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各大學在夏令季節期間紛紛舉行畢業典禮，以便新科畢業生向各大公司申請工作，包括各行各業，如：工程、醫生、律師、財務、科技等工作。這裡的大公司人事部深知這些大學生肚裡雖充滿書本上的知識，但在經驗上卻是貧乏的，因此他們將這些剛出校門的青年男女稱之為實習生 (INTERNS)；實習為期二月，在這期間須觀察他們的工作能力，藉此來決定他們的去留。這裡有八個 TIPS 提供給他們參考： (一) 幾個基本的要求：( BASICS) a. 適當的衣著 b. 注意你的言行 c. 不要為瑣事而抱怨 d. 不要開罪你的上司和其他同事 e. 不要在“Happy Hour”酣醉 (二) 在實習期間，每天都給你機會向你的上司表現你的工作能力，你當以行動向他証實你是他的最佳人選。 (三) 向你的上司或經理表示你在某項工作上有特別的技能和知識，這可使他日後把你安置在那一部門工作。 (四) 假如你每天帶午餐到公司的餐廳獨自吃喝而不喜歡和同事一起出去 lunch，同事們會以為你生性孤獨而不敢接近你。其實最好的時機是在午餐時大家一面吃一面聊天，從而得知各人嗜好和興趣，藉以加深雙方的認識，增進親切的關係。 (五) 在工作期間，不可只是取悅你的上司而忽略其他的同事。很可能將來有不少計劃 ( projects)要和他們一起合力工作才得以完成。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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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月 26 日美國最高法院裁決《婚姻保護法》違反美國憲法，並裁定加州禁止同性婚姻的《8號提案》違憲失效，換言之，把婚姻關係只界定為一男一女之事是違憲的。 當日中午我們華盛頓教區的聖彼得與聖保羅座堂的鐘聲大鳴大響，以示慶祝。我們的主席主教也表示:“歡迎美國最高法院今天的決定…根據法例，所有已婚夫婦和家庭得到平等的權利和尊嚴”。我們洛杉磯教區也在27日晚上舉行特別崇拜，大事慶祝。 但「眾人以為美的事，要留心去作。」(羅馬書 12:17)。因為普世聖公宗主教在 1998年的蘭柏會議(十年一會)以 526對 70 票通過了第 1.10決議案，該議案 b段明言：「大會持守聖經的教導，捍衛婚姻為一男一女終生的貞忠聯合，並相信在婚姻生活以外的人應當守貞…」現在這決議案是違反美國憲法的，我們應否為此慶祝？ 世界變了，科學家告訴我們，同性戀是一小撮人的自然選擇，是一種自然傾向，並非任何道德選擇，這就跟選擇吃西餐或吃中餐沒兩樣。又有些聖經學者宣稱，他們研究所得，所多馬城被毀跟同性戀沒有關係；主耶穌也沒有明確指出同性戀是犯罪的。又有教會領袖說，他們經過祈禱及聆聽，改變了立場，認為同性戀是可以接受的。大眾傳謀又不斷暗示我們，浩浩蕩蕩的世界潮流是支持同性戀的；我們要有接受新事物的胸襟，所以不應反對同性戀人士的訴求，例如合法結婚，養兒育女。 他們彷彿比二千多年前的蘇格拉底或老子更有智慧，又好像比聖保羅及聖奧古斯丁更懂聖經，又好像比孔子、孟子更有惻隱之心；使那些堅信婚姻是一男一女的人看起來守舊、狹隘兼麻木不仁。 假設他們以上所論述的都正確，那麼我們就會被趕到一處撲朔迷離的境地去。有朝一日，我們的婦女部成員可能是一位男士！主日同學的孩子可能會求問我們，為何他的「媽媽」要刮鬍子，但其他小孩的母親就不用！我們也要小心，不要憑直覺來稱謂教友，免得尷尬；因為一位男子可能是一位「太太」，一位女士可能是一位「爸爸」。若我們胡亂稱呼他們，就是不尊重他們自己對性傾向的選擇！更嚴重的是，我們要準備如何富創意地，重新解釋不少經節，例如：「你們豈不知不義的人不能承受上帝的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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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不要自欺！無論是淫亂的、拜偶像的、姦淫的、作孌童的、親男色（同性戀）的……都不能承受上帝的國。」(林前 6:9-10)。 在羅馬市郊有一座小聖堂，名為「主，你往那裡去」(Domine Quo 

Vadis)。相傳當年聖彼得為了逃避羅馬人的迫害跑到該處，遇到主耶穌，他就問：主，你往那裡去？耶穌回答說：我要到羅馬去，再被釘上十字架。聖彼得聽完，就從恐懼中醒悟過來，羞羞慚慚地跑回羅馬，從容就義地殉道。 如果我們今天在路上遇到主耶穌，我們無需問：主，你往那裡去？我們要問：主，我們要往那裡去？ (Domine, quo tendimus)。因為這世界不願接受主的真理，把我們都要邊緣化了。 主，我們要往那裡去？ 路加福音記載，當耶穌往耶路撒冷途中被撒馬利亞人拒絕接待時，主耶穌並未遂雅各及約翰之意，用一把火燒掉那村莊。主耶穌乃命所有跟隨他的人「往別的村莊去了」(路加福音 9:56)。 我們認為同性戀是一項道德選擇，本質上跟吃西餐或吃中餐非道德選擇不同。我們也認為，聖經及教會的傳統是反對同性戀的，個別聖經學者的意見我們表示尊重，但不敢苟同。我們也諒解一些教會領袖的個人屬靈經驗，可是並非所有祈禱及聆聽的人都有同感。而我們更認為，支持同性戀絕非時髦，絕非代表進步，它跟廢除奴隸制度大大不同。支持同性戀其實是復古的，是逆進的。事實上，二千五百多年前希臘的同性戀風氣之盛，非今天社會可比。當時同性戀是平常事，而且希臘人在主前 378年創建了一支同性戀人的軍隊“底比斯的聖軍”(The Sacred Band of Thebes)，它由300人（150 對）組成，士兵們被挑選的標準是：同性戀、戀人關係、戰鬥力強悍。這是一隊常勝軍，33年後才被擊潰。他們如此強悍，因為每成員絕不願在自己戀人面前丟臉，更因為成員都捨命保護自己所愛的人。 “主，我們要往那裡去？” 根據“紐約時報”2012 年 6 月 26 日一篇專文“法眼之外，兩個媽媽的家庭”估計，目前美國有二百萬孩子是被非一男一女的父母撫養。所以，我們要到的地方，就是愛人如主的境地，我們一方面要堅守真理，另方面也要學習接納他們，愛他們，讓他們體會，我們不是針對他們個人，我們只是堅信，男人與女人是上帝所創造的，各有各不能被取代的天性；我們並相信，男女結合繁衍後代才是正道，是符合上帝美意的；我們又相信，一男一女所締結的婚盟才是自然的，是主所祝福的。 讓我們挑戰自己，愛那些我們不懂如何愛的人，讓真理使我們得到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又使我們得到真正的平等。願大家盛夏主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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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ien李義恩 7 月 3 日 MARK, Susan 麥鄺淑新 7 月 18 日
LO, Theresa 盧善文 7 月 4 日 HONG, Vu 洪世武 7 月 18 日
TAM, Valerie 譚陳慧兒 7 月 4 日 CHEN, Ning-Yu 陳寧宇 7 月 23 日
WANG Ruolan王若蘭 7 月 9 日 CHAN, Philip 陳錦華 7 月 24 日
MAK, John 麥懷炯  7 月 12 日 WONG, Grace 王從欣 7 月 25 日
MAN, Tonson 文華東 7 月 12 日 MAN, Sylvia 文美圓 7 月 30 日
LI, Leonard 李國亮 7 月 13 日 TAM, Derrick Matthew 譚晉宇 7 月 30 日
WU, Charles 吳梓舟 7 月 13 日 WAI, Christine韋建樂 7 月 30 日
   



 4 
 5 



 6  7

 

    

查經班舉行日期查經班舉行日期查經班舉行日期查經班舉行日期：：：：            6/14/2013    6/14/2013    6/14/2013    6/14/2013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 : : : 創世記卅二章末段    

我們思考的重點我們思考的重點我們思考的重點我們思考的重點：：：：            雅各與天使摔跤的屬靈意義     摔跤有按低人的意思！雅各與天使摔跤，表示人常在自我和上帝的旨意中較量！是血氣與靈氣之爭！ 人和上帝的相遇，溝通，爭鬥，常是一個人時，沒有旁人在，就像雅各單獨 在夜裏與天使摔跤。這象徵人和上帝的相鬥，只有他個人才知道。       人和上帝的相爭，上帝常讓人贏。就像雅各贏了天使。上帝要人自甘順服，不使強迫力量。 摔跤之前，天使問雅各“你是誰？”，大能的上帝怎麼不知雅各是誰？ 啊！原來要認識上帝之前，先要認清自己！自已要警醒，才能日日更新，才能更接近上帝的心！ 天使見不能勝雅各，就在雅各的大腿窩摸了一把，雅各的大腿就扭了，就瘸了！ 這象徵身體的破碎！ 破碎了，才有更新的機會！自已的不完全，才能真正的依靠上帝。我們人時時好強，愛與上帝爭鬥，是不是也要給上帝摸一把大腿窩，才得以更新呢？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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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對年輕牧師夫婦被派到紐約布魯克林區去為一間老舊的教堂重新開幕。他們看到那間老教堂的確很破落了，需要大力整修。他們訂下一個計畫的時間表，每天做一點整修，準備聖誕夜舉行重新開幕的禮拜。 聖誕節前一星期，所有的工作幾乎都照著進度差不多完成了。但是突然來了連續兩天的暴風雨。聖誕夜的前三天，當牧師到教堂去的時候，他看到屋頂裂了一個縫，祭壇後面牆壁的油漆剝落了一大片，大概有二十呎長八呎寬。 牧師心冷了半截，把掉落地上的油漆掃乾淨，心裡盤算著該怎麼辦。「是不是必須把聖誕夜的禮拜取消？把重新開幕的時間延後呢？」他想。 在他回家的路上，剛好碰到當地一些企業聯合擺攤子舉辦的一場像跳蚤市場一樣的義賣會。他信步走進去瞧瞧。他注意到一張很漂亮的桌巾，象牙色的，桌巾中間繡著一個大大的十字架。桌巾的大小剛好可以蓋住教堂牆上那片油漆剝落處。他把桌巾買了下來，折回教堂去。 天空下起雪來。一位老太太從對街跑來要搭巴士，結果沒趕上。下一班巴士要再等四十五分鐘才來。牧師請老太太到教堂裡等，可以避避風雪，溫暖一點。 牧師開始去搬梯子，把那張剛買的大桌巾掛到牆壁上，剛好蓋住剝落的地方。 「感謝主！簡直太完美了！」牧師看著掛好的桌巾，滿意極了！突然，他注意到老太太走到前面來，盯著桌巾，臉色發白。「牧師，你哪來的這張桌巾？」老太太問。 牧師把前因後果解釋給她聽。 「你可不可以看看桌巾右下角是不是繡有 EBG字樣？」老太太聲音顫抖地問。這正是這位老太太名字的縮寫。牧師檢查了桌巾的右下角，果然有這幾個字樣。 桌巾正是三十五年前老太太在奧地利時親手繡出來的。老太太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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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三十五年前，我跟我先生住在奧地利，家境富有。納粹來了以後，我們被迫離開。我先走，我先生隔一個星期走。」 「後來我被送到集中營，再也沒看到過我先生，也從此沒再回家過。」她說。牧師聽了，要把桌巾還給老太太，但老太太卻要牧師留著給教堂用。牧師於是堅持開車送老太太回家。她住在史塔登島，只有每星期到布魯克林區做清潔工。 幾天之後，教堂順利地在聖誕夜重新開幕。整間教堂幾乎全部滿座。音樂及氣氛都很好，很多人都說下星期天會再來聚會。禮拜結束了。有一個鄰居的老先生坐著還不離開。牧師認得他。 「牧師，你這張桌巾哪裡來的？」老先生問，「我戰爭前住在奧地利的時候，我太太繡了一張這樣的桌巾。世界上居然有兩張這麼相像的桌巾！」他告訴牧師，三十五年前他跟太太是因為納粹入侵奧地利而分散的。他要太太先離開，他隨後就走。沒想到後來他就被抓入牢裡去了。從此沒回家，也沒再見到太太。 牧師愣住了。「您能讓我開車載您去兜兜風嗎？」牧師問老先生。「好啊！跟你聊聊我的故事，如果你有興趣的話。」老先生答。牧師把車子開到史塔登島一間公寓前，三天前他才送老太太回來的地方。他扶著老先生爬了三層樓的階梯，在老太太的門上按了門鈴。 牧師親眼目睹了一場感人的聖誕團圓。 朋友！這是一位美國牧師敘述的真實故事。上帝讓人團圓的方式實在大奇妙了！人海茫茫，尋尋覓覓，人唯一能做的只有禱告，其餘的就是上帝的工作了。 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成功之路，唯有靠上帝指引腳步。 『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步。』——箴言 16：9 （摘錄自《一念之間：100 個心靈故事》作者：蘇拾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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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魚蒸魚蒸魚蒸魚（（（（一一一一））））    蒸魚，在家庭飯桌上是最常見的菜式之一，原汁原味，清純鮮美，鮮魚的營養損失較少，是十足的健康菜肴。製作簡便快捷，深受家中廚師的歡迎。 魚的選擇有講究，選用鮮活魚最佳。其次是用冷凍魚，但一定要用較新鮮的，冷藏時間較長的或有變質的不要選用。 掌握好蒸魚的火候，是蒸魚的關鍵。蒸魚應該用猛火，蒸的時間以魚剛熟就好，時間太長，魚就過火了，吃起來就沒有鮮嫩清甜的享受了。 魚有魚腥味，冷凍魚的魚腥味更嚴重。介紹幾種去掉魚的腥味的方法：（1）蒸魚時加入少許薑絲。（2）在蒸魚時滴上幾滴食醋在魚身上，效果也不錯。（3）不用薑，也不用醋，在蒸熟的魚身上淋上一些燒熱的食油。 蒸魚也有多種製作方法，較常見的有清蒸魚、淡鹽蒸魚、拌味或拌料蒸魚 等等。以下，我將分別介紹： 清蒸魚清蒸魚清蒸魚清蒸魚 清蒸魚的做法是：（1）將劏好洗淨的魚放到盤子裡，在魚身上灑上很少的鹽和少許薑絲，燒滾水，將魚放入隔水蒸熟，取出，將魚盤上的魚汁倒去。（2）將蔥絲放到魚上面，燒紅鑊，落油燒熱，將熱油澆到蔥絲上，在鑊裡放入調好味道的蒸魚豉油，燒滾後淋到魚盤裡，就可以食用了。 蒸魚豉油的調製：（1）在超市購買成品“蒸魚豉油”，加入三分之一的清水，燒滾後可使用。（2）用生抽 4份、美極醬油半份、清水 4份、老抽少許、冰糖或白糖少許、雞精或味精少許，混合後燒滾即成。如你喜歡魚露的味道，可加入魚露半份。 
    
    

醉雞義賣醉雞義賣醉雞義賣醉雞義賣     
Janny & Wood Chang         繼四月份烹煮糯米飯為教會籌款之後，六月份再精製“醉雞”義賣籌款。 醉雞每盒 $10，先後共售出 12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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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天堂的氣氛特別熱鬧，因為最後一批獲准升天堂的人將要抵埗。 每當有新客人出現，群眾都熱烈鼓掌，歡迎他們。他們在聖人陪伴下，進入宏偉的寶座大廳中。 大廳正中坐著莊嚴可敬的君王。當天堂大門即將關閉時，忽然有一個衣著不相稱的身影溜進來，他滿臉慚愧，頸上掛著一條繩子，那是他以往生活的唯一紀念物，這個人就是猶大。 群眾一認出猶大，群眾都非常詫異，有人悄聲對旁人說：「那個叛徒來天堂做什麼？」不過，大家確信：等一會兒，君王的義憤必將對付這種厚顏無恥之徒。  沒有人願意理會他，更沒有人願意領他進入殿堂，於是猶大只好自己來到寶座前。這時全場肅靜，鴉雀無聲。每個人都等著看上帝的義憤要如何爆發。 猶大連頭都不敢抬起來仰望君王。他戴著上吊的繩套，就好像一條羞恥的項鍊，他全身上下每一吋，看起來都像個叛徒。 這時，耶穌站起來，走下台階，注視著猶大。  「朋友！你還記得你當年送給我唯一的禮物，是什麼？」  猶大在腦海裡快速檢查當年做門徒時的事情。最後，他找到了答案，感到非常難為情：「老師，我送給您的是一個親吻，那是一個背叛的親吻。」  耶穌點頭微笑，「猶大，說得好！現在讓我也還報給你一件我自己的禮物 ── 一個平安的親吻。」  耶穌擁抱了叛徒，接觸到猶大的面頰時，猶大脖頸上的繩套，突然掉落在地。  「親愛的朋友，歡迎你！過去多少個世紀以來，我一直等著你回來呀！」  猶大這時忍不住大哭起來，因為他決想不到會獲得這樣的熱情接待。他流浪過數不清的年代以後，除了再一次向老師求救以外，似乎已經無路可走了。他不敢奢望老師的寬恕，他只是渴望再見老師一面而已。  「主呀！您一直在等著我回來嗎？」  「是的，我的朋友。牧羊人非等到最後一隻羊平安進入羊棧，是不能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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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  然後，耶穌又親吻猶大的另一邊面頰，表示了完全的寬恕。君王的仁慈，又使在場的各位聖人聖女們大為驚訝，隨即爆發出快樂的歌聲。 ******    ******    ******    ******    ******    ****** 雖然這個只是一個故事，沒有人知道將來上帝會不會這樣寬恕猶大，不過它要表達的是上帝的「寬恕」。 大衛藐視上主，作了上主眼中視為邪惡的事，還借刀殺了赫人烏利亞，佔據他的妻子。當人犯罪的時候，總會找各種藉口去掩飾自己的過失。拿單先知指出上帝曾賞賜大衛無數恩典，只要大衛願意，上主還可以賜給他更多的恩惠。面對先知的指責，大衛原可以為自己辯護開脫：「誰叫她在天台沐浴時，讓我看見呢？」但他沒有推搪或掩飾，反而真誠懺悔：「我得罪了上主！」(撒下 12:13)人的罪再大，也比不上上帝的大愛。只要真誠悔改，上帝一樣寬赦和接納。正如，耶穌曾對犯姦淫時被捉的婦人說：「我也不定你的罪，去罷，從此不要再犯罪了！」(約8:11) 路加福音記載一個城中的罪婦，來到耶穌腳前，為自己的罪過懺悔痛哭。耶穌說：「她許多的罪都赦免了，因為她愛的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愛就少。」(路 7:47)她的身體語言，讓人感受到她的謙卑，以及對上帝的愛，是如何真摯動人。相反，宴請耶穌的法利賽人西門，不僅批判這個婦人，另一方面也暗地裡指責耶穌：「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誰，是個怎樣的女人，乃是個罪人。」(路 7:39) 罪婦的知恩報愛和法利賽人的自義，產生強烈的對比。一個從來都不覺得自己有罪的人，就像這個法利賽人，只關心守規矩和對錯，是無法明白上帝的慈愛和寬恕。人除非先感受到上帝的慈愛，否則難以悔改，甚至承認自己犯罪。耶穌在十字架上伸開雙手，向我們展示祂的寬恕，就像君王對猶大所說的話，也在我們心中回響著：「親愛的朋友，歡迎你！我一直等著你回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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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U.S. Supreme Court gave a ruling on June 26 that the DOMA 

(Defense of Marriage Act)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that the California's 
Proposition 8 which bans gay marriage is dismissed. In other words, to maintain 

that marriage is just for a man and a woman is unconstitutional in this country. 

In the mid-day the bells of our Washington Cathedral D.C., St Peter and St 
Paul’s Cathedral, were pealed to celebrate the ruling. Our presiding bishop 
made a statement, “accordingly, I welcome today's deci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to grant equal rights and dignity under the law to all married 
couples and families…” Our diocese, called a special service to celebrate the 

ruling in the evening of the 27
th 

in Los Angeles. 

Bearing in mind the Word of God “take thought for what is noble in the 
sight of all.” (Romans 12:17), we have to be cautious. It is because in 1998, the 
Lambeth Conference which is attended by world wide Anglican bishops every 
ten years passed the resolution 1.10, and clause b of which states that “in view 
of the teaching of Scripture, upholds faithfulness in marriage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n lifelong union, and believes that abstinence is right for those 
who are not called to marriage”. Now, this resolution became unconstitutional 
under American’s law; are we justified to celebrate? 

The world has changed, scientists tell us that homosexuality is a natural 
choice for a minority group of people. It is, after all, a matter of personal 
inclination, it has nothing to do with morality, it is just like choosing a Western 

dish or a Chinese dish. Some biblical scholars claims that the destruction of 
Sodom has nothing to do with homosexuality, and that our Lord has never 
pointed out unequivocally that homosexuality is a sin. Some church leaders 
shared that they changed their position to accept homosexuality after lots of 
prayer and listening. The mass media keep reminding people that the main trend 
of this secular world is in favour of homosexuality. It also keep hinting people 

that we have to change our mindset for the new challenges, and to accede to the 
claims of the homosexual people, for example, their rights to the civil 
entitlements to adopt children. 

It seems that people nowadays are wiser than Socrates and Lao-tzu of two 
thousand years ago. Scholars also appeared to be more knowledgeable than St. 
Paul and St. Augustine with regards to the truth in the Holy Scripture. Vast 

majority of people seems to be more compassionate than Confucius and 
Mencius. As a result, the image of those who value the marriage as a covenant 
only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s diminished; they look a bit bigotry, 
narrow-minded and callous. 

Assuming they are absolutely correct, then we shall be driven to a 
confusing corner. A certain day in future, we may be astonished to fin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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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ber of our women’s league is a male. A child in our Sunday school may 
come to seek an answer why his “mom” has to shave everyday while the mom’s 
of other students don’t do that. To avoid embarrassment, we have also to be 
careful when addressing the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We should not 
address by their appearances because a male could actually be a “mistress” and 

a lady may be a “dad”. And if we greet them with the wrong “gender”, we are 
guilty of not respecting their sexual orientation. We have to be very serious 
preparing how to reinterpret the Bible teachings innovatively. One example is 
“Do you not know that wrongdoers will not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Do not 
be deceived! Fornicators, idolaters, adulterers, male prostitutes, sodomites, 
thieves, the greedy, drunkards, revilers, robbers—none of these will inherit the 

kingdom of God.” (1Cor 6:9-10). 

In the outskirts of Rome there is a small church called “Domine Quo 
Vadis” (meaning where are you going, Lord?) According to tradition, this is the 
place where our Lord met St. Peter who was fleeing from the city of Rome to 
escape the Roman’s prosecution. He asked Jesus: Lord, where are you going? 
Jesus answered him that he was going to Rome for the second crucifixion. St. 

Peter was ashamed. He woke up from fear and return to Rome to face his 
martyrdom squarely. 

Suppose we encounter our Lord today in our pilgrimage, we need not ask: 
Lord, where are you going? Instead we have to ask: Lord, where shall we go? 
(Domine, quo tendimus). It is because this world is unwilling to accept our 
Lord’s truth, and we are being marginalized. 

Lord, where shall we go? 

In the Gospel of Luke,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was rejected by the 
Samaritans on his way to Jerusalem. But He rebuked James and John who 
proposed to send a fire to destroy the entire village. Instead,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went on to another village” (Luke 9:56). 

We believe that homosexuality is a moral choice, it is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e amoral choice of choosing the Western dish or Chinese dish.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Bible and church tradition is against homosexuality; we 
respect but disagree with the extraordinary interpretation of the Bible by some 
biblical scholars. We also understand the personal experience of some church 
leaders, but it is a just particular experience to some individuals. And we argue 
that the gay movement is definitely not innovative, and cannot be compared 

with the abolition of slavery. The movement is reminiscent, and counter 
progress. Actually, homosexuality was prevailing in the Greek society two 
thousand five hundred years ago. Homosexuality was almost accepted as a norm 
at that time. The ancient Greeks even recruited homosexual couples to form an 
army in 378 BC. “The Sacred Band of Thebes” is a famous army which was 
formed by 300 soldiers (150 couples). The soldiers were selected under 3 

criteria: they must be gay, they must be lovers and beloved, they must be strong 
fighters. This army is invincible for 33 years. The secret of this victorious army 
is twofold: each soldier wants not to be defeated before the face of his part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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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he has to fight all his might; each soldier will protect his partner, even at the 
cost of his life, in the war. 

Lord, where shall we go? 

According to an article of New York Times “A family with two moms, 
except in the eyes of the law” on July 20, 2012, it is estimated that there are 

approximately two million children in the United States who are being raised by 
non opposite-sex couples. So, we have to move to a place where we love others 
as our Lord loves, where we have to fathom the way to accept and love those 
who are a bit strange to us. We shall commit ourselves to the truth while we 
don’t mean to criminalize them. By love, we hope they will appreciate we 
genuinely believe that man and woman are created by God, each with its own 

irreplaceable uniqueness; that God’s purpose is for us to share his creativeness 
through the un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and that the union of a man and a 
woman is natural, and is blessed by the Lord. 

Let us face the challenge to love those we do not know how to love. Let us 
share the true freedom that is liberated by the truth, and let us witness the 
genuine equality which is founded by the true freedom. Blessings in this hot 

summer. 

 

 

  

( ……上接    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    )    ****************************** (六) 要記住，決定你的去留除根據你上司的報告和推薦外，有的公司認為你對其他員工的人際關係是否良好也是相當重要的。 (七) 假如踫到某計劃發生問題時，最好不要這樣問你的經理：“我們應該怎麼辦 ?!”。不如變通一下語氣對他說：“我認為這問題應… (XXX加入你的建議)，經理先生，你認為怎麼樣？”你這樣問，表示你已經對這問題曾經分析過和考慮過，同時讓他看到你處理問題的能力。 (八) 當部門開會，經理要聽取你對計劃的報告。這時，最好選用簡潔易明的言辭，有次序的向與會人士逐一報導，千萬不要令他們感到厭悶而打闔睡。 以上八個 Tips 是由過去的實習生綜合提供，希望對現今正在實習的青年男女有所幫助。在此順祝“Intern”們有個愉快的 Summer，最終完成實習，大功告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