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CAMPO 是我念英文高中時的同學，他是個品學兼優的青年，平素沉靜寡言，品性純良，實為老師們所喜愛。記得舉行畢業典禮的前星期，他約定他的女朋友做他的舞伴(PARTNER)，預算一起參加他的畢業同樂舞會。但苦於無法籌得五個比索去買那張舞會入場券，因而感到悶悶不樂。(比索 PESO，是菲律賓貨幣的單位；在那年代，五比索不是個小數目，約等於一個普通工人的一個月工資，家居佣人，每月只二個比索而已。故一個家庭擁有三四個佣人是很平常的。) 我看得出他內心焦慮，便多買一張送給他；他如得珍寶，歡喜若狂，飛也似的走去告知他的女友。可能當時因過於興奮而忘記向我說聲多謝，亦未可料。就像舊約的大衛王，當得知上帝的約櫃由迦特人，俄別‧以東家中抬返大衛的城時，因為喜歡忘了形，他穿著細麻布的以弗得，極力狂歡跳舞 (參閱撒母耳下 6:11-16)；又如主耶穌醫好的九個痳瘋，可能亦因一時過於興奮而忘記向主感謝。 畢業後，他的父親無法供他升大學，而我則出國深造，因而各自東西，失去聯絡。事隔二十多年，直至馬可斯總統逃亡夏威夷，菲國一時無主，人心惶惶，情勢非常混亂，我就申請來美。初到美國不久，有一天我去參加菲僑每月一次的聯誼會，我一進門，OCAMPO 馬上就看到我。他箭步向我走來，把我緊抱，很久不放；他鄉遇故知，喜不勝言。過兩天，他請我到他家裡吃飯，我欣然赴約，他的太太特別為我預備一頓豐富菲律賓地道菜來款待我。……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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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上帝恩典，牧區各兄姊的幫忙配合，讓牧師在這休假中充分享受了與家人重聚的甜蜜、與友朋團契的快樂及讀書的樂趣。牧師有很多感言本當一書，與大家分享。但行文之際，卻聽到電台有節目主持人說：你撐鄺保羅大主教還是撐民選港姐，請大家打電話來傾吓。所以我臨時轉個話題，訴說牧者在社會上的擔當。 然而，鄺保羅大主教又跟香港小姐扯上了什麼關係？ 事緣在九月一日出版的教聲中，大主教慨嘆道：「很多人過分美化民主普選的效果，令人以為這是萬靈丹，只要『有民主』『有普選』，一切難題就會迎刃而解。」剛巧九月一日晚上也是《2013 香港小姐競選決賽》，而這位港姐是由電視觀眾普選產生的；奪得港姐后冠的佳麗是以 28 萬多票獲選的。 大主教的感嘆是針對香港大學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於今年初在傳媒的主張：為要爭取 2017 年行政長官真普選，他呼籲一萬自願者準備以和平方式佔領中環，癱瘓香港這金融中心，迫使北京讓步。大主教明言他自己和一部分聖品與平信徒，並不贊成市民藉公民抗命「佔中」這模式來爭取在 2017年於香港實行普選。 很多人以為爭論的重點在於爭取 2017 年落實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如果不抗爭，2017 年一人一票普選就無望。其實不然；因在 2007 年人大會議已通過 2017 年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任行政長官的選舉可以實行由普選產生。所以，大家在 2017 年一人一票普選行政長官應是可順利落實的。爭論的真正焦點是：誰可以當候選人。北京要求，候選人要愛國愛港。反對者認為，這是變相篩選，排斥那些與北京立場相左的人，那就不是「真」普選了。 就事論事，鄺主教所言甚是。我們只要看看埃及最近的局勢，再看看菲律賓、印度這些民主國家，他們依然有一大堆民生、政治、經濟問題，未能解決，大家就心中有數。所以，普選的確不是萬靈丹。另一方面，萬一港人為要兌現他們絕對的選舉權利，選出一位並不符合「愛國愛港」標準的候選人，而北京又拒絕委任時，香港可以怎樣活下去呢？所以大主教語重心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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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普選好比一個漁網，如果人不懂得好好使用漁網，也就不會有豐富的漁獲…我們不能只強調行使公民選舉權，而忽略教育市民要為社會負責任和犧牲！」事實上，香港小姐候選人也都是被篩選後，才有機會給大家公選；貌不驚人的小女子，恐怕難有機會作候選人。 回港後我切身感受到這地方被一股怨氣籠罩著；批評、指摘的聲音此起彼落。不僅如此，這地方愈來愈趨向兩極化。比如最近有老師在街上以粗口辱罵警察，有人認為這是歪風，抗議之；但有不少人認為：這是為正義而說的粗言，捍衛之。於是，雙方就勢不兩立。 面對這局勢，我們作牧者的，當然有表達自己政見的權利；然而我們所牧養的信眾是有各自立場的，所以很多時我們不方便張揚自己的政治觀點，一來避免信眾說：牧師都話唔啱喎，點解你仲贊成；二來避免讓人拿來作分化大家的藉口，「你撐鄺保羅大主教還是撐民選港姐？」你是站在那一邊的？ 聖經教導我們：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以弗所書 4：2-3）。當牧者的沉默不能成就人與人之間的互相寬容、彼此和平的聯絡時，我們也要站出來作先知。感謝上帝，在這個正在走向兩極化的香港社會中，教會的領袖能站出來，明言自己的觀點，釐清事實，幫助喚醒沉默的大多數。雖然這肯定要付出代價，要受異見者批評，甚至被歪曲。 我發覺自己對香港有點陌生，因為時下的香港跟獅子山下精神的香港已大相逕庭，那種團結、積極、互助的精神已悄然消跡了。請大家在禱告中記念香港。主佑 
 

 

 

 

主啊！我們時常有軟弱的時刻，求主憐憫我們，加添我們力量！  

主啊！我們時常感覺迷失方向，求主派聖靈給我們指引，導我前行！ 

我們時常疏忽主的恩典，求主原諒我們的粗心大意！ （Daisy Man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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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nfeng 王劍鋒 9月 1 日  WONG, Yu Chun 黃尹如珍 9月 12 日LIU, Charlie Qiu Chen 劉秋塵 9月 2 日  FOK, Janice 霍惠枝 9月 13 日CHEW, Grace Yung 趙翁少芳 9月 3 日  WU, Paul 吳睿聰 9月 13 日LIU, Serena Tsz Ching 廖紫晴 9月 3 日  MAK, Jenny 麥陳艷素 9月 17 日TAN, Jin-Xiong Wu譚吳巾雄 9月 4日  TIAN, Rui 田睿 9月 20 日WONG, Anne Cheng 王鄭安妮 9月 5日  HO, Tina 何潔妮 9月 23 日FOK, Iris 霍惠榆 9月 7 日  FU, Jialin 符嘉麟 9月 23 日WU, Betsy 吳裕翠 9月 11 日 GAO, Fei  高飛 9月 25日
Grace Wee 9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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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查經查經查經班舉行日期班舉行日期班舉行日期班舉行日期：：：：   08/09/2013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 創世記 4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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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瑟為甚麽不馬上與眾兄弟相認？ 約瑟在幼年時為眾兄弟陷害，被賣到埃及做奴隸，更被誣害關進監獄。幾經苦難他做了埃及的宰相，又值大飢荒，兄弟們遠道來向他買糧食。 約瑟不立刻與他們相認。 有人很不明白約瑟的這個行爲。 有人認爲 約瑟 知道兄弟們犯了罪，用很多試探，希望他們能真心悔改。 有人認爲這一切都是上帝早安排定的。 原來人的苦難更能張顯上帝的愛！一次又一次，人犯罪，人認罪，人悔改！啊！認罪，悔改不是一次過的，而是一種長期的過程！上帝又是公義的，所以悔改是痛苦的過程！不斷的認罪，悔改，才能逐漸的認識上 帝的旨意。                    便雅憫的事件便雅憫的事件便雅憫的事件便雅憫的事件---- 便雅憫是約瑟同父同母的弟弟，也是雅各最鍾愛的最小兒子。 約瑟向眾兄弟提出條件，需帶便雅憫來見他，才能釋放做人質的兄弟西緬，也才可以再買糧食。 父親雅各第一次，態度堅持，不肯讓便雅憫同去。（他還是以自已的 意思為主）， 第二次他不得不答應了。他向上帝虔誠的禱告：“但願全能的上帝使你們在那人面前蒙憐憫，釋放你們的那弟兄和便雅憫囘來，我若喪了兒子，就喪了吧！”（他已全心依靠主了） 而這兩次，有兄弟流便、猶大分別向父親雅各保證小弟便雅憫的安危。流便以自已的兩個兒子生命擔保。猶大卻是以自己的生命作保。這與新約耶穌犧牲生命以達救贖的目的，遙相呼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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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爸今年 94 歲，得了胃癌，奇地手術成功，正在康復中。我見證了上帝的大能大愛，感謝讚美上帝，直到永遠！ 醫生曾兩次當爸爸的面，跟他說：你得了癌症。第一次是今年年初，在醫院裡，醫生當面對他說，他得了癌症，同時又說該醫院有臨終服務；之後爸爸的胃暫時不痛了，就讓他回家。面對第一次醫生向病人的宣判，爸爸說他這一生上帝已給他太多恩典，活到 94 歲已無憾了。我第一次感到爸爸對生命的終極毫無恐懼。我趕回溫哥華家中，陪爸爸住了十天，見他仍每天很痛苦，不過他仍每天堅持拖著疲乏的身體出去散步，這是他每天必做的功課。他說，只要兩天不出門，他就再無力走出去了。家庭醫生沒有正視現實病況，反說是老毛病了，問他跑去醫院干嗎？又說年紀大了，就是這樣。醫生不按病情治療，病情進一步加深。幾個月後，不得不換醫生，做了檢查，又得出結論，他得了胃癌。後來，醫生又轉口否認，只說是胃腫大，開了一大堆胃藥，說消腫就可以了。這些藥根本解決不了問題，所幸那天再看醫生時，家庭醫生不在，另一醫生代診，一看病歷，覺得問題嚴重，馬上轉送醫院。 這次中央醫院很重視，幾天後，第三次確定是胃癌；於是醫院成立一個醫生團隊評估爸爸身體狀況，認為可以做手術。當我把爸爸的病情告訴盧牧師，盧牧師在周五晚上查經班和周日崇拜中，一再為爸爸祈禱，王牧師也在周日晚上查經班上為我爸爸禱告。我也憑著信心，感謝讚美上帝，懇求上帝憐憫，醫治爸爸的病。更值得讚美的是上帝施恩給爸爸，手術前一周，爸爸懺罪、悔改，接受聖洗禮，成為基督的肢體，他也就是是上帝家裡的人了。在住院前，爸爸在電話中，跟我講，他每天都在看聖經；沒想到他受洗後會和教友一起背誦主禱文，感謝上帝，他誠心親近主。他在溫哥華領洗的教會，也不斷為他祈禱。爸爸說上帝就在他心裡和他說話；上帝說：“你沒事…”,他說：“我知道！”。眾兄姊同心合意，憑著信心禱告，感謝上帝；祂垂聽我們的祈求。本是罪人，卻因信靠主，得到上帝的憐憫和恩惠。我也是憑著信心不斷的祈求，我心裡一直很平安，因為我知道主掌控一切。 對 94 歲高齡的老人，動如此大一個手術，不能說沒有風險，可是上帝讓手術成功，爸爸切除了半個胃。我幾次跪下禱告，一開口，就感到被聖靈充滿，眼淚止不住地流。我感謝、讚美上帝，因為我確確實實看到了又真又活的上帝。祂是信實的，聽人禱告的上帝，救人靈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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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也是醫治人病痛的上帝；祂施恩給信靠祂的人。 手術成功，之後，爸爸興奮了兩天，不合眼，精神很好。隨後，他昏迷了三、四天，醫院又以為爸爸不行了，告訴家屬，想見他的人，該回來看他了。我再次趕回去，又到醫院陪了爸爸兩晚。我憑著信心，把一切交托給主，因為我知道主和爸爸同在。爸爸在昏迷之中，我除了聽到他不停說夢話外，也曾聽到他在求告主。主再次醫治爸爸，他從昏迷中蘇醒過來，自此之後一天比一天精神，如今已返回家中休息。手術後的康復，仍交托給主。感謝主，爸爸得到了重生，認識主是他生命的主宰。病體也得了重生，一生一世跟隨主，讚美主直到永遠，阿們！  
  

蒸魚蒸魚蒸魚蒸魚（（（（三三三三））））    
除了上兩期所述，蒸魚還有好多種做法： 

（1）用醃制好的鹹菜蒸魚，例如：沖菜、榨菜、雪菜、冬菜、鹹
蘿蔔絲。一般的做法是，先將鹹菜用水浸泡一段時間去掉一些鹽分後
洗淨，瀝去水份，加入薑絲、生抽、蠔油、糖、味精、生粉調拌，放
在魚身上，落油，隔水蒸熟即成。 

（2）用瘦豬肉蒸魚。使用材料：魚、瘦豬肉、加上少許水發乾菜
例如：冬菇、幹筍絲、金針菜、木耳、雲耳等。一般的做法是：（a）
先將瘦豬肉切成肉絲。（b）乾菜可選用一種，也可以選用多種，乾
菜用水浸泡發開，切絲或切片。（c）肉絲和乾菜放在一起，加入鹽、
糖、生抽、蠔油、麻油、生粉、味精、少許胡椒粉醃好，放到魚身上，

落油，再加入薑絲，隔水蒸熟即成。 

（3）用調味醬料蒸魚，例如：柱侯醬、磨原
豉、原曬豉、黃豆醬、欖菜等等。一般的做法是：
（a）備好要用的醬料，加入糖、味精調味。（b）
將調好的醬塗到魚身上，並放上薑絲，落油，隔

水蒸熟即成。 

囉嗦幾句：（a）要依據你們自己的口味喜好選用食材和調味料，
不一定照搬別人介紹的，或許你的創造性令你食欲大振，更有成功的
喜悅。（b）如果你選用的魚是鯪魚，不要用薑，更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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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個非常有錢的財主經常騎著馬在他大片的領地上逛，非常得

意自己擁有這麼多的財富。有一天，他又騎著他心愛的馬到處閒逛，
看到一個老佃農正在坐在樹下，捧著一碗飯在禱告。   他跟他打招呼，老佃農回答說:「我正在做謝飯禱告呢!」財主看看他碗中的食物，不以為然地說:「如果叫我吃這種東西，我才不要感謝呢!」 但是老佃農回答說:「上帝供應了所有我需要的，我覺得很感謝!」老佃農接著又說:「我正在想你今天應該會過來吧!我昨晚做了一個夢，有一個聲音告訴我說，這個城鎮裡最富有的人今晚要死了。我不知道是甚麼意思，但我想我應該告訴你!」財主嗤之以鼻，「怎麼可能?」就離開了。財主口中雖然指責老佃農，但腦中卻不斷回想著老佃農的訊息:很明顯的，他就是這城鎮最有錢的人!难到今晚他就要死了嗎? 他越想越擔心，越想越恐慌。於是他找醫生，給他詳細的全身檢查。醫生說: 「你強壯的很，沒什麼毛病，今天不可能會死掉的。」為了保險起見，醫生還留下來陪財主過夜。財主緊張得一個晚上都沒睡好。 到了早上，什麼事也沒發生，醫生走了。不久，消息傳來，老佃農昨晚上死了，他在夢中安詳過世。財主浮現老田農昨天謝飯的那一幕，感嘆地說:「原來，在上帝眼裡，他才是最富有的人。」 教友，其實，什麼是真正的富有？如果你贏了一百萬，誰會覺得你富有呢？我們各位都知道，錢不是什麼都可以買。如果太多東西的話，我們會不會想要更多了？那就會引起妒忌心，令到我們心裡不快。其實，快樂和滿足也是一種富有，就像那個老佃農一樣。我希望各位能找到真正的富有。 敬畏耶和華心存謙卑，就得富有、尊榮、生命為賞賜。
(箴言廿二章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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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really a blessing for me to have enjoyed a lengthy leave in Hong Kong. I 
have had a quality time with my family, a good time with my friends and a 
fruitful pleasure in reading books. Thanks to the support of the congregation of 
St Gabriel’s which make my leave a successful one. I have got a lot of topics to 
share; however, as I began drafting my writing, there came a voice from a radio 
phone-in programme: do you opt for Archbishop Paul Kwong or the elected 
Miss Hong Kong, please phone in to share your view. So I changed my mind 
and switch to a subject about the prophetic role of a priest in modern society. 

Anyway, what has the Archbishop Paul Kwong got to do with Miss Hong Kong? 

It all happened on September 1. It was in the issue of “Diocesan Echo”, released 
that day, the Archbishop expressed “Many people over-idealize 
the role of democracy and universal suffrage as an answer to all problems.” 
Incidentally, the final contest of “Miss Hong Kong Pageant 2013” also took 
place in the same evening. The latest Miss Hong Kong is crowned by a universal 
suffrage of the television viewers. The champion has swept more than 280,000 
votes. 

The Archbishop’s concern was triggered by the petition of Benny Tai, associate 
professor of law,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He 
appealed people to strife for a genuine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7 and called ten 
thousand volunteers to occupy the Central peacefully, to paralyze the financial 
center of Hong Kong, in order to force Beijing to concede. Archbishop Kwong 
made it clear that he, and some clergy and laity, were not in favor of pushing for 
universal suffrage in Hong Kong in 2017 through civil disobedience- “Occupy 
Central”.  

The movement appears to be a fight for the implementation of universal suffrage 
in 2017, a fight for democracy. It gives people an impression that if we don’t 
fight for it now, the universal suffrage will be hopeless. In fact, this is not the 
case because in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of China has resolved in 2007 
that in 2017 the fifth Chief Executive of the Hong Kong could be elected by 
universal suffrage. The real concern behind the movement is: “who can be a 
candidate for 2017?” Beijing requires candidates to be “Patriotic to China and 
Hong Kong.” However, the opposition argues that this is a disguised screening 
because it excludes people who are at odds with Beijing. Hence, it is not a “true”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sake of discussion, Archbishop Kwong has a strong case for his 
argument. We just look at the recent situation in Egypt, and then look at the 
Philippines and India; given that they are democratic countries, they still have 
lots of unsolved problems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political and economic 
troubles. Hence, universal suffrage needs not to be a panacea. On the other hand, 
i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endeavour to use their absolute voting rights and 
elects a candidate who is not comply with Beijing’s criteria, and consequ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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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 refuses to make the appointment. Then, how can Hong Kong continue to 
survive? So, the Archbishop has advised the public earnestly: “universal suffrage 
is like a fishing net, and if people do not know how to make good use of it, it is 
unlikely to have a good catch ... We cannot just advocate people’s civic right to 
vote without educating the public of their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ven 
sacrifice!” In fact, the candidates of Miss Hong Kong pageant are all screened 
step by step before the final group appears for the public to elect. Unattractive 
girls have little opportunity to access to the final phase of the competition.  

It seems to me that Hong Kong is now shrouded with a sense of grievance. This 
place is full of critics, blames and accusations. Worse still, Hong Kong is 
being polarized. For example, a teacher recently swears the police with foul 
language in the street. Some condemn her behaviour as unbearable, while others 
defend her behaviour as an expression of indignation. Both camps are 
irreconcilable.  

As priests, when we face this situation, we are justify to express our political 
views. However, we are not willing to advocate our political perspectives as our 
flock has their own individual political stance. This is to avoid the 
misconception that we are trying to influence our flocks politically. Moreover, 
we are trying to avoid people to use our views as a tool to polarize people- 
“which side do you take?” “do you opt for the Archbishop Paul Kwong or the 
elected Miss Hong Kong?”  

The Scripture teaches us that “Be completely humble and gentle; be patient, 
bearing with one another in love.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 through the bond of peace.” (Ephesians 4:2-3). When the silence of the 
priest fails to foster patience to bear with each in love and in the bond of peace, 
we may have to stand out as a prophet. I am thankful to God that the church 
leader in Hong Kong has stood out in this polarized society to make his views 
clear, the facts clarified, and to help awakening the silent majority. This, of 
course comes with a price, i.e. criticisms by the oppositions, and distortion of his 
intentions.  

Hong Kong appears a bit strange to me now. Hong Kong is quite different from 
its past. There was a time that Hong Kong is filled by a Under-the-Lion-Rock 
spirit which is marked by a sense of unity, aspiration, and mutual support. Please 
remember Hong Kong in your prayers.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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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    )    當我們吃著甜品 HALO HALO 的時候，OCAMPO站起來對著他的兒女說：“二十年來一直隱藏在我心底下，希望有一天我能向我的同學 Robert道謝。他慷慨送給我那張高中畢業舞會入場券，因當時我過於歡喜興奮而忘記向他致謝。這張入場券對我是極為重要的，若沒有它，我不能帶我的 partner去參加舞會，也就是沒有你們今日的母親。感謝主，在祂的安排下，終於使我得償所願；來，讓我們舉杯向我們的關兄敬杯！”     當時我聽到這番話，非常感動，萬萬想不到事隔二十多年，他仍把這事記在心中，真是難得。甜品過後，他和我到客廳去；我還未坐下，他便關懷地問我，找工作的情況如何，如需要幫忙，請隨時開聲；他又把在美找工的tips和工作 opening的公司告訴我。後來，他甚至請假親自帶我去見他的舊相識，給我介紹工作。初到人地生疏的美國，有一個這麼樂意助人的同學，我感到安慰和幸運。     從上面的小故事，不難體會到 OCAMPO 是個知恩必報且樂意助人的人；區區的一張舞會入場券，足足使他耿耿於懷二十年。記得馬太福音告訴我們說：“無論何人，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裏的一個喝，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太 10:42) 我們基督徒也要常懷感謝之心，即此恩典雖不是直接發生在我們自己身上，而看到別人蒙上帝不少的恩典，也要感謝祂。聖保羅曾經對腓立比人說：“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上帝…” (腓 1:3)，從這句話，我們可以想像到聖保羅不單以自己蒙恩而感謝上帝，他見到腓立比人蒙恩，他也感謝上帝。這種感恩是我們應該效法的。     除了常存感恩之心，樂意助人也是我們基督徒應有的本份。記得多年之前，我到 South Dakota 州去探一位老朋友，因該鎮地勢複雜，一時失去方向，找了多時，越找越亂。在徬徨之際，幸得一位好心路人的幫忙才找到目的地。這位仁兄，是一位謙遜有禮的白人，他已給我詳細的指示，不過他不大放心，便親自帶我到 Bus 車站等車。車到了，他又親自送我上車；離開時，他還請司機特別關照我，真是無微不至。Bus 開動了，匆匆道別，來不及問他的尊姓大名，只得透過車窗揮手，向他道謝；他的慈容永刻在心中。這位素昧平生的美國人，肯付出，不求代價，深信他是一個樂意助人的基督徒；他經已活出主耶穌的樣式，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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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主的救恩。主在世時，到處為人醫病、趕鬼，為人解決困難，祂也沒有留下祂的姓名，所以主耶穌應許說：“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     當今功利社會，一般人們都只是顧及自己而忽略顧慮別人，看來合了“各人自掃門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傳統思想。但聖經教訓我們，除了做好自己的，也要幫助別人。相信一般基督徒都知道捨己助人的道理，但“知”與“行”是兩回事，尤以知而不行是等於不知。記得不久之前，電視畫面播出一位僅十歲的青少年奮勇跳下池塘去，利用一枝枯乾的樹枝將一位跌落水的婦人救起。事後，一位記者訪問他何以不顧安危，跳下水去將婦人救起來？他回答說：“我從小受到父母的教導，要捨己助人；日行一善是童子軍的格言，我是個幼童軍，所以一有機會，就當行善。”主耶穌也這樣教訓我們：“我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機會，就當向眾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當這樣。(加 6:9-10)     上帝的恩典和慈愛多得不可勝數，只要你稍為思想一下，就會想出無數的大愛。我們要時刻記住大衛王說：“你要稱頌耶和華，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典。”  (詩 103：1-3)     世上仍有許多善事等著我們去做。我們也要時刻勉勵自己去幫助那些有需要的人，你就必然得著主所應許的賞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