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十二年前的一個早上，一位美籍埃及青年手裡拿
著一枝手槍，不慌不忙的走進紐約 (New York) 的一間豪
華酒店，向著正在演講的猶太人宗教領袖頭上開了幾
槍，當堂致命死亡。他就是賓拉登恐怖首領最親信的助
手諾舍 (El Sayyid Nosair)， 後來他在獄中繼續策劃 911
劫機飛往 New York，連人帶機撞進一百層高的第一座世
貿大樓，死傷無數，日後該市的地鐵、橋樑被炸，也是
此人的“傑作”，罪大惡極，實為天地之不容，人人得
以誅之。他的妻子也因此離棄他。 

他的兒子 Zak 與他脫離父子關係，且改名換姓，到
處向世人指責他父親的所作所為，情無可原，罪有應得；
他復呼籲青年恐怖份子，今後應致力於人類和睦共處，
促進世界太平。 

今年是諾舍終身監禁的第二十二年。 

近聞他曾致電子郵件各大報社，訴說有關他的近況
和內心的感受，他現在感到異常孤獨。近年他對各宗教
感到頗有興趣，在夜間無人的時候，他常誦經禱告，祈
求真主洗清他的罪孽，並賜他內心的平安與自由。弦外
之音，是他受到良心的責罰，有意洗心革面，做一個有
用而平凡的人。 

由於“洗清罪孽”這句話，我就想起以前發生在我
家的一個小故事：有一天，放在大廳電視機上的一盆蘭
花，不知何故傾倒了，泥土濺在白色的地毯上。我急忙
把泥土捧入花盆裡，但泥土是濕漉漉的，把地毯弄得很
髒。當時我心裡非常著急，手足無措，只懂用紙擦，用
布洗，但越洗越髒；我坐在地上，對著那髒的地毯發愁。 

 
……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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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的七月為聖加百利堂迎來了驕陽盛夏，也巧遇了不少教友
臥病、住院、動大手術…而我們的余伯余榮莊，與癌魔搏鬥十多年後，
也在 7 月 23 日安返天家了。因此，在會眾席中就多了幾張空座，原
來的坐客恐難再回來了！  

我們當然不敢假設所有教友都年年健康，長命百歲，人人行得、
走得，每主日都來崇拜，建立我們的信仰團體；但我們也沒有心理準
備，一下子不能與我們多張熟悉的面孔繼續崇拜。這時不禁使我們想
起：「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時。生有時，死有時…殺戮有
時，醫治有時；拆毀有時，建造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傳道書
3:1-4)。而這就是人生！ 

另一方面，很多幸福感都是在人得病軟弱時才能體會的；比如老
伴間相濡以沬的服侍，親人的看顧，又比如我們不少會眾自發地關心
問候、探訪，有時甚至彼此“打探”，瞭解最新情況等。而為了余伯
的身後事，我堂一眾兄姊，恍如一家人，各就各位，齊心協力，聯絡
協調，幫忙打點安息崇拜，編印程序禮文，馬上練詩獻唱，體現出彼
此相愛的心。我為此而誠心感謝主。這時我又想起一篇很多人都唸過
的禱文，是一位美國內戰時的無名戰士的禱告： 

我曾求主賜我力量使我可以成功； 

主卻使我軟弱讓我學習謙卑順服。 

我曾求主賜我健康使我能做大事； 

主卻使我臥病讓我能做更好的事。 

我曾求主賜給我財富可快樂消遙； 

主卻賜我貧窮使我轉變為聰明人。 

我曾求主賜我權勢使我得人尊崇； 

主卻賜我卑微教我不得不倚靠主。 

我曾求主賜我一切使我盡享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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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卻一無所獲只看到真正的盼望。 

我真無可奈何，但無言禱告竟全蒙應允。 

我在眾人當中何等蒙福！ 

病痛、老邁、離世，無異對我們的團體人數有所消減。但一個真
正的信仰團體豈止是一大群崇拜的人，它更應該是一群相愛的人；因
為主曾說：「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
徒了。」(約翰福音 13:35) 。我們朝思暮想的要把聖加百利堂建立起
來，現在不是初見其形嗎？願共勉。 

最後，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即將舉家遷往他州生活發展的王立增
牧師，我們為他一家在本堂的生活、侍奉、見證而感謝主，我們為他
一家的新生活而交託給主。又請大家在禱告中紀念剛返天家的余榮莊
弟兄，願主永恆之光照耀他。主安常佑。 

 

 

 

 

我們為 身心受苦的人禱告，願主的亮光照耀他們，讓他們看見光明
與希望！ 

我們為照顧生病的人禱告，願主加添他們的力量！ 

我們為失去親愛的人而傷心悲苦的人禱告， 願主安慰他們！ 

（Daisy Man提供代禱文稿) 

 

 



 3 

 
 

 

`  

 

 

 

 

MARK, Wilson 麥懷順 8 月 3 日  MAK, Monica  麥陳寶琴 8 月 17 日 

YU, Zaihao 於在淏 8 月 4 日  CHEN, Qiang 陳強 8 月 18 日 

WAI, Iris 韋林少蘭 8 月 6 日  Choy, Vivian 蔡顧維恩 8 月 21 日 

WONG, Daniel 王珠本 8 月 8 日  YIN, Sophia 尹霍淑儀 8 月 21 日 

KUO, Betty Guo 郭白玉  8 月 12 日  ZHU, Xiao Ning 祝曉寧 8 月 26 日 

LEUNG, Krista 梁黃以琪 8 月 12 日  ZHAO, Hui 趙輝 8 月 27 日 

LOH, Ruby 陸世泮 8 月 13 日  LEE, Anna 熊倩兒  8 月 27 日 

CAO Mo 曹默  8 月 14 日  LI, Siyang 李思洋 8 月 27 日 

MAN, William 文尚丞 8 月 14 日  CHAN, Joe Hon Ming 陳漢明 8 月 30 日 

TAM, Peter 譚健元  8 月 14 日  KWAN, Caroly 關素娟 8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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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班舉行日期：   7/19/2013 , 7/26/2013 

篇章 : 創世記 39,40章 

我們思考的重點：   上帝與約瑟同在 
 
在 39 章裏，多次提及上帝與約瑟同在。人們也看到神與他同在。 是

甚麽特徵讓約瑟被人看出神與他同在呢？ 

約瑟被兄弟陷害，賣他到埃及為奴，甚至後來還被關進監牢。就屬世的

角度來看，他是一個失意，失敗的人。但就像路加福音 17 章 6-10 節說的，

約瑟因信心的關係（他全心信靠神，隨遇而安），他盡心做好僕人的本分，

讓他看起來是專業的，特別的。 

約瑟的盡心，得到主人波提乏的信任與重用，但他“秀雅俊美”的外

表，也引發主母的垂涎。約瑟不想得罪主人，不想失去自我的操守，更不敢

犯罪。他嚴拒主母的威逼引誘，終于不敵，而被主人関進監牢。 

我們看到“上帝與他同在”的人，如約瑟，他有甚麽樣的特徵呢？ 

他傳遞神的榮光， 人們因他而蒙福。（第 5 節…耶和華因約瑟的緣故，

賜福與那埃及人的家…） 

抗拒罪的引誘。 （他寧願冒生命的危險，得罪人，而不敢得罪神） 

做事順服神，是神的僕人。 

所以在屬靈上，約瑟是成功的人！ 

 

在 40 章裏，我們看見一個不僅失意，並且失望的約瑟！他怎樣依靠主

呢？ 

約瑟在自己愁苦的時候（被關在監牢裏）仍然可以察覺別人的愁苦。所

以他有機會與同關在監牢裏的法老王的酒政和膳長做朋友，並為他們解夢。 

而他知道酒政將被赦免復職時，他請求酒政在法老王面前為他開脫所犯

的罪。他並沒有指責他人的陷害，只說“我實在是從希伯來人之地被拐來

的。我在這裡也沒有做過甚麽，叫他們把我下在監裏”。 

但酒政獲赦復職之后，卻忘了約瑟！ 

直到兩年后他才有機會替法老王解夢！ 

這兩年中，對約瑟是一個考驗！ 他由期盼變成失望！他由對人
的寄望落空，而轉爲對神真正的依靠！◎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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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30 日午膳之後，我們一起相約來到遐邇馳名的拉古娜海灘。 

它向來被認為是南加州其中一個著名兼且迷人的海濱小鎮。這座幽靜安

全的小城的特點是隨處可見到花葉紋飾的建築；另外是它的海邊步行街，也

是整個南加州地區最美麗的景點之一。 

海碧、天藍、水清、沙白，這樣的詞語，用來

形容這片海灘簡直是再適合不過了。站在這著名而

神奇的海灘上，面對著一望無際、海天一色的明淨

長空，聆聽著不緊不慢的拍岸濤聲，仿佛自己亦是

枚浪花，已經融入這浩渺的藍色之中，頓時心曠神

怡，寵辱皆忘，萬念俱息。所有的煩惱與不快，所

有的成敗與得失，所有的勞累與倦怠，仿佛通通都在大海的那抹藍色的靈動

中不知所蹤了。 

純淨潔白的沙灘在山腳下綿延著。在海灘的上面，各種膚色的人們就

像彩色的浪花，東開一朵，西開一簇；他們似乎一律小眯著眼睛，懶懶地打

算將自己種在沙上。我們幾個也懶懶地把自己埋在沙裏，頭上頂戴帽子，若

是不仔細看，還真的察覺不到呢！那些在海邊親近浪花的人們，每次浪頭打

來的時候都要迎上去挑釁，最後的結果是浪頭將他們富有動感的笑聲打碎，

嘩啦嘩啦，滾落一地。遠遠看見幾個歡樂男孩子在海邊與浪花打鬧，充滿活

力的身影在浪花裏穿梭。 

拉古娜海灘以藝術家聚居而聞名。海邊的 South 

Coast 這條街排列著小店舖，遠看就像一枚枚貝殼鑲嵌

其中；藝術的氣氛像華爾玆，幽幽地低旋在空氣裏；

藝術節的大幅油畫海報造像，栩栩如生，似乎要走出

畫布了！街燈的柱子邊貼附的廣告，奇譎鮮豔。這裏

的繁榮景象，令人驚訝：400 米長的街道內，不下有 

150 間的餐廳、咖啡店和啤酒屋。人很多，熙熙攘攘，

各國的人都有，說著不同的語言。啊！看來都是剛從

海邊潛水、游泳、曬太陽和釣魚回來的。他們大聲說、

大聲笑，肆意品嚐啤酒和肥美的海鮮。 

拉古娜海灘還有很多很多的美好景物，在等待著我們一一發
掘。這樣的自然美景是上帝賜予的珍寶；當看到這樣賞心悅目的珍
寶，不由得衷心讚美上帝的創造奇功，是如此的奧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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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魚（二） 淡鹽蒸魚 
淡鹽蒸魚，就是只用鹽（或加上味精、雞精等調味料）作蒸魚的調味，

蒸制出來的魚，保持了魚的原本味道，清甜且鮮美，與其他的蒸魚比較，另

有一番風味 。 

做法是：（1）醃魚：將魚去鱗、去鰓和內臟，洗淨，用布或廚用紙吸

乾水份，放到容器裡；將食鹽灑在魚的表皮和魚膛內，用手將鹽塗勻，用保

鮮膜蓋好放到冰箱保鮮格裡，放置三小時，魚就入味了。鹽的用量是：清理

好的鮮魚一磅用鹽 0.1 盎司（3 克）。 

（2）將醃制好的魚放在盤子上，放少許薑絲在魚身上，隔水蒸熟，倒去盤

子裡的魚水，放上蔥絲，灑一點味精或雞精；燒鑊，落油燒熱，將熟油贊到

魚身上，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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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徒弟向師傅請教：「師傅，我如何才能夠
做到人忙心不忙呢？」師傅微笑回答：「『忙』字，『心』
字旁，一個『亡』，表示心丟失了，心沒有專注在當
下。當你的心不糾纏過去的錯誤，不憂慮將來的成
敗得失，心專注當下的事情，自然便能做到人忙
心不忙。」 

忙碌，已成為現代人生活的普遍現象，忙得
連交談的時間也欠奉，事事講求速度和效率，吃飯
快、走路快、說話也快，結果造成許多不必要的誤會和紛爭。 

路加福音記載馬大和馬利亞邀請耶穌到她們的家中作客。馬大忙著伺候
耶穌，而馬利亞則坐在耶穌腳前，聽他講話。當馬大眼見妹妹坐在耶穌跟前
聽耶穌講道，而不去分擔她的辛勞時，她上前向耶穌抱怨：「主啊！我的妹
子留下我一個人伺候，你不在意嗎？請吩咐她來幫助我！」(路 10:40)耶穌
就回應：「馬大，馬大！你為許多的事，思慮煩擾，但是不可少的只有一件，
馬利亞已經選擇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路 10:41-42) 

傳統對這段聖經的解釋，以為耶穌在譴責馬大，稱讚馬利亞；譴責為世
俗事務操勞的的人，而稱讚那些常常祈禱，聆聽聖言的人。更有人引申，祈
禱比工作重要，結果，將祈禱與工作對立起來。 

其實，馬大和馬利亞，就好像一面鏡子，反映出我們的生命狀況，特別
在祈禱的時候。 

當我們祈禱時，跟耶穌講很多事情，甚至希望耶穌認同自己的看法，
去批評其他人，就像馬大向耶穌所發的怨言一樣。許多教友，甫進入聖堂，
便立即祈禱。其實，當我們匆匆忙忙進入聖堂，仍喘著氣時，在這個時候祈
禱並不合宜，因為我們的心根本無法安靜下來。待我們調適好心情後，才開
始祈禱。另一方面，當我們祈禱時，總是嘮嘮叨叨，多說話而少聆聽。馬利

亞則為我們作出示範，她專注地聆聽耶穌。如果我們沒有
馬利亞那一份在耶穌前的專注，聆聽祂的說話，即使我們
勤行祈禱，也不過像馬大一樣在忙碌。 

亞伯拉罕熱情款待三位天主的使者，拿出乳酪和牛
奶，及預備好了的牛犢，擺在那三人面前，又在他們吃的
時候，在樹下侍候他們。也許我們會問，他不是也像馬大
一樣忙碌嗎？因為我們不習慣「靜」，往往透過不停工作去
逃避，或以工作的成就感來肯定自己的價值。雖然亞伯拉

罕忙碌，但他知道他所款待的對象是誰，因為他的心裡有上帝，所以他不像
馬大在抱怨。 

如何能夠讓心安靜？我們要放開心懷，所謂「心寬天地寬」。心中常懷
感恩，就會知足、諒解、包容，再忙碌的日子都可以將心靜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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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July in Los Angeles brings to St Gabriel Church a blazing Summer, it 

also witnesses a month which a number of our members in the congregation are 

bedridden, hospitalization, or under major surgery ... and our beloved uncle 

Wing Chong Yu, after a fierce battle with a cancer for more than a decade, has 

passed away on July 23. As a result, there will be several empty seats in the 

pews, which can hardly be re-occupied by the previous worshipper again! 

We can, of course, never dare to assume that all members of our 

congregation are ever healthy, immortal, everyone can move around freely and 

come to worship every Sunday, so to build our faith community. But we are not 

quite prepared that all of a sudden we cannot continue to worship with some 

familiar faces. At this moment we cannot help but recall the wisdom of the 

Scripture: “To every thing there is a season, and a time to every purpose under 

the heaven: a time to be born, and a time to die; a time to kill, and a time to heal; 

a time to break down, and a time to build up; a time to weep, and a time to 

laugh…” (Ecclesiastes 3:1-4). And that is life too! 

On the other hand, the blessings in life can sometimes only be caught when 

one is weak and ill. It will be highly appreciated when care and love is tangible 

at difficult times, and especially in the mutual help and relief when both are in a 

desperate situation. I offer my thanks to God that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itiated to comfort, care and visit those who are housebound or bedridden, and 

they also take their active part in preparing for the funeral service of uncle Yu- 

coordinating and liaising the other members, editing and printing the service 

sheets, singing hymns for the service… It is touching to see that we are working 

together as a family. Here, I recall a popular prayer said by an anonymous solder 

in the American civil war: 

I asked God for strength, that I might achieve; 

I was made weak, that I might learn humbly to obey. 

I asked for health, that I might do greater things; 

I was given infirmity, that I might do better things. 

I asked for riches, that I might be happy; 

I was given poverty, that I might be wise. 

I asked for power, that I might have the praise of men; 

I was given weakness, that I might feel the need of God. 

I asked for all things, that I might enjoy life; 

I was given life, that I might enjoy all things. 

I got nothing that I asked for, but everything I hoped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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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most despite myself, my unspoken prayers were answered. 

I am among all men most richly blessed.  

Illness, frailty, departure can “downsize” our congregation, it could be 

discouraging. However, a true community of faith is more than a large group of 

worshipper. It should be a group of people who live in mutual love; because our 

Lord has said: “By this all people will know that you are my disciples, if you 

have love for one another” (John 13:35). It is always our dream that St 

Gabriel’s congregation can grow up. Is it not now that the shoots of growth are 

just around there? Let us be cheerful. 

Lastly, please remember Pastor Li Zeng Wang and his family in your 

prayers as their family is moving to another State to open a new chapter of their 

life in America. We thank God for the opportunity to worship, serve and witness 

with their family at St Gabriel’s. Please also remember our brother Wing Chong 

Yu who has just departed us, let perpetual light shine upon him, and may he rest 

in peace. Blessings 

 

 

( ……上接 卷首語 )    

後來我用洗滌劑澆在髒的部份，再用吸水紙一遍又一遍的擦拭，最後還
叫洗地毯公司用電動機器清洗、吹乾才恢復原狀。 

由這件小事，讓我們看到一個人一旦犯了罪，要想把它除去或抹掉，不
是輕易做得到的。正如被泥土弄髒的地毯一樣，人力是無法把它清洗的。故
此要清洗罪惡，也不是靠人的力量和智慧的，乃是靠神的靈，也就是靠神的
方法，彼得說：“你們要想清洗你們的罪，乃是憑著主耶穌的寶血”。我們
怎樣才可把罪抹掉呢？我們要悔改歸正，把罪從心中一件件的搜索出來，誠
心實意的把它擺在主前；“主是信實，是公義的，祂必赦免我們的罪，洗清
一切的不義。”(約一 1:9) 

寄語這位恐怖份子魔王 NOSAIR，早日洗心革面，改邪歸正，做一個
新造的人，說不定主耶穌基督大發慈悲，額外開恩，賜他內心的平安。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