you; May his acceptance and forgiveness of you enable you to accept and forgive one another; May his love transform your relationship; May his strength sustain you through all the joys and sorrows which will come your way.  Amen May God bless you all with a new beginning this New Year, grace upon grace, and strength upon strength.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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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後話編後話編後話編後話                                    梁金培    
 
要感謝上主給與我們健康和時間，讓我們有機會為主作工、為教

會獻上微力。在過去的一年，《佳音》編刊，若然有未盡人意的地方，
尚請原諒，並祈弟兄姊妹日後不吝賜教和提點，當勉力改善。 

多蒙諸位兄姊垂顧賜稿，這一期的《佳音》─166 期(2013 年 1
月號)，可說是稿源充足，最值得高興的是，青少人也來投稿，他們
在<教友園地>當中寫下自己的生活真實體驗，是主恩的明證。 

在<教會生活和事物>照片專欄當中，部份的相片(十二月廿四的
燭光歌頌崇拜)是我們的青年領袖 Edmund Kwan 的攝影佳構，具專業
水準。Edmund 弟兄，繼續努力，多給《佳音》捎來作品啊! 

但望在新的一年裡面，我們的教會、我們的弟兄姊妹、我們
的《佳音》月刊，繼續蒙主加恩賜力；又願我們更新心志，參與
事奉，都蒙主悅納。 

(上接 卷首語) …… 路加福音告訴我們：有一次，主耶穌與門徒坐在一條船上，在深夜忽遇到狂風暴雨的襲擊，門徒非常懼怕，便去叫醒基督。祂醒來，就向著狂風大浪斥責，風浪就止住平靜了。門徒感到異常驚奇，連風和浪都聽祂，這充分表明遇到任何危險，祂絕對不會撇下我們的。 (請參閱 路 8:22-25) 當你的心靈覺得軟弱時，祂的應許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們要藉著禱告，求主添力量，使心靈充滿靈力，化軟弱為剛強。保羅接下去說：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後 12:9) 擺在我們眼前的道路，不管是崎嶇險惡，但主耶穌是我們的牧者，祂的杖、祂的竿都安慰我們，扶持我們。有詩為証：‘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 23：4) 新的一年剛剛開始，我們抱著堅忍的心志，各樣俱備，準備走上人生的新旅程。在路途中有主同行，沒有徬徨，沒有害怕，將新的一年完全交託在我主耶穌基督的手中，求主成全。    際此新春伊始，恭祝各位： 恩惠日新恩惠日新恩惠日新恩惠日新，，，，靈力日盛靈力日盛靈力日盛靈力日盛；；；；心心心心想事成想事成想事成想事成，，，，平安納福平安納福平安納福平安納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