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前的父親節通常做兒女的向父親送上一條領帶，他喜
歡吃的食品，或帶他到館子吃頓飯，傳統上就算是向父親表
達謝意。但近年來不少在美第二代的青年兒女，隨著環境的
應變，一改以前傳統的方式而改送一套美容護膚品，或送一
張健身房會員卡，甚至有的帶他去做些面部的輕微整容（除
眼袋，去皺紋）。這些改變已成為另類子女表達孝心和愛意的
方式。其實，時下亞裔爸爸對美容和健身方面的認識確有相
當的改變，也比較注重，可以說愛美不再是女人的專利了。 
    講起美容，我就想起父親生前對衣著極為講究，平常不
論出去工作或在家裡，他都穿著得整整齊齊，特別是當他出
去應酬時，更是穿得新鮮漂亮，加上他的儀態風度，吸引在
場人士的賞識。 
    還有他講得一口流利的菲語 (TAGALOG) 和福建話，因
此他在菲人社會和福建人社團建立良好密切的關係，對他在
商業上有極大的幫助。 
    父親雖每日忙於生意和應酬，但他熱心愛主，他認為作
為一個基督徒必要做到基督徒應有的本份： 
一、他每晚必向上帝祈禱 
    在他的睡房有一壁龕，中間裝上基督神像。每晚他自己， 

有時叫我的弟弟伴他一同站立，一起虔誠地向上主祈禱。 
二、每晚必讀聖經： 

不管他多忙，不管夜多深，睡前他一定打開聖經來讀，
有時見他讀十五分鐘或半小時。他常引用聖經的話語和
經上的道理去鼓勵人 (這部陳舊的聖經仍存在我處)。  

三、他勸人歸主                                          
他不但帶領全家洗禮信主，有時他在社團遇到雙方爭執
時，他就用主的教訓來勸解眾人。有時和客人或朋友 
“嘆咖啡”時，他就趁機用聖經的故事做比喻來勸他們
接受耶穌基督做他們的救主。因此，有些未信主的朋友
給他起了一個別號叫“耶穌”；有時在街上的對面見到
他走過來時，就細聲向他的同行說：“耶穌來了”。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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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謝主，引領康鑫辰弟兄在聖靈降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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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們有幸成為基督奧秘身體之一員，不只

是上帝恩典，也是不少先聖先賢及歷代殉道者辛勤耕耘的成果。 

昨天(六月一日)是聖游斯丁殉道聖徒日，聖游斯丁約於公元 100 年間出生

於現今的巴勒斯坦。他的雙親是外教人，十分富有，他不但喜歡研究哲學，

他內心更被一股追求真理的動力催迫著。就是這股動力使他三十歲時決定領

洗成為基督徒、後來成為護教士及殉道者。 

聖游斯丁不只是一位哲學家，他也是最早描述「洗禮慕道班」和「入門禮儀」

的教父之一。在其所著《第一護教書》的第 61 和 62 章中，描述了準備洗禮

的細節和儀節；在《游斯丁與推芬對話錄》中提出了聖洗神學，為禮儀學者

提供了寶貴的參考。他認為「洗禮班」應包含四項要素：1.相信所教導的真

理；2.承諾守誡命；3.學習禱告認罪；4.在準備洗禮期間學習與信眾們一起

克己守齋。他更認為，洗禮不但是「悔改」「赦罪」，更是「重生」和「光

照」；領洗者在聖洗禮的那一刻開始，就要善度基督徒的生活，必須為信仰

作證，遵守誡命，與永生的盼望相稱。他約於公元 152 年及 161 年，先後上

書皇帝兩次為教友辯護；並約於公元 165 年間，因拒絕為偶像獻祭而遭斬

首。當時他清楚表明：基督徒有責任見證，傳揚信仰；如果這種行為的報賞

就是死亡，那麼，他不單已經準備好，更樂意接受它。 

聖游斯丁雖是一千九百年前的哲學家，但我們翻閱他的作品時，卻發現他的

學問與現代全不脫節，並不乏妙語如珠的情節，叫人賞心悅讀。比如，我曾

經聽過不少人問道，寵物可否上天堂，成因現代人物質生活較優越，不少人

飼養寵物，視寵物為至愛。聖游斯丁在千多年前就觸及了這問題，並在《游

斯丁與推芬對話錄》第四章中給了我們答案： 

“推芬說：那麼，馬和驢也過去或將來有看見上帝的可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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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斯丁說：不，即使在人類中，也有多數不會看見上帝，只有那正直生活，

為公義及其它諸德所淨化的一部分人才可以。 

推芬說：然則一個人之能看見上帝，並不是由於姻親關係，亦非由於其有理

性，卻是為了他具節制和公義之德。 

游斯丁說：正是，也是為了他具有認知上帝之能。 

推芬說：那麼，山羊或綿羊有傷害其他動物麼？  

游斯丁說：都沒有，一點也不。 

推芬說：照你這話，所以這些動物也會看見上帝。 

游斯丁說：不，因為它們的身體沒有這樣的設計。＂ 
 

初期教會為何將崇拜由安息日(週末)移至主日(一週

首日) ，聖游斯丁在《第一護教書》的第 67 章中為

我們提供了線索：“禮拜天是我們全體共同集會的一

個日子，為了它是上帝作工，變更混沌，造出世界的第一天；而我們救主耶

穌基督也就是在這一天從死亡而復活的。＂ 
 

故此我們得知，為何在公元第二世紀，當基督教還是地下團體的時候，基督

徒已改在禮拜天(一週首日)崇拜。時下不少信徒以為，禮拜天是休息日，是

可以理所當然懶躺在床上，遲遲不起來的日子。其實，禮拜天是一個積極的

日子，是象徵上帝從混沌中順理成秩序井然的日子。六月份是炎夏近至的時

候，又是大批同學考公開試或畢業試的時候，更是成千上萬畢業生步出校

門，在這“艱難世界”中找工作的時候。他們每一週的日子都不是容易的，

但縱然我們在以往一週盡有不如人意的遭遇，但每至主日時，又是一個新的

開始，叫我們在信心中，一週新似一週新。所以，主日崇拜不容疏忽。願主

保佑大家，盛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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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UO, Ken 郭啟創 6 月 3 日 KWAN, Robert 關甘澍  6 月 16 日 

ZHANG, Paul Cai-Zhong 張才忠 6 月 5 日 LI, Yi 李怡 6 月 17 日 

LI, Frances 6 月 9 日 ZHANG, Meng 張萌  6 月 19 日 

TAN, Angela 譚穎茵 6 月 11 日 LI, Joseph 李福培 6 月 19 日 

WU Kam Wan  胡金勻 6 月 12 日 WU, Cai-Chu Deng 吳鄧彩珠 6 月 22 日 

CHANG, Wood 張申林 6 月 16 日   

    



 4 

 



 5  



 6 

 



 7 

 

 

Anita Lee (李美慧)，2012 年 11 月剛渡過四十歲生

日的美麗女孩，正有大好的前途及美好的人生在眼前，不幸地多年來被癌魔

困擾，心靈及肉體都受盡痛楚及折磨，但神蹟竟可在她臨終時發生，而亦帶

我經歷上帝又一次使用我，為祂作見證。 
 

Anita 是我一位知交郭劉美華女士  (Helena)的好朋友，

Helena 並非基督徒，不過因著她我與 Anita 在過往有著數面之

緣。當我知道 Anita 病情後，我為她祈禱，但我不知如何幫助

她。我從他人口中知道，Anita 是一位極度倔強、固執但獨立

的女孩，她離開在加拿大生活的家人，獨自一人在港工作及生

活。她對任何宗教信仰十分抗拒及反感，並與有基督教信仰的

母親關係疏離，甚至生病時，亦阻止朋友們通知她；某位好友將 Anita 的情

況通知李太， Anita 更大發雷霆責怪此好友。李太知道後便立即回香港，但

Anita 想盡辦法逃避，以為萬事均可自己解決。 
 

五月三日星期五下午，我接到好朋友 Helena 急電，問我可否到醫院探

望 Anita，因為她想認識基督教，但又不希望接觸牧師。我接過電話後，當

然要立即安排探訪。雖然我從小便在教會長大，又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資深

教友，但我毫無醫院探訪的經驗，更無正統宣教訓練，對自己的能力有所懷

疑。我邀請一位勝任的教友幫忙，但那位教友剛離港，結果我不能逃避，唯

有硬著頭皮「頂硬上」；我不斷祈禱，求上帝賜我力量幫助我，讓我能夠引

領這寶貝的靈魂來到主前。 
 

晚上我與 Helena 到達病房。剛在一個月前從溫哥華飛來陪伴 Anita 的李

太，知道女兒不喜歡她當時在場，便暗自離開。我知道 Anita 十分抗拒傳統

的宣教，只好向她分享這數年上帝給予我無數的恩典，特別在軟弱無助的時

刻。這讓 Anita 明白上帝是真實的，祂關懷照顧每一個人；我們只要向衪祈

求，將心內重擔交給衪，衪必為我們安排最美好的結果。兩個鐘頭的分享，

在祈禱後結束；離開時我鼓勵她親自向上帝訴說自己的擔

憂、懼怕、痛苦，盼望上主的帶領。 
 

翌日下午接獲李太來電，邀請我再去探訪 Anita。到達

醫院時，李太告知我 Anita 整天熟睡，不知是否已到達昏迷

狀態。李太哭說她一直非常希望女兒能歸信主耶穌，但均遭

拒絕，到如今已無望。到達病房時，Anita 甦醒過來，我與李

馬幗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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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一起為她懇切祈禱，更唱出聖詩「耶穌領我歌」。兩母女深受感動，互相

緊緊擁抱著，深信聖靈必在當中工作。故當李太問女兒她信主否，女兒望著

媽媽說：「我信」。媽媽再問女兒是否想受洗做主的兒女時，Anita 點頭答：

「想」，她決志信主。此際母女再抱頭痛哭，但是時流出來的是歡欣喜悅的

眼淚，Anita 更對眾人說：「我好開心」。想不到聖靈感動下我的分享能使這

位極抗拒基督的女兒接受基督，作她個人的救主，榮耀歸於上帝。 
 

我立刻徵求母女同意，由剛到達的劉惠蓮牧師帶領 Anita 作認信祈禱，

並急電聖馬利亞堂主任牧師鍾嘉樂牧師。感謝主，他立刻拋下工作前來醫

院，詢問 Anita 是不是願意接受洗禮，她肯定的回答「是」。於是鍾牧師在

眾親友與劉牧師及本人見證下為 Anita 施洗，正式加入基督的大家庭。星期

日 Anita 進入彌留狀態，各好友分別與她話別，李太很平靜等待上主迎接女

兒返天家的時刻，母女都不再懼怕，現時只是暫別，不日將會在永恆的樂園

相會。五月五日晚上十時，Anita 在至愛的母親、劉牧師及眾親友陪伴下主

懷安息。 
 

在這不足四十八小時過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上

帝對我的呼召及使用，個中還有很多上帝美妙的安

排，遣派天使陪伴李太兩母女身傍，最後如李太所願

女兒歸主，母女關係修復，更共同渡過 Anita 在世的

最後一個月。Anita 安詳返到天家的旅程，實在是一

個太美好的安排及見證。安息禮及火化後，李太將會

帶同 Anita 的骨灰返加拿大安葬，其家人及好朋友們將永遠懷念她。 

 

我能在整個過程中參與，再一次確認上帝對我的愛顧，呼召我這不配的

女兒，帶領我做出一件自己認為「不可能」的事奉，加深我對主的信賴。以

後盼望能繼續多作主「吩咐」的事工，傳揚上主的救恩。最後我深信上帝必

會帶領 Anita 的家人，為此作見證，榮耀天上的父上帝。 
 

(編者：蒙 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教友 馬幗英姊妹答允，讓《佳音》轉載
文稿，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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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ril & Alex 故事區 

 
故事出自《一念之間》  

 

有一個很有錢的老人，妻子很早就過世，三個孩子長大成人便陸續出

國進修，在國外成家立業。孩子不在身邊，老人一個人過日子，沒人陪伴。 

三個孩子起初也接老人到國外居住，後來老人說住不慣，又回到原來

的居所。三個孩子礙於自己均已成家，妻小都不願意返國照料老人，因此，

老人還是孤伶伶的一個人。 

老人有個鄰居，是個年輕人，平常沒有上班，做了幾次生意都沒成功，

一副遊手好閒的樣子。但這年輕人跟老人很談得來，說是要跟老人學做股票

投資，開口閉口稱老人為「老師」，每天跟進跟出，隨侍在側。 

其他鄰居都說：「這個年輕人，成天陪著老頭子進出證券號子，一定

是為了老頭子的錢。老頭千萬別給他騙去了！」 

老人的三個孩子們也聽說了這件事，常從國外打電話回來，叮囑老父

要小心：「您的錢可別被他騙走了。」老人總是回答說：「我當然知道！我

又不是傻子！」 

這樣過了十年。老人死了，三個兒子都趕回來了。當律師宣讀遺囑，

那名年輕人也在場。 

遺囑宣讀完之後，老人家三個兒子的臉都綠了，老人居然

真的糊塗到把大半的財產都給了那個年輕人。 

但是，他有一封信給兒子們：「我知道這年輕人可

能貪圖我的錢，但是在我的晚年，真正陪伴我的是他。

就算你們嘴上說愛我，心裡掛念我，但卻都沒有任何實

際行動。這個年輕人卻跟了我十幾年，連一句怨言都沒

有。就算對我的愛都是假的，但假裝久了，假的應該也算是

真的了！」 
 
大家, 我相信你們中大部分人都跟你的親人或情人說過我愛你，或在

教會說我愛上帝，就像這個老人的三位兒子。但是，回頭一想，你可以數出
你為了你親愛的人做了多少件事可以證明你真的愛他們了？即使這三個兒
子常打電話給老人，說他們很關心他，最後，老人還是孤獨的。所以，如果
你真的愛一個人，就要用行動來表示，不是說一說就可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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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子 們 哪 ， 我 們 相 愛 ， 不 要 只 在 言 語 和 舌 頭 上 ， 總 要 在 
行 為 和 誠 實 上 。… 約翰一書第三章第十八節 

 
(故事出自 《一念之間》 作者：蘇拾瑩) 

  

     我叫康鑫辰，来自中国辽宁沈阳，从小所受的教育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

对基督教并没有太多真正的认识，只是通过一些电视电影作品才对基督教有些

模糊的概念，那时候认为圣经里的故事都是人编出来的，像希腊神话一样。后

来我大学毕业又到法院工作，在这种环境里更是不可能有机会接触到基督教的。

但有时事情就是很神奇，记得大学时，我学校的旁边就有一座

教堂，但上了四年学也一直没进去过，直到工作了，有一次为

了一个考试，我想让自己的心沉淀下来，不想荒废时间再玩乐，

可又不知道该怎么约束自己，于是跟朋友开玩笑的说，我买本

圣经吧，在复习期间想玩了就读读圣经来约束一下自己，于是

在朋友的陪同下，我第一次去了教堂，买了第一本圣经，那时

的我并没有信主，刚读圣经的时候根本不懂在讲什么，只当是

读历史书一样。后来还有一件事，让我觉得原来主基督一直在我身边，听妈妈

说小时候照顾我的一位老奶奶就是虔诚的基督徒，只是那时候我很小，并不懂

得这些。而二十多年了，我终于要归于我主基督的名下了。 

     谈到基督教，我不得不谈的就是人的罪性，通过在受洗班卢牧师给我的讲

解，我也对罪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法院的工作经历让我看到了人所犯的各种已

知的罪，同时也让我看到人还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不自律，冷漠，缺乏

关爱，骄傲，以自我为中心等等。 我们其实都知道这些是不好的，却难以认识

并克服。 比如说我自己， 有时候不够自律， 该学习的时候却把时间花在上网；

遇到不顺心的事，有时埋怨别人，因此而生气。内心深处，像是有两个人在搏

斗，软弱的一方常常失去阵脚。也看到身边有一些人因一时糊涂犯下大错，事

业废弃，或因此伤害别人，或家庭破裂，痛苦不已。这些都是我们未知的罪。 

     年初，我来到了这 自由的国度——美国，可面对新的环境和生活的变化，

我有点无所适从。周围陌生的一切，远离家人朋友，背井离乡所带来情感上的

孤独，更是让我对人生产生困惑，不确定自己的人生方向。可就在这时，是主

耶稣为我指明了方向，带我来到圣公会圣加百利堂，认识了这么多弟兄姐妹，

这段时间，我能体会到信靠主确实能带来平安的感觉，起初还是不太明白救恩

的意义。信靠和追随主，到底能有一个怎样不同的人生呢？ 

但我现在明白了，感谢主为我安排的这一切，是主让我能

够顺利的来到美国，能够很快的走进主殿，成为主肢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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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分，来事奉主。说到事奉主，我又想到卢牧师给我讲的一段圣经，出自歌

罗西书 3：23：“无论作什么，都要从心作，像是给主作的，不是给人作的”，

这句话确实可以值得我们受用一生。 

    自从来到教会后，通过参加每周日的崇拜和团契，也跟着国语青年团的小

组活动，与大家一起对圣经的学习和讨论，增进了我对基督教义的了解。经过

在受洗班的学习，我更加感受到了神的大爱，信必得救，只要信主耶稣，接受

主耶稣做救主，就可奉主耶稣的吩咐和命令而受洗。信主后，我感到心境清明

了许多，尤其是在饶恕他人上，以往别人伤害了我，我在生气过后，就试图忘

却那不开心的事，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可那并不是真正的原谅，所以当我每每

在想起往事时，又不免义愤填膺，无法原谅对方对自己的伤害。信主后，我知

道了原谅别人就是原谅自己 ，我藉由祷告将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求他引领我

做到真正的原谅。虽然我信主的时间还不是很长，虽然我祷告的话语还略显稚

嫩，但我知道我已走在神指引给我的道路上，还有众多的弟兄姐妹与我一起同

行，帮助我在主里成长，以后的日子将不在孤单。我决定在今天受洗，洗去旧

我，获得主内的新生。 

     最后我想分享一段很有名的经文，也是我很喜欢的一句话，就是哥林多前

书 13：4-7，对爱的歌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

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

望，凡事忍耐。”希望我们都在主耶稣基督里获得平

安喜乐。 

 

菜果（三） 
由於菜果本身的味道清甜，好多肉類、海味都能與之搭配做出佳餚，做

法較簡便快捷，例如：蝦米煮菜果、魚餅煮菜果、肉片炒菜果。 
蝦米煮菜果 
材料：小蝦米 0.5 盎司、菜果 1.5 磅、中國芹菜梗 1 盎司、蒜茸少許、

薑角 3 片、糖、鹽、雞精、食油、麻油、料酒、濕生粉。 
製作：（1）小蝦米用水浸發後撈起；菜果去皮切成稍厚的片；芹菜梗

切段。（2）燒紅鑊，落油，放入蝦米爆香，放入蒜茸，贊料酒，放入菜果
片炒勻，放入糖、鹽，加入少量雞湯或清水，蓋上鑊蓋煮至菜果熟透，放入
中國芹菜炒勻，落麻油數滴，放雞精調味，用濕生粉打茨，放尾油即成。 

如果要做“魚餅煮菜果”，應先做好魚餅並煎至黃香熟透，盛起待用，
然後起鑊將菜果煮熟再加入魚餅稍煮，調味後用濕生粉勾茨即成，放入少許
蝦米起鑊與菜果同煮，效果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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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肉片炒菜果”，應先將切好的肉片用生粉醃過，起鑊炒至剛熟待
用，然後起鑊將菜果煮熟再加入肉片，當然也可以放入少許蝦米起鑊與菜果
同煮，味道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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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班舉行日期 :   5/17/13      篇章 : 創世紀 

我們思考的重點：   雅各與拉班 
 

雅各騙得長子的名分和祝福，所以不容於哥哥以掃，因此照父親的

指示，離開故鄉約五百哩，到哈蘭想娶母舅拉班的女兒為妻。 

    他為拉班做工七年，作為娶他女兒的工價。滿七年，拉班以欺騙的

方式，將大女兒嫁給他，而不是他喜歡的小女兒拉結。這比照他欺騙父

親，取得長子的名分和祝福之事，實在有現世報的感覺！ 

    於是他再為拉班做七年工，娶得拉結為妻！ 

    雅各在哈蘭近二十年，與拉班可以說是互相用盡心機！雅各在這中

間，世事經過，人情看盡，覺得一切的追求，也不外如此，所以得到上

帝的指示，想回故鄉示劍了！  

    他帶妻子，兒女偷偷離開哈蘭。拉班發覺後，立刻追趕並且追上了！

但拉班得到上帝的顯示，不敢殺害雅各，只是與他立約，互不侵犯！ 

    雅各對上帝的信心堅定，只願奉上帝的名起誓！若然要他在屬世追

求與上帝之間作選擇，他會選擇上帝。 

    拉班，他認識上帝，相信上帝，但不愛上帝，                     

所以他不會為上帝而改變自己！他是追求屬世的                   

世界仔! 

    另一種人，就像拉結！由她偷父親的神像一                      

事來看！她既相信丈夫的神，上帝，也不排除接                     

受其他神的保守。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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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offer our thanks to the Lord who led our brother Xinchen Kang to the 
baptismal font on Day of Pentecost, and become a member in the myst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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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terday (June 1) is the feast day of St Justin the martyr. He was born around 
AD100 in present-day Palestine. His parents were very rich pagans. The martyr 
loved philosophy, and there was always an urge in his heart to pursuit truth. It 
was this inner power that motivated him to be baptized at the age of thirty, he 
became a Christian, then an apologist, and finally a martyr. 

St Justin is not just a philosopher, he is also a reporter of the “Catechism 
Programme” and the“Liturgy of Christian Initiation”. In chapter 61 and 62 of his 
“First Apology”,he depicted the details of the Catechism and the Liturgy. In his 
“Dialogue with Trypho”, he proposed the Theology of Baptism, which are 
important source for Liturgical scholars to study the liturgical life of the early 
church. He believes that the preparation for baptism programme should include 
four elements: 1. faith in the truth being taught; 2. commitment to keep the 
commandments; 3. learn to say prayers and make confessions; 4. fasting and 
self-denials with the congregation as preparing to be reborn in the Spirit. He also 
stresses that Baptism is more than “repentance” and “absolution”, it is also 
“rebirth” and “being illuminated”. The baptized should commit himself at the 
very moment of baptism to live a new life, to bear witnesses for faith, and to 
follow the commandments which is appropriate to the hope of everlasting life. 
He petitioned the Roman Emperor twice around AD 152 and 161 to defend the 
Christians under prosecution. Finally, he was martyred around AD 165 as he 
refused to worship the idols. He made it clear that Christians have the 
responsibility witness and to live out their faith, even though which can bring 
about death. To him, he had always prepared to take the consequences, and he 
took it willingly. 

St Justin is a philosopher of nineteen hundred years ago; however, as a modern 
reader, it is still delighted to read his writings, in which there is no lack of 
thoughtful reflections. For example, for years I have heard people asking if their 
pets can go to heaven- sometimes their pets mean everything to them. St Justin 
did touch this subject in the fourth chapter of his “Dialogue with Trypho”:- 

“ „And do all the souls of all living beings comprehend Him?‟ Trypho asked; „or 
are the souls of men of one kind and the souls of horses and of asses of another 
kind?‟ 

„No; but the souls which are in all are similar,‟ Justin answered. 

„Then,‟ says Trypho, „shall both horses and asses see, or have they seen at some 
time or other,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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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Justin said; „for the majority of men will not, 
saving such as shall live justly, purified by righteousness, 
and by every other virtue.‟ 

„It is not, therefore,‟ said Trypho, „on account of his 
affinity, that a man sees God, nor because he has a mind, 
but because he is temperate and righteous?‟ 

„Yes,‟ said Justin; „and because he has that whereby he 
perceives God.‟ 

„What then? Do goats or sheep injure any one?‟ 

„No one in any respect,‟ Justin said. 

„Therefore these animals will see [God] according to your account,‟ says 
Trypho. 

„No; for their body being of such a nature, is an obstacle to them.‟” 

St Justin also gives a valuable account of the life of Early Church as to why 
Christians switched their public worship from Sabbath (last day of a week) to 
Sunday (first day of a week). In chapter 67 of his “First Apology”, he writes: 

“But Sunday is the day on which we all hold our common assembly, because it 
is the first day on which God, having wrought a change in the darkness and 
matter, made the world; and Jesus Christ our Saviour on the same day rose from 
the dead.” 

So, when the Early Church was still under prosecution, Christians has changed 
the day of the public worship for the reasons given. For the time being, many 
Christians think that Sunday being a day of rest, and it is justifiable to sleep in, 
getting up late in the day. In fact, Sunday is a brilliant day, for it reminds us of 
God‟s creation from chaos to order. June is the month of summer heat, it is also 
the time for students to sit for public exams, it is also the time for tens of 
thousands of graduates to seek jobs in the tough labor market. Every day of the 
week could be challenging to a lot of people. But bear in mind that every Sunday 
is another new beginning. And in faith, we are called to renew our hearts week 
after week. So, don‟t skip the Sunday worship. May God bless you all in this hot 
summer with His peace! 



 16 

 

 

( ……上接 卷首語 )    

****************************** 

    父親節在今日所有文明國家都有舉行慶祝。因地理環境和風俗的差異，故

舉行的日子和方式各有不同。在美國，父親節是訂於每年六月的第三主日，其

主旨是報恩現下及紀念已故的父親。 

    第一個父親節於 1910 年內華盛頓的一個叫 SPOKANE 的小鎮舉行，據說該

鎮有一位婦人不幸中年去世，留下五個幼小兒女。他的丈夫 HENRY J‧SMART

在悲傷之下，毅然負起教養子女責任，十年如一日，將他們撫養成人。其中一

位女兒叫 SONORA 為著報答父親養育之恩，建議五個弟兄姊妹，不管他的們居

住在何處，每人在父親生日那天，都要回到父親家裡為他慶祝生日。話說有一

主日，SONORA 一家大小到他們的教會做禮拜，適逢該日是母親節 (五月第二

主日)，凡到教會的母親均由他們的子女親自將一朵紅色的 CARNATION 針在母

親的襟上以示孝敬。(父親的花是玫瑰 ROSE，紅色是代表健在，白色是代表已

去世)。那天，在慶祝母親節儀式中，她得到一個啟示，她深信世上有不少父親

像他的爸爸那樣，父兼母職負起教養子女的責任，因此，也要訂立一父親節，

像母親節那樣來慶祝及紀念他們養育的辛勞。於是她與數位同工著手籌備發起

父親節；經多方的游說、宣傳和祈禱，得到教會、國會議員和社區熱心人士的

支持，終於在 1910 年成功訂立。起初未得普世推行，直到 1972 年，LYNDON 

JOHNSON 總統正式宣佈為民間一個重要已節日。 

編者話 
《佳音》170 期─2013 年 5 月號的卷首語《一位教宗的誕生》，當

中提及“天主教歷史上聖徒，方濟沙維亞 (Francis Xavier)。他於 1537 年
搭船前往印度，馬來西亞與日本，......他在日本時最大的心願是前往中國
傳教；但此一夢想卻從未實現，…….不幸病逝於日本上川島。”                                  

多蒙主內弟兄指出其中錯誤，上川島應是位於中國 廣東省 江門市
台山。翻查有關記載，於 1552 年 9 月，耶穌會士聖方濟各·沙勿略神父(官
方譯名) 抵達上川島，等候船隻載他前往廣州，但在同年 12 月 3 日病逝
在島上。其墳墓建在北部大腦山西麓，並建有門樓，上面有寫著 聖方濟
各．沙勿略墓園 的橫額。 

編者校對失誤，願承擔文責，謹此致歉。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9%BF%E4%B8%9C%E7%9C%81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9%97%A8%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9%97%A8%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E6%B1%9F%E9%97%A8%E5%B8%82
http://zh.wikipedia.org/wiki/1552%E5%B9%B4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80%B6%E7%A9%8C%E6%9C%83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B%A3%E5%B7%9E
http://zh.wikipedia.org/wiki/12%E6%9C%883%E6%97%A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