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昔日上帝用景星作引導，把救世主，上帝獨生子顯現

給外邦人看見，從而展示祂的愛和救恩是屬於全人類的，

叫人們靠信心認識主。只有徹底的認識，心中被聖靈充

滿，我們才會真正的明白和相信主耶穌在世所賜給我們的

愛是何等閎廣高深。聖保羅在以弗所書告訴我們：“使基

督因你們的信，住在你們心裏，叫你們的愛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

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上帝一切所充滿的，充滿

了你們。” (弗 3：17-19) 

    慈愛憐憫的救主耶穌基督常以 “凡勞苦負重擔的，

可到我這裡來，我將把平安賜給你們”，這滿有恩慈安慰

的話語去安慰那些心煩意亂的人，因而挽救了無數沮喪的

人。 

主耶穌使我們的人生變得有價值，讓我們心裡有一個

盼望；沒有了堅強根基的盼望，人生的一切就成了幻想。

若然把你的盼望建立在耶穌的名上，那是最為可靠的。因

此我們做甚麼、求甚麼，都要仰望祂的名而求，這樣就可

得到祂的應許。 

主耶穌有慈悲憐憫的心，凡身心受苦的人到耶穌面前

尋求幫助的，祂不分貧富、男女、老幼，所有的一概醫好，

跟著祂就離開那地方。先知以賽亞曾經預言彌賽亞說：

“祂不爭競，不喧嚷，街上沒有聽見祂的聲音。”上帝打

發祂的獨生子來到這個世界，其主要使命是要救人和幫助

人。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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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的子女或親友是天才，我們一定與有榮焉，因為這世

上真正的人才不多，天才更少。所以，假如有一天人類可以用科技

製造出大量天才，那不是很好嗎？ 

最近從謀體中得悉來自北京的一位中國青年，名叫趙博文，今

年才二十歲，已是遺傳學的天才。他的遺傳學和流利的英語都是自

學而成的。十五歲時，他已在國際著名學術期刊“Nature Genetics”

（自然遺傳學）發表黃瓜基因組的研究論文。據悉，他現在正領導

他的研究團隊，著手破譯二千二百個 DNA 樣本，尋找天才基因密

碼；這些樣本都是得助於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的行為遺傳學

教授普羅敏(Robert Plomin)而獲得的。每個樣本都是來自智商超過一

百六十的人。所以說不定有朝一日，人類掌握了天才基因密碼，可

以在地上大量培養天才，以致滿街都是天才，就好像時下鋪天蓋地

的基因改造食物(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一樣。不過，若有人要

改造自己，由庸才變成天才，他必須接受生物技術，將自己的基因

修改轉移，甚至可能要加入其他人的基因，好像基因改造的黃豆、

蕃茄一樣；那麼，是否要做天才，就得考慮考慮。 

天才難求，而在信仰團體中的聖人，即是表裡如一的基督徒，

也同樣難求。不過，雖然我們不能強求人人成天才，但我們卻可以

要求人人都成為聖人，因為在我們的朝聖生命中已具備了成聖的

“基因”，而無需接受任何生物改造技術，把自己的基因翻來覆

去。真的，每一位信徒自己身上已擁有這聖人的“基因”，只是我

們沒有好好發展培育它而已。 

今天我們已進入大齋期第三週，大齋期的操練可視為一段提升

我們靈命的教育過程。教肓“education”一詞來自兩個拉丁詞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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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不同的概念：“educare”及“educere”。 “educare”主要指外

在知識的塑造，由無知變有知；“educere”則指內在誘導的培養，

由潛能變顯能。當日主耶穌在曠野中，沒有書本、沒有實驗室、沒

有研究對象，沒有“educare”的條件，但在曠野中卻有“educere”

的環境。主耶穌在曠野多天的飢餓中，在果腹的基本人權中，在魔

鬼的各式試探中，耶穌內心所潛藏的屬靈氣質都被呼喚出來。這都

是“educere”的作用。 

按照主耶穌在曠野的經驗，我們只要把握兩個字，就可以讓那

成聖的基因發揮作用：一個是“敬”字；另一個是“貞”字。 

“敬”就是尊重造物主的原意，不因人類的私慾而改變萬物的

本質。本來是石頭的，就讓它作石頭，不應為滿足人類的需要而歪

曲造物主的原意變為麵包。我們不好好掌握這“敬”字，我們便會

繼續放縱自己的情慾，無法愛人如己，更枉論愛人如主了。況且，

我們若無節制，無止境地滿足人類的需要，濫用資源，我們便要繼

續付出環境污染，溫室效應的代價。這就是對上帝不“敬”。 

“貞”字是指不做上帝不悅的事。世上的榮耀是屬於上帝的，

魔鬼想轉手送給我們，就是叫我們竊取上帝的榮耀，這是上帝所不

悅的。我們是受造物，是有限的，是當受試驗的。上帝是創造者，

是萬善萬德的源頭，是理當考驗我們的。但我們若將上帝與人的角

色互換，讓人去考驗上帝，那是上帝所不悅的。當日魔鬼引誘耶穌

從高處跳下，看看上帝會怎樣回應，就是要挑撥我們，顛覆人神的

關係。我們行事為人應該以上帝為中心，但卻以自己為中心，以人

代神，這當然是上帝所不喜悅的事。這就是對上帝不“貞”。 

大齋期所強調的，是克己、思過、悔改，好像是很消極的。事

實上，大齋期是一個積極向上的節期，是切切實實可以幫助我們成

聖的課室，是把那些早已潛藏在我們屬靈生命隱密處的“基因”呼

喚出來的曠野。今天我們已進入大齋期的第三週，心願各兄姊繼續

努力，從克己，聖言和善工中有所領會，有所更新，在鍛鍊中能更

與主相近。主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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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為每日忙碌生活的人禱告，願大家都能抽空到主面前傾訴，讓

主給我們安慰。 

我們為身體欠安的人禱告，願主醫治他們。 

我們為心裡有負擔的人禱告，願他們學會在主面前交託。           
（Daisy Man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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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將於復活節主日(三月三十一日)在聖堂盛設鮮花，藉此慶祝 

救主復活。此外，聖壇上將放上「紀念先人名錄」，讓我們一起為名錄上

的先人和回歸天家的摯愛親朋禱告。 

紀念先人名錄 同時刊載於復活節特刊之中。我們期盼本堂教友、各

方友好和《佳音》讀者，提供回歸天家的先人和親朋名字或名諱，好讓排

印「紀念先人名錄」。 

復活節，念先人，獻鮮花，慎終追遠，馨香致意，每一名錄，            
捐資 15元；歡迎作慷慨的特別捐獻。 

請填寫 單張列印的回條，連同支票(*支票抬頭：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逕交本堂牧師或幹事，又或郵寄回本堂。 

注意截收名錄日期為三月廿五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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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Dennis 陳志謙 3 月 3 日 KUNG, Jeany 孔敏兒 3 月 11 日 

VU, Minuet 洪青楊 3 月 3 日 CHU, Mary  姚麗珠 3 月 14 日 

YU Lianghang 余良杭 3 月 5 日 LIN, Wenjun 林文君 3 月 15 日 

AU, Esme 歐梁可師 3 月 6 日 CHAN, Lisa 陳何麗華 3 月 20 日 

HON, Janny 韓貞妮 3 月 8 日 KWOK, Christina 3 月 26 日 

TRAN, Phon  陳芳 3 月 8 日 WANG Da 王 達  3 月 27 日 

AU, William (Dr.) 歐維中 3 月 10 日 FUNG Mimi 馮張富美 3 月 28 日 

LEUNG, Alex 梁力斌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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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斗子夏天的星空下有我們很多的記憶！小時候我們常摸黑

走路到小丘下的小店，捧囘一鍋澆上橘子味的刨冰！長大後，一有

機會，我們也喜歡在月下散步、唱歌。有一次，我們唱“月兒像檸

檬”，我說：“啊！不行！我唱歌走音”，你說：“在詩班練練就

可以了。”這是第一次你向我提及你的信仰！ 

有一年，也是在月下散步！你說：“今

年，我向上帝說出我的兩個願望，有一個是

為你的…”。“哦！是嗎？”我愣了一下。

“祈求上帝為你找到一個好丈夫” 

璧珍，上帝應允了你的禱告！現在對於

你的離去，我和你華東姐夫，在上帝的愛裏，才能找到安慰！ 

你在生病之前，每年的聖誕節一定給我寫一張祝賀卡，上面密

密麻麻的述説一年的心境。我很少給你囘信。我囘台探親，給你的

時間也很少，總喜歡窩在爸媽家；總想

父母年紀大，應該多陪陪！姐妹嘛！來

日方長…。 

我們都沒有警覺你的生病，有時還

責怪你的不周到！璧珍！你能原諒姐

姐的粗心嗎？ 

信、望、愛，似乎愛是最重要！我

現在常常禱告，請求上帝教導我

“愛”。對你， 我太不會愛。 璧珍，我愛你，太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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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男士走進一間精品店，看見一隻精緻的茶杯，被它深深吸引著。
他心裡想，這隻茶杯本來只是一堆濕泥，毫不起眼。經過不同的工序：燃
燒、繪畫、再燃燒，然後包裝，再送到這貨架上。             

所謂「玉不琢不成器」，上帝按照各人的不同需要和特質，
有不同程度的塑造。祂塑造我們的方式也許未必如我們的期
望，但卻出於祂的慈愛。《致希伯來人書》的作者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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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透過各種
困難和痛苦，來考驗我們是否全心愛祂，祂也藉此拆毀和建立我們，過程
雖然痛苦和漫長，但我們更須保持忍耐和信賴。 

  我們都有被父母師長懲罰的經驗，古語有云：「養不教，父之過；教
不嚴，師之惰。」當時我們都不明白他們為什麼如此嚴厲，區區小事何需
斤斤計較，甚至惱怒他們。「凡管教的事，當時不覺得快樂，反覺得愁苦。
後來卻為那經練過的人，結出平安的果子，就是義。」(來 12:11)回望過
去，我們大多數都對父母師長當年的嚴厲管教，心存感激，因為藉著他們，
我們才能成為今日的我。 

  父母的天職就是教養子女，何況上帝更是我們的在天大父，祂深深愛
著我們，待我們如同祂的兒女。做上帝的子女的最大福份，就是成為自由
的人，從此不做罪惡的奴隸，不受罪惡的束縛。 

  在我們的生活裡，我們的經驗是傾向自由還是束縛？主耶穌邀請我們
在今年的大齋期內，「竭力由窄門進入天國」，就是要我們付出代價，電影
《戰火浮生》中的主角羅拔迪尼路，背負盔甲和刀劍綑綁的包袱爬上重重
高山贖罪，多次都因沉重的包袱滑倒，甚至險些滑下山坡喪命。一位傳教
士最後拔刀切斷他的包袱，他才能夠如釋重負。同樣，我們若要成為自由
的人，也要放棄一切阻礙我們進入天國的包袱，例如：驕傲、名譽、地位、
財富…… 

  各位弟兄姊妹，你們活得開心嗎？有沒有為自己身為上帝
的子女的身份而感恩？今日我們強調福傳的重要性，除了藉著
言語向人宣講外，我們的生活也成為為主作證的機會。讓其他
人看到做基督徒並不是守誡命這麼簡單，而是一份充滿喜樂、平安的生
命。外教人見到我們如此喜樂、平安，自然會感到好奇，有意認識我們所
信仰的上主。這個就是以賽亞先知和路加福音描述的效果：各民各族，都
來到上帝面前，「觀看祂的榮耀」，參加天國的筵席。 

  昔日的以色列人自信單憑自己的血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就可享有天
國，但耶穌卻提醒我們，上帝的救援是給所有按祂旨意和誡命生活的人，
讓所有人都可以成為祂的子女，並聽見耶穌給我們說：「來吧，來承受享
受主人的福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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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shall be very proud of oneself if one of his children, or relatives, or 

friends is a genius. It is because genuine talents are very rare in this world, 

genius are even rare. If someone could master the scientific technology and 

produce genius in large quantity, does that sound great? 

Recently I learnt from the media there is a youth, Bowen Zhao, coming 

from Beijing, who is just 20 years old, yet already a recognized genius in 

genetics studies. This young man’s fluent English and genetic knowledge are 

self-made. At the age of 15, he already published his cucumber genome 

research paper in the acclaimed academic journal “Nature Genetics”. It is 

understood he is now leading his own research team to crack the genetic code 

of a genius by analyzing 2,200 samples of DNA, all of which came from 

clever people whose Intelligence Quotient are over 160. These samples are 

acquired by the support of Robert Plomin, Professor of Behavioural Genetics 

of the King’s College London. There may come a day that man can produce 

numerous genius through the crackdown of genius DNA code. At that time, 

genius will be as common as the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 that is now 

displayed in the supermarket. Yet one must have a second thought before 

modifying oneself to be a genius because he has to risk remodeling his own 

genetic composition, and even external genetic factors are infused, just like 

GMF beans and tomatoes.  

Genius is rare, as rare as saints in the faith community. Saints are 

exemplary followers of Christ. Though we cannot force everyone to be a 

genius, we can expect every believer to be a saint because deep inside our 

spiritual life we have been embedded with the saint’s “DNA”. Hence, we do 

not need to undergo any genetic transformation, we just need to develop and 

nurture our own saint’s “DNA”. 

Now we are in the third week of the season of Lent. The discipline of 

Lent can be deemed as an educational process to uplift our spiritual life. The 

English word “education” stems from two different Latin roots, two different 

ideas. They are “educare” which means to train or to mold, so one will 

become knowledgeable, and “educere” meaning to lead out, to realize the 

potential of ones life. While the two meanings are quite different, they are 

both represented in the word “education.” In the days when our Lord Jesus 

was in the wilderness, there were no books, no laboratory, and no object for 

study, so “educare” was impossible. However, in the days of fasting, in the 

struggles to satisfy human’s basic right for food, in Satan’s temptations one 

after one, our Lord’s spiritual character is manifested. This is the fruit of 

“educ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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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we can liberate our saint’s “DNA” if we can get hold of two 

words: “Reverence” and “Fidelity”. 

By “Reverence”, it is meant we have to respect the intention of our 

creator, not to bend our creator’s intention to gratify of our human desire. 

Stones are intended to be stones, we should not turn stones into bread to 

satisfy our human needs. If we do not stand firm to revere the creator’s 

intention, we are tend to indulge ourselves, we will find hard to love others as 

ourselves, not to mention to love as our Lord loves us. Moreover, if we fail to 

contain our desire and to use the resources of this earth as far as wish, we shall 

pay the price of a polluted world and the greenhouse effect. All these are the 

consequences of failing to stand by the word “Reverence”. 

“Fidelity” means to refrain from doing anything that displeases God. 

The glory of the world belongs to God, but Satan wants to give this glory to us 

by his means. In other worlds, we are tempted to steal the honour that belongs 

to God, this is something God dislike. Moreover, we are creatures, we are 

limited, we are justified to be tested. Whereas, God is the creator, the source 

of all Good, visible or invisible, God is entitled to test us. However, if we 

swap God’s role with human’s role, God will be displeased. As in the 

wilderness, our Lord Jesus was tempted to jump from the pinnacle of the 

Temple to see how God will respond. This is an example of how we are 

tempted to switch God’s role with man’s position. If we cannot stand firmly 

by “Fidelity”, our saint’s “DNA” will be suppressed and we are liable to 

offend God because we shall live a self-centered life, replacing God-centered 

life. 

Lent is a time to call for self-denial, reflection and repent. It sounds 

quite negative. In fact, Lent is a very upbeat season in which we are called 

uplifting our spiritual life by realizing our saint’s “DNA” which are embedded 

deeply in our spiritual life. As we are in the third week of the Lent, may I wish 

you all to continue in your Lenten discipline so that you may sense a closer 

encounter with God.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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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 卷首語) 

…… 

主耶穌如此恩待我們，然而仍有不少信徒自稱認識基督而去利用祂

的名；他們蠅蠅狗苟，投機取巧，不擇手段，在商業上、社會上及政治

上，追名逐利。這些騙人騙己之徒，實在可恥。還有一些教派人士，如

法利賽人和文士，為著要保持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圖謀除去主的尊榮。 

據說在耶穌那時候，法利賽人是人數最多、最有權勢的教派。他們

之中，有些是好人，但大部都是貪婪、無情和假冒偽善之輩。文士是抄

寫聖經的人，由於他們極其熟識聖經，使他們成為公認的權威人物。文

士和法利賽人都是那時代的宗教領袖，為著要顯示給眾人看他們是敬虔

的宗教家，便常穿著聖衣，佩戴經文，在街上遊行；以他們所沒有的去

教導人，且向人宣講教義，其實識見淺陋。在馬太廿三章還有更多的描

述，耶穌把這一切看在眼裡，對他們的所作所為，內心感到非常憎惡，

常以激烈的言辭責備他們，叫他們為 “蛇頭”、“毒蛇之類” (太 

23:33)，並警戒眾人不要效法他們。因此，耶穌開罪了法利賽人和文士，

他們便暗中商議，要把祂除滅而後快。 

話說有一天，那天正是安息日，在群眾當中，有一人枯乾了一隻手，

法利賽人和文士們暗中揣測：耶穌會不會在安息日醫治這人呢？假如耶

穌在安息日醫治他，他們就可以控告耶穌犯了第三條戒----沒有守安息

日。法利賽人以為找到控告耶穌的把柄，不過耶穌看出他們的惡意，祂

不管他們的奸計，便對那枯乾了一隻手的人說：“伸出你的手來…”，

那人把手一伸，手就立刻好了，跟著耶穌就離開那裡。有許多的人注意

那位拿撒勒人耶穌，並且跟隨著祂，而對那些法利賽人一點不理睬。要

知道主的為人，任何事不論是人的控告，是魔鬼的試探，都不能阻止耶

穌去幫助那些尋求祂醫治的人。這實在是顯現日中關於耶穌的一個主要

的啟示；同時，也是給法利賽人和文士一個大大的教訓。 

若然我們要作世人的景星，引領眾人去認識主耶穌               

基督，首先我們自己要徹底的認識主，還要誠懇地憑著               

信心，藉著基督歸到萬有慈愛天父的懷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