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歲次癸巳，謹祝：八福臨門，主恩永偕。  

農曆生肖，今年是蛇年，“靈蛇獻瑞”，也就是世俗
的祝賀語。其實只要我們勇往直前，高舉十架，任何年月，
任何“生肖”，皆“呈祥獻瑞”。 

談到“靈蛇”，蛇之為物，在聖經當中常被用來代表
狡猾、邪惡和奸詐，是迷惑人心的。 (創:3:1) (啟:12:9) 
不過蛇也另外有其特性，就是懂得自我防衛，既機警又靈
敏。 耶穌差遣祂的門徒出去傳福音，要學效的是蛇的“機
警”，祂說：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
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太 10:16) 

我們要作善良、忠實的信徒；然而世事多奸詐，人心
險惡，我們在這世代存活，不能愚昧無知、笨拙盲目，我
們要懂得保護自己啊！基督徒“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
心不可無”。 

基督徒要有愛心，上帝是愛；不過我們不要忘記我們
敬拜的上帝也是公義的。愛和公義並行不悖。祂希望我們
彼此相愛，又愛人如己，自己也當受到照顧；博愛和愛己
並沒有矛盾。 

以上所述，是編者參與二月二日同心團契聚會之後內
心的一番感受。當晚飯後討論的話題是“被騙的經驗”。
弟兄姊妹，彼此交心，原來或多或少都曾經被欺騙，令得
金錢或是感情遭到虧損。怎樣去面對呢？怎樣去防範呢？
大家爭相交換意見。時屆散會，眾人仍意猶未盡，踴躍發
言。 

不容易啊！我們要忠厚而不被他人利用和欺騙，要靈
巧而不至於狡猾和詭詐，需要的是智慧、勇氣和歷練。我
們當親近教會，參與團契生活；信徒同心，繫連妙結，揚
眉瞬目，不離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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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容易又新歲，轉瞬間我們已踏進癸已年。我們感謝上帝在農

曆十二月中，引導張萌及翁偉星在我堂領洗，成為基督奧妙肢體中一
員，也成為聖加百列堂大家庭的一份子。春節是一個吃吃喝喝的日
子，我們歡喜在過節時吃糕點：年糕、蘿蔔糕、芋頭糕等等，這都是
很美味又有意義的時令食品。吃糕點有慶賀稻米豐收的意思，也是寓
意步步高陞的祝福。若有人問我，在過年時什麼糕點對基督徒最有意
思。我會提議吃鬆糕。因為我們中國人的新年總與大齋期非常接近，
而鬆糕不但寓意我們的靈命年年高陞，更要緊的是，糕體中是空空鬆
鬆的，它提醒我們在大齋期間要倒空自己，鍛煉自己走十架的道路，

才可以指望自己實實在在的愛人如主。 

在大齋期間倒空自己，鍛煉靈命的方法五花八門，有人在大齋期
間定日禁食或戒吃甜品，有人戒玩電腦遊戲，有人規範自己多做健身
運動等。今年我提議大家考慮在思想上倒空自己，用別人的眼睛看老
問題，看看有什麼體會。一月二十七日我們教區四所華語堂在聖愛德
蒙堂舉行了聯合崇拜，因接近首位聖公會女牧師李添嬡在一月二十四
日的封職紀念日，我們當天也以李牧師為我們教會帶來的啟發及後續
的事工發展而感謝主。在美國，有關封立女牧師的爭論已經過時了，

我們的主席主教也是聖公宗首位女性大主教。但我們不要忘記，世界
上大部份基督徒都是不贊成封立女牧師的；現今世上 23 億信徒中，
羅馬天主教及東正教，合共 14.6 億成員還是不接受女牧師的，而我們
的聖公宗還有十個教省不接受按立女牧師，單單在非洲就有二千一百
多萬聖公會成員是不接受女牧師的。對於這些廣大的異見者，我們大
多數人在心底裏認為他們是落伍的、保守的、不行公義的、甚至是「性
別歧視」的。但在我所認識的朋友中，雖有不少同道是積極鼓吹按立
女牧師的，也有好一些朋友，他們是非常反對按立女牧師的，他們之
中不乏女性。而女性又怎會歧視女性呢？所以，我們切忌自以為高人

一等，是先進的、文明的、行公義的和革新的而漠視別人的觀點，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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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基督身體內彼此尊重的基礎。或許，讓我在步入大齋期時與大家重
溫他們的論點，用他們眼睛了解問題，看看在主的大愛中有什麼體會。 

首先，羅馬公教及東正教認為聖職是來自上帝的意願，而上帝只
願意男性來當聖職。他們認為耶穌基督只召呼男人當使徒，在最後晚
餐時只有男人坐席，連聖母也沒有份，在聖靈降臨時，也只是賜恩典
給男性，聖母也不在其中，在在顯明是特意挑選男性為使徒，承擔聖
職的。很多人會馬上駁斥說，這是因為當時是男權至上的社會，耶穌
是迫不得矣如此，不能就此推斷上帝的意願。但持異見者即指出，耶
穌那是一位不被人間習俗所捆綁的主，他在公共場合與女人證道，在
安息日治病等，而且，當時的異教也是很流行女祭司的；所以，若耶
穌願意女性擔任聖職，耶穌定會這樣做。由於他們認為教會並未被耶

穌受權按立女性作牧師；所以他們無法按立女牧師。 

第二，雖然上帝是靈，沒有男女性別的區分，但照著他形像所造
的人却有男女之別，因為上帝「造男造女」(創世記 1:27) 。男女當然
「平等」但不等於「恆等」。他們的神學觀認為男女之別不單單在於
生理上或心理上，而更在於創造上有基本分別。持這樣觀點的包括女
神學家 Sister Sara Butler，她是研究女性聖職的權威。所以我們不可隨
便改稱天父上帝為天母上帝，道成肉身的聖子耶穌為聖女，而教會就

改成為新郎，耶穌為新婦… 否則，我們的基督教就變為一個敬拜一
位女神的宗教，這顯然與使徒所傳下來的基督教是很不同的。既然上
帝願意我們稱他為聖父，正如主禱文說：我們在天上的父，耶穌也自
稱為子，耶穌更比喻自己是新郎，教會是新婦，而婚姻是彰顯其奧妙
的結合，我們也得順服上帝的奧妙意願，挑選男性擔任聖職。所以在
聖職上，男性與女性不是恆等的，我們無權要求上帝遷就時代轉變，
不要區分女性與男性而按立女性當聖職。 

第三，縱然很多女性在牧職上不比男性遜色，有些比男性還更強，

但這也不能成為按立女牧師的理據。魯益師(C. S. Lewis )在他的「教
會與女祭司」 (Priestesses in the Church?) 一文中主張「勝任不等於替
任」(equal is not interchangeable)。他更用了一個活潑的例子來說明這
點。他說在舞會中，有些男仕舞藝差勁，主人又發現，由女士們反串
的男舞伴跳得更好。那麼，主人應否邀請更多的女士參加舞會，取代
舞藝差勁的男仕？甚至只邀請女士參加舞會，一半反串男舞伴，一半
作女舞伴？這當然不成。因為一個成功的舞會總是要有男有女的，各
自分工的，不能因為男的跳得差，就用女的來取代。同樣，C. S. Lewis 

也同意很多女性在牧養及靈命上比男性強，但這只是從社會功能上說
的，而聖職不只是一種社會功能，它更是一種從上帝而來的恩典。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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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的教會中，男性有男性的恩典，女性有女性的恩典，誰也不應取
代誰，當大家各盡其職來服事教會時，教會才是正常。故此教會不應
因為有些女性比男性在牧養上更勝任，就以女牧師取替男牧師。 

以上的例子，不是要說服任何人轉變自己的觀點，而是讓我們明
白，為何很多與自己意見相異的人，同樣都是這樣敬虔、開放、有學
養、明白事理的。這樣，在我們在教會的大家庭中，彼此才有真正的
尊重與諒解，合力為主作更大的見證。讓我們過年時吃件鬆糕，在大
齋期時學習倒空自己的主見，鍛鍊自己。最後，在禱告中這紀念剛返
天家的丘文光弟兄，願主永恆之光照耀他。祝大家新年喜樂，靈程高
陞。 

 
你的牧師 
盧君灝 

 

我們為主日學的孩子們禱告，願他們在主日學中認識主，得享一生的

福份！ 

我們為全堂的兄弟姐妹禱告，願我們常常樂意親近主，交托我們的喜

怒哀樂！ 

我們為今年本堂的事工禱告，願我們更齊心的為主作工 

我們為身心軟弱的人禱告，願他們能尋求主，依靠主！ 
（Daisy Man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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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Matthew 張詠天 2 月 1 日 TAM, Misato Koizumi 小泉美里 2 月 12 日 

LIN Xiaoqing 林小青 2 月 2 日 小泉健一 2 月 15 日 

Cheung Sun Tat 張新達 2 月 3 日 ZHANG, Yanhua 張艷華 2 月 15 日 

WU, Wei-ji 吳維基 2 月 7 日 CHEN, Pei-Young Chih 陳植沛楊 2 月 16 日 

MA, Young Mi-Tak 馬楊美德 2 月 11 日 KWAN, King Keung 關競強 2 月 24 日 

CHEUNG, Mie Koda 張巳枝 2 月 12 日 LI, Jean (Ginger) 李陳景球 2 月 24 日 

YANG, Shihang 楊世行 2 月 12 日 WU, Cherry 吳卓妍 2 月 25 日 

    



 5  



 6 

 



 7 

一
月
二
十
日
，
張
萌
、
翁

偉
星
兩
位
弟
兄
領
洗
，
我

們
熱
烈
歡
迎
他
們
加
入
主

的
教
會
。 

Our Sunday 
School Students 
(April, Alex, 
Matthew, Iris, 
Patricia, 
Phoebe, Ryan & 
Roxanne) took 
part in The 
Recycle 
Program held 
on Sunday, Jan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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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賀格 和 鮮花插圖 

多謝惠賜農曆新年賀格。當

中的插圖，部分乃是弟兄姊妹自

行提供，其他是來自本堂負責主

日鮮花佈置的姊妹，一併致謝。 

願： 芬芳常侶伴， 

喜樂永偕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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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除夕在我的兒子家裡吃團年飯，我的小孫和家弟的兩個外孫 (男女

各一)他們興緻勃勃的玩在一起，家裡一時熱鬧起

來，喊叫聲，彈琴聲，我們大人也加入玩起電子遊

戲，一片歡樂，令人心悅情怡。 我坐一旁，使我

體會到主耶穌基督何以喜愛小孩子的一段經文： 

“有人帶著小孩子來見耶穌、要耶穌摸他們、門徒

便責備那些人。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

孩子到我這裏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 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

告訴你們、凡要承受上帝國的、若不像小孩子、斷不能進去。於是抱著小孩

子、給他們按手、為他們祝福。” 

上面這段經文，從表面看來，我們不難可看到主耶穌叫門徒讓孩子進來

見祂，以及給他們按手和為他們祝福，但仍有些地方未能向讀者詳細地表達

清楚。現以查考程序去考究當時社會之風土人情及搜索其他有關的記載，藉

以解答下面幾個難題： 

(一) 經文中只告訴我們有人帶小孩子來見耶穌，但沒有對我們說明這 

“人”是甚麼人，但從一件事上，我們可以猜想得到的，經文上說門徒責

備他們，從這句話，我們可猜想 “他們”不可能是男人，因為若是男人的

話，門徒不敢輕易 “責備” 他們，在當時社會，地位與權勢都是屬於男人

的，且很少見到男人拖著小孩子在街上行走的，因此這些帶著小孩子來見耶

穌的，很可能是一些婦女，是小孩子的母親。 

(二) 這些婦女何以帶著他們的小孩子來見耶穌？這些帶小孩子的母親自

然是認識主耶穌的。他們必然受到主耶穌相當深的影響，可能他們聽過祂的

講道，或曾經見祂行過神蹟，不然他們不會那麼

費力從遠方帶他們來見耶穌，盼望他們的孩子得

到祂的祝福。其實，今日的父母同樣可以帶他們

的小孩子來見耶穌，例如把耶穌的故事講給他們

聽，及養成他們睡前合掌作簡短的祈禱，這些也

會得到主的按手和祝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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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當主耶穌見到門徒不讓小孩子來見祂就 “惱怒”起來，耶穌曾多次看

到門徒或別的人做錯過很多不對的事，但聖經並沒有說過祂 “惱怒”可見

門徒所作的是一件很不對的事，同時在惱怒當中，祂鄭重的對門徒說：在天

國裡，正是這樣的人，凡要承受上帝國的，若不像小孩那樣，斷不能進去，

由此可見主耶穌極之歡迎父母帶小孩子來見祂。 

(四) 經文中告訴我們小孩子是由母親帶來見祂的，而不是自己來的。由此

我們可想像到 他/她 不是十來歲的兒童，而是嬰孩；因那時代，嬰孩出世

不久就舉行聖洗。菲律賓是個天主教的國家，其國人九成是天主教信徒，他

們也是這樣，嬰孩出世一兩個月就舉行聖洗，且儀式非常隆重，當天請齊親

朋戚友來堂觀禮，晚間大排筵席，載歌載舞，熱鬧非凡，還有早在洗禮前，

父母替嬰孩請了兩位見証人，一男人女，男的叫 契爸 (Compadre)， 女的

叫 Comadre 即契媽。男嬰的名字由契爸改，女的由契媽改。為表示闊卓，

契爺契娘送上大禮給契仔契女，通常是股票、金錢和名貴禮品等。除此還要

負起管教責任，如帶領契仔契女來教堂上主日學，堅守禮拜和讀經祈禱等工

作， “主耶穌愛的，祂必管教。” (來 12:6) 故一般有識之士，感到當見

証人的不但要花錢，還要負起管教的責任，普通人士不敢隨便接受大都敬而

遠之。若然不幸被請，只好巧言謝絕。但也有不少有錢人家或政客，仍是樂

意接受的。一個有錢有勢的富翁，擁有十個八個契仔契女

是平常的。 

    當今世上所有文明國家，對孩子極為重視和愛護，他

們把國家未來的重任寄望在他們的身上，因為他們相信孩

子是國家未來的棟樑，正如我們把我們的願望寄望在我們

天上的父一樣。因為我們深信沒有甚麼豐盛的恩典是上帝

所不能賜給我們的，願我們都像小孩子那樣的單純才能走

上通往天國之路。 

 

 

 

 

     

 



 25 

 

每月一次的國語青年碰碰頭又準時和大家見面了。在 1 月 6 號的午膳之

後，國語團契的青年們一同來到聲名赫赫的比華利山莊。比華利山面積不

大，居民僅三萬二千人，因此到這裏遊覽，可以

安步當車慢慢品嘗。 

以名店購物為主的羅迪歐大道，包含了所有

南加州最高級的店家，也佔據了洛杉磯最為有利

地勢，是洛杉磯市最高檔、最精美的服飾商業

街；每一間商店售賣的都是世界級的精品，包括

名牌服飾、珠寶等，有的是世界聞名、最受歡迎的國際頂級大師的設計作品；

這裡是巨星名流最愛光顧的地方。 

走在悠閒的路上，同熱情的青

年們一同交談，時間都變得如此美

妙，仿佛串串的音符，跳躍在多彩

的五線譜上。當你看到那些精美絕

倫的藝術品，你會由衷的讚歎上帝

是多麼的偉大。我曾記得一位著名

的作曲家說過，“我的作品裏真正

好聽的就只有那麼多，那些都是上

帝把著我的手寫出來的，那些不好

聽的，都是我自己寫出來的。”事

實真的是如此，當上帝將靈感的氣

泡放在大師們的腦海裏，一部鴻篇巨制就已經萌芽了。 

洛杉磯是陽光充足的城市，我們沐浴在午後的陽光之中，享受著藍天白

雲，這就是人們夢寐追尋的生活。在比華利，你會感到生活的一切都是如此

的自然，時間好像是閒慢下來了。一路上，不時看到一些人，坐在路邊的小

店，喝著咖啡，看著報紙，享受著一份美味

的下午茶；另一些人是靠在椅背上曬太陽。

回想到自己匆匆地活著，不免會心生感歎。

天是藍的，雲是白的，就算是再奢華的比華

利生活，也比不上這一刻的悠然自在。 

即使只有這午後片刻的停留，也讓大家

無比留戀。這出於上帝之手的比華利，我不

經意間已然愛上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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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好， 我叫张萌，来自中
国河南省开封市，我今年 24 岁。 

耶稣基督这个名字是我在国内上大学二年
级的一次英文课上听到的。当时，老师讲
的是英文写作，我的英文老师为了丰富我
们的写作素材，就援引圣经中的数个故事
来为我们打开思路。其中，有很多难以理
解的，老师有帮助我们作解释以便我们理
解。这便是我第一次听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名字。众所周知，但凡年轻人都是
有好奇心的，于是，从那以后，我在自己课余之时，就利用网络，还有学校
的图书馆等众多资源来了解基督教。 

我的第一次崇拜并不是在教堂，而是在家庭教会。是在 2011 年 6 月 5 日，
我跟随着我的一个好朋友去了一个家庭教会。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那里的
人都很热情，为人亲和友善。在那里，我第一次与兄弟姐妹们研读圣经，做
祷告，唱歌。我也知道了，上帝创造了一切，尽管每一个人都有罪，但他还
是爱我们每一个人。而我们可以通过信耶稣基督这一路径来洗清自己身上的
罪。这一次在这里我和主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我来到了美国。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度，这里可以更加自由的追求我的
信仰。在之前的家庭教会，由于条件的简陋，人员的匮乏，我一直没有受洗。
于是，当我第一次去圣公会圣加百利堂崇拜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这个教会。
因为圣公会是英国的国教，看重圣经的重要性，同时也不缺乏理性和传统。
于是，我便决定要在这里受洗。因为，洗礼是意味着信徒与基督同埋葬同复
活的一个标记。但是，我也深知其内在含义却非仅限于此。当我们怀着真实
的信心受洗时，洗礼就成了我们弃绝罪并且委身于基督的一部分，使我们得
到从主耶稣而来涌流不止的丰盛恩惠和生命。洗礼表示我们已经与基督同死
同埋葬，并且已经在他复活的生命上与他联合。正如基督诚然从死里复活一
样，我们这些在基督里存着得救信心的人也必将在受洗后活在新生的样式
中，成为一个小基督。 

在我的思维里，作为一个基督徒的意义是十分深刻的。基督徒从字面意思来
看是指“一个信奉耶稣为基督或信仰耶稣教义的人，作为一个称职的基督
徒，其肩上所承担的重担是颇大的，但要以此为荣，要不间断的学习阅读圣
经，时刻不忘记去荣耀神，传福音给他人，让更多的人了解认识基督教。此
外成为基督徒是幸运的，因为我知道这一生无论做什么，成为什么，都是神
的恩赐，要会慢慢学会享受苦难，学会用爱去诠释一切，原因很简单，因为
我是一个基督徒！ 

http://baike.baidu.com/view/47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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炒飯(三)  

(6) 欖豉炒飯  

材料：粘米飯、豬肉粒、欖豉粒、雞蛋漿、鹽、白糖、雞精、生粉、料酒、
麻油、食油。  

做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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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欖豉粒用胡椒粉、麻油、鹽和白糖調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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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炒熟的豬肉粒和欖豉粒，用鹽、雞精調味炒勻，即成。 

(7) 鹹魚肉粒炒飯  

材料：粘米飯、豬五花腩肉粒、鹹魚肉粒、蔥花、鹽、胡椒粉、雞精、生粉、
料酒、麻油、食油。  

做法：豬肉粒用生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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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入鹹魚粒爆香，放入白飯炒至飯散開不成團，加入熟肉粒炒勻，用鹽、
雞精調味、撒入蔥花炒勻，即成。  

注意：鹹魚可選實肉鹹魚肉(例如：紅魚肉)或梅香鹹魚肉(梅香馬友肉最佳)。
切鹹魚粒之前，要將魚骨清除。如果是梅香鹹魚肉，也可將其剁成肉茸。 可
以不用蔥花，改用生菜絲，另有一番風味，生菜絲的投放時間同蔥花相同。 

談談「揚州炒飯」 「揚州炒飯」，顧名思義，是源自揚州才得其名，也因
為這道炒飯美味至極，深得食客吹捧，得以馳名天下，路人皆知。時至今日，
中華大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中餐酒樓食店，都有「揚州炒飯」出品，就其知
名度，可謂冠于中華飲食文化。 地道的「揚州炒飯」一款較為高檔的炒飯，
採用的材料有：粘米飯、水發海參、干貝、蝦仁、豬肉、雞肉、鴨肉、火腿、
雞蛋、青豆仁、冬菇、冬筍等等，百味交雜，吃起來覺得其味無窮。隨著這
道炒飯的流傳，各地所謂「揚州炒飯」也不是千篇一律了，出現了眾多與當
地菜系相結合的做法，不少的做法降低了原材料的檔次以適合大眾需求，採
用的材料也就各有不同，呈現出百花齊放的局面，例如在廣東就引用了叉燒
作為用料，不少地方都採用了紅蘿蔔、毛豆仁等等。  

春節到了，我和我的家人一起給大家拜年：祝各位新年快樂，身壯力健，事
業有成，家庭幸福。恭喜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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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有位老師叫班上每個同學各帶一個空袋子到學校，並叫大家到

雜貨店去買一大袋馬鈴薯。大家都有點莫名其妙，不過都照著做了。 

第二天上課的時候，老師問大家：「你們每一個都想想，有沒有人得罪了你、
而你實在不願意原諒他的？」 

她叫大家為每一個自己不願原諒的人選一個馬鈴薯，她說：「將這個人的名字以
及得罪你的日期都寫在上面，再把馬鈴薯丟到空袋子裡。」 

大家都覺得蠻好玩的，快放學的時候，很多小朋友的袋子裡
都有了不少馬鈴薯。 

麥可就興沖沖地丟了十個馬鈴薯進袋子裡：「瑪莉說我新理
的頭髮很醜，丟一個。艾克打了我的頭，丟一個。吉米不肯讓我抄他的作業，
丟一個。 ……」每件事都讓麥可欣然地丟個馬鈴薯到袋子裡，還發誓絕不原諒
這些人。 

下課的時候，老師說：「在這個星期裡，不論你們走到哪裡，都要帶著這個
袋子，這是本週的作業。」 

於是，小朋友們扛著袋子上學，扛著袋子放學，甚至和朋友出去玩，也不
例外。 

一星期以後，那袋馬鈴薯就不那麼好玩了，變成了相當沉重的負荷。每個
小朋友都覺得袋子很沉重。麥可的袋子裡就有差不多五十個馬鈴薯。 

小朋友們開始跟老師抱怨：「老師！馬鈴薯的袋子快把我們壓垮了，這項作
業什麼時候會結束啊？」 

老師回答說：「你們現在知道不肯原諒別人的結果了嗎？會有多大的重量壓在自
己肩膀上？你們不肯原諒的人愈多，這個擔子就愈重。」 

「那麼，這個重擔該如何是好呢？」老師停了幾分鐘，要大家先想一想。 

然後，她公佈答案：「放下來就行了！」 

 

各位朋友！苦毒、怨恨的重量很沉重，往往是我們身體所擔負
不了的。聖經強調饒恕，說：「你們饒恕人的過犯，你們的天父也必

饒恕你們的過犯。」（馬太福音六章十四節）又說：「倘若這人
與那人有嫌隙，總要彼此包容，彼此饒恕。主怎樣饒恕了你們，
你們也要怎樣饒恕人。」（哥羅西書三章十三節）當你饒恕，就
等於把重擔放下了。  

那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
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嗎？ ] 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

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節至二十二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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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re we are, the beginning of another Lunar New Year. We thank 
God for leading Zhang Meng and Weng Wei Xing to St Gabriel’s for 
baptism, to become a member of the mystery body of Christ and a family 
member of our parish. Spring Festival is a time of drinks and foods. Most 
of us are fond of eating Chinese cakes to mark the festival: rice cakes, 
radish cake, taro cake etc. The cake is meant, on one hand, to celebrate a 
good harvest, and on the other hand connote a blessing of uplifting of 
ones life. If I were asked which cake is most appropriate for Christians to 
mark this New Year Festival, I would suggest Chinese sponge cake. It is 
because our Chinese New Year is so close to the season of Lent, and the 
sponge cake carries a wish for uplifting our spiritual life. Moreover, the 
small pores and the tenderness of the cake remind us of pouring out 
ourselves during the season of Lent so that we can follow the way of the 
cross, and to love others truly.  

There are various ways to discipline oneself for ones spiritual life 
during Lent. The faithful may refrain from dessert during Lent, or fix a 
certain days for fasting during Lent, or stay away from computer games 
during Lent, or even force oneself for more frequent physical exercise 
during Lent. For this coming Lent, I would suggest our members to 
consider an ideology discipline: to empty our mindset and put our feet 
into others shoes to review past issues. The four Chinese speaking 
congregations had a joint service at St Edmund Episcopal Church on 
January 27. As the date is close to, January 24, the date of the ordination 
of first woman priest in the Anglican Communion, we offer our thanks to 
God in the service for the gifts and for the richness the Reverend Florence 
Li had offered to our Chu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issue of women 
priest is over, and we now have the first female primate in the Anglican 
Communion. Yet, we must not overlook the fact that the major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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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ian world still refuse women priesthood. There are 1.46 billions 
members of the Roman Catholics Church and the Orthodox Church, out 
of the 2.3 billion Christians in the world, do not accept women priesthood. 
We have 21 million Anglican members in Africa, and 10 provinces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 do not accept women priesthood. For many of us, 
they are considered as “nonconformist”, they are outdated, conservative, 
injustice, and even “gender discriminators”. Some of my friends are 
active advocate for women priesthood, some of them are confirmed 
disapprover of women priesthood, and many of them are females. But 
how can women discriminate against women? Therefore, we must guard 
against ourselves from self-condescending, convincing ourselves that we 
are smart, we are innovative, we practice justice, and disregard the views 
of others. Otherwise, we may undermine the basis of mutual respect 
within the Body of Christ. Perhaps, during this season of Lent, we may 
revisit the arguments and try to see the issue through others’ perspective, 
and to discover if we can find anything new in the love of the Lord. 

First of all, the Roman Catholic and Orthodox Church believe that 
the priesthood we share with Christ comes from God’s will. They argue 
that it is God’s will to call man to priesthood because Jesus Christ only 
called males to be the apostles, to share with Him in the last supper, and 
to receive the spiritual gifts during Pentecost- even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was absent in these important occasions. Many of us will 
immediately refuted that it is a result of the social culture of male 
supremacy at that time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our Lord’s preferences. 
However, they will Roman Catholics will point out that our Lord Jesus is 
quite a revolutionary rabbi, who talks in public with a gentile woman, 
heals in the Sabbath etc. If it is His will to choose women as apostles, he 
will make it happen. Moreover, priestess is quite popular for the pagans at 
Jesus time. Hence, they believe that if Jesus is willing women to the 
priesthood, Jesus will certainly do so. Since our Lord Jesus has not 
authorized the Church to ordain women as priest, the Church on earth 
does not have the mandate to ordain women to priesthood. 

Second, although God is spirit without gender, but according to the 
Scripture God made human being in His image comes with gender, “male 
and female he created.”(Genesis 1:27). Men and women are, of course, 
“equal”, but “equality” does not imply “identical”. With regards to gender, 
they insist that men and women are different not only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Men and women are different theologically on account 
of the creation. Hence, men and women are equal but not identical. This is 
a view strongly shared by a lot of theologians, including Sister Sara 
Butler, who is an expert on the issue of women priesthood. Therefore, we 
cannot arbitrarily address God the Father as Goethe Mother, or call the 
incarnated Son of God as Daughter of God, and refer Jesus as the bride, 
the Church as the groom ... Otherwise, our Christianity becomes a 
religion worshipping a Goddess. This is obviously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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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ith that handed down to us by the Apostles. Since God is willing us to 
call him the Father (as the Lord's Prayer says: our Father in heaven), Jesus 
claims himself to be the Son and the groom, the Church being the bride, 
and the marriage is to manifest this mysterious union, so we have to be 
content with God’s wisdom who call men to priesthood. Men and women 
are not identical, which is a mystery, and we have no right to ask God to 
accommodate the changes of the times and to move away the theological 
difference between women and men, and consider that men and women 
priesthood is the same. 

Third, even a lot of women are equally strong or even stronger than 
men in pastoral ministry, it cannot become an indispensable reason to cry 
for women priesthood. C. S. Lewis, in his article, “Priestesses in the 
Church?” proposes that “equal” is not equal to “interchangeable”. He 
made an interesting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is point: there is a party in 
which the men were not dancing very well. And the host finds out that the 
ladies can take the men’s role and dance brilliantly. Now, should the host 
of the ball invite more ladies to the party, or simply invite all ladies to the 
party, and half of them will take the men’s part? This is of course not 
viable because a successful ball needs men and women to play their part. 
Men cannot be substituted just because they don’t dance well. C. S. Lewis 
observes that many women are capable to the pastoral ministry in terms of 
devotion and capability. However, this is just a social function of the 
sacred ministry, and priesthood is more than a social function- it is a grace 
bestowed by God. To serve in our Lord’s church, there are gifts for men 
and gifts for women which are not interchangeable. And they should use 
their own gifts collaboratively to serve for the common good in the body 
of Christ. Hence, men’s priesthood should not be interchanged with 
women priesthood, even some women are more outstanding than men in 
the vocation. 

The above example is not meant to convert anyone to change their 
mind, but serves as a hint to understand why a lot of people, whose 
opinion are radically differently from us, are equally faithful, open, 
intellectual and sensible. Thus we may learn from each other, in our 
church family, with mutual respect and understanding, and together we 
may serve as a stronger witness for our Lord. Let's enjoy a piece of 
sponge cake in the New Year, and to “empty” our own mindsets on a 
certain issue during the season of Lent, so that we may grow spiritually. 
Finally, in your prayers, please remember our brother Min Kwong who 
has returned to the heavenly home; may perpetual light shine upon him. 
Every blessing in your spiritual journey during the Lent and the year to 
come.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