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天早晨，打開報章，常常看到令人驚怕的頭條新聞：某某地區發生 7.2 級地震，死傷數千人；某某國家恐怖份子為禍，以自殺式炸彈，炸死數百人；某地區海嘯風暴肆虐，死傷無數，財物損失慘重……。為何人類遭遇到那麼多的災禍呢?! 要答覆這個問題，首先要找出他的根源，然而真正的根源不但多，且極其複雜；幸而有歷史的幫助及聖經的指引，可以歸納出下面五個主要原因：     ((((一一一一) ) ) ) 敗壞的政府敗壞的政府敗壞的政府敗壞的政府        一個富強的國家，其背後必有一個健全、嚴明和清廉的政府。政府公務人員是忠心公僕，而人民要支持政府，服從政府的命令，雙方互信互助，向著同一個目標邁進，這是民主體制治國的基本條件。     反觀一些貧窮而弱小的國家，如某些非洲的國家，他們是由一個缺乏治國能力的獨裁者統治。為著自己利益，鞏固自己的政權，他制訂嚴厲國法，強加賦稅，實行鐵腕政策。其他政府官吏，上行下效，貪污舞弊，弄到政府有其名而無其實。例如敘利亞政府，就因對付叛軍，竟耗用人民的血汗錢，向外國購買軍火和生化武器，結果國庫空虛，民不聊生。該國現有九百萬難民等候聯合國的救助，這些都是由於敗壞政府造成，是國民痛苦的主要原因。聖經有說：“義人增多，民就喜樂、惡人掌權，民就歎息。”(箴言 29:2) ((((二二二二) ) ) ) 人類放縱慾望人類放縱慾望人類放縱慾望人類放縱慾望        我們每人都有個慾望，不管是功名、地位、權勢、金錢、享樂，一旦這些慾望去到無法加以控制的時候，人們往往不顧一切，鋌而走險。一位華裔商人，為著發大財，便走去拉斯維加斯踫運氣，結果輸清光，連他的房屋和一間相當著名的餐館也丟掉，還欠落一身賭債，累及家人及親友。……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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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真誠感謝上帝，讓我們在本月廿四日渡過一個喜樂的感恩主
日。那天，我們聖加百利堂一家的大部分成員，無論是年輕的或年
長的、健壯的或體弱的、遠處的或鄰近的，都回來一起崇拜，一起
造飯，一起吃飯。一家團聚，濟濟一堂，樂哉！ 
 
感恩節大餐、黑色星期五瘋狂購物是美國文化的一部分。我們在感
恩聚餐的餐桌上也擺上了火雞和火腿，但我們是向我們的上帝，君
王耶穌基督的父獻上謝恩的，我們比坊間的感恩節更意味深長。 
 
首先，我們因為見證了上帝如何回答我們的禱告，所以我們由衷感
謝上帝。我們“日用的飲食”從來都不短缺，我們更在去年牧區生
活中眼見很多小奇蹟。有些教友目睹了失去的得尋回，待業的得就
業，危重的得救治。我們最近更看到，儘管在鄰居巨大的壓力下，
城市規劃委員會也批准了我堂的教育許可證的申請。我們憑什麼來
爭取呢？我們沒有任何遊說，也沒有任何抗爭，我們只是依靠恆心
地祈禱，為反對我們的鄰居求平安與和諧而祈禱，上帝就應允了我
們。可是，我們的鄰居不服，現已提出上訴；看來，我們需要更多
禱告了。 
 
其二，我們因為順從上帝的旨意，所以我們由衷感謝上帝。“凡事
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前
5:18）。我們的感恩節大餐後面是不少教友無言地所奉獻了的時間和
精力。他們樂於這樣付出，好讓大家親嚐各樣美餚佳菜。大家還記
得那大受歡迎的臘味糯米炒飯嗎？連煲底最後的一口飯也被教友刮
出來吃，多熱鬧；造飯的和吃飯同樣高興，添增了團契中的喜樂。
我們部分人可以飽嚐糯米炒飯的，感謝上帝；我們小部分人未能盡
嚐糯米炒飯的，也因為它如此受歡迎而感謝上帝。於是，我們無論
是處豐足或短缺，也懂得上帝的旨意是要我們喜樂；正如保羅在監
獄裡時還說，“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腓
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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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我們感謝上帝，因為謝恩拉近人與神及人與人的關係。我們
國語堂兩位教友，離鄉背井，形單影隻，長年在遠離洛杉磯的他方
工作。感恩節到了，他們要感恩，要感恩就想起我們聖加百利堂及
一眾弟兄姊妹。有一位教友因遠在他州實在無法回堂，他要寫支票
感恩奉獻，但可能是第一次用支票奉獻，所以來來往往通了好幾次
電話，直至支票寄出他才安心。另一位教友則驅車六小時，從沙加
緬度 Sacramento 到洛杉磯參加崇拜，但本堂在感恩節當日沒有崇拜，
便跟牧師“聊聊”，並感恩奉獻。我知道他們的日子都不是很順境，
平時也很難在當地參與教會生活，但那股感恩心，把他們對上帝及
教會的心都拉近了。他們的感恩心，實在令我感動。反過來看，為
何在黑色星期五開售時，有打架，踩踏和摔傷的鏡頭呢？。為何在
瘋狂搶購的人群中，不少人的神態緊張徬徨呢？這都是因為他們恐
怕自己想要的東西會被人捷足先登。在人人都只爭取自己的利益
時，感恩的心就湮沒了，於是，人與神的距離、人與人的隔閡也難
以消除。 
 
因此，我們都應把每主日視為感恩主日，和每一天都是一個感恩的
日子。主佑！ 
 
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    

盧君灝           

一、在天寒地凍的時節，願無家可歸的人得到照顧！  

二、在年終歲末的時候，願大家為今年獲主恩眷顧，心存感謝！  （Daisy Man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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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 Clare 歐以恩 12月 1日  CHOY, Darren 蔡澧業 12月 24日 

YIP, Pui Yu Wong 葉王佩如 12月 4日  JIANG Shiming 江施敏 12月 25日 

Katherine Tsia 蔡宜君 12月 5日  KUO, Eric 郭裕立 12月 25日 

LAI, Jimmy 黎志明 12月 6日  WANG, Ziyi 王梓伊 12月 25日 

CHOY, Denial 蔡德良 12月 8日  CHENG, Wai Ching 12月 26日 

KUO, Andrew 郭裕中 12月 10日  YI, Qi 易琪 12月 28日 

KWAN, Andy 關啟翔 12月 10日  WAI, Pauli 韋建心 12月 31日 

MISATO, Daniel 小泉榮龍 12月 19日  LOO, Sze Kai 羅思凱 農曆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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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每星期念的主禱文，其實有很豐富的内容。我們念慣了，卻不知它原來是這樣精彩，這裡面有願望，有請求，有稱頌。馬太六章九節：“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這告訴我們禱告可以參照這個模式。 

    我們用五個 R（方法）， 七個 P（願望）來分析一下主禱文。 

5R 是指： 

1、Relate： “我們在天上的父”，我們這樣稱父子關係，就是在他之  下，我們眾人平等。                                         

2、Rejoice：“尊的名為聖”，讚美上帝，是開心的事。             

3、Receive：“願的囯降臨，願的旨意行在地上”，讓我們接受上  帝，以祂的旨意，作為我們的旨意。 

4、Request： “我們今日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我們只求今日的     飽足夠用，這樣的請求，表示我們是依靠上帝而生活。 

5、Regret： “免我們的債” (赦免我們的罪)，表示我們悔改，求父的  原諒。 

7P 是指： 

1、願人都尊的名為聖。 

2、願的國降臨。 

3、願的旨意行在地上。 

4、我們日用的飲食，今日賜給我們。 

5、免我們的債。 

6、不叫我們遇見試探。 

7、救我們脫離兇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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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排骨（三） 

生炒排骨生炒排骨生炒排骨生炒排骨 

這是很普通的一款菜肴，骨香留齒、甜酸可口，催人食欲，很受

人們喜愛。我想，不少人家的聖誕大餐菜單中就有它的大名在其中。

今期我和大家一起交流一下生炒排骨的製作。 

材料：（六人份）排骨 1 磅、雞蛋 1只、鹽、味精、食粉、粟粉、

濕生粉、麻油、食油，青椒 1只約 3盎司切成角、鳳梨粒 3盎司、

甜酸汁。 

製法：（1）排骨斬成小件，洗淨瀝乾水分，放到料斗裡，加入

三分之一隻雞蛋的蛋液、粟粉 1盎司、加入鹽少許、味精少許調味，

也可以不用味精，撈勻放置半小時。（2）將醃好的排骨拍上乾粟粉。

（3）開油鑊，燒熱油至 350度，將拍上乾

粉的排骨一粒一粒地放到油鑊中炸，炸至

排骨浮上油面即熟，撈起瀝乾油待用。注

意調校火力，以保持油溫在 350度左右，

油溫過高，炸出的排骨太乾，油溫太低，

炸出的排骨含油多而膩口。（4）燒紅鑊，

下油少許，放入青椒角炒片刻，放入鳳梨

粒，放入甜酸汁，用濕生粉勾芡，放入炸熟的排骨撈勻，上碟即成。 

甜酸汁甜酸汁甜酸汁甜酸汁 

材料：白醋 8盎司、黃片糖 5盎司、鹽 0.3 盎司、A1 汁 0.5 盎司、

茄汁 1.5 盎司、老抽少許。 

製法：將白醋、黃片糖、鹽放到鍋內煮至糖溶解，加入A1 汁、

茄汁和勻，用老抽調色，煮至剛滾立刻停火，即成 。 

如果你喜歡橙味，可加入橙汁，甜酸汁便有橙香味。

依此類推，加入檸檬汁，就有檸檬味了。味濃或味淡，

依你所需而調整果汁的量。 

彈指一揮間，又一年了，享受了感恩節火雞大餐，

聖誕老人好快又光臨，我和我的家人一起，恭祝大家聖

誕快樂，新年快樂。祝大家身體健康、喜樂常伴。主與

我們同在。 
 9

Let us give thanks to God for our great thanksgiving Sunday on November 24, 
most members of our congregation－young and aged, strong or frail, far and 
close－came for the service and the potluck meal that followed. It was simply a 
warm and joyous family reunion. 
 
To have a big meal in thanksgiving and then a shopping spree on Black Friday 
is part of the American culture. Although we have turkey and ham on our 
dining table, we offer our thankfulness to God, the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our King, so our thanksgiving celebration is different from the cultural 
one. 
 
Primarily, we give thanks because we witnessed how God answered our prayers. 
We receive our “daily bread”, and have seen many little miracles in our parish 
life in the past year. Some of our members witnessed the lost being found, 
jobless become employed, the critically ill revived. Recently, we have gained 
the City planners’ approval of our conditional license for education, despite 
enormous pressure from our nearby neighbours,. We rely not on any lobbying, 
nor any confrontation to obtain the license- we just kept praying, prayed for 
peace and harmony for those who oppose us. We all witness that God answered 
our prayers, though our neighbours has already filed a challenge to the decision. 
Hence, we’ve got to keep on praying again. 
 
What’s more, we give thanks because thanksgiving is the will of God. “In 
everything give thanks; for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in Christ Jesus for you.”(1 
Thess 5:18). The dishes on our thanksgiving table represent lots of effort and 
time contributed by members of our congregation, and they are happy to do so. 
You may remember one of the favourite dishes on the table was the fried sticky 
rice, so overwhelmed by us that, a member had to “scratch” out the very last 
bit from the bottom of the pot. All were happy- those who prepared and those 
who devour, those who fully filled their plate with the stick rice and those have 
just a little bite. Here, we learn that no matter we are affluent or want, the will 
of God calls us to give thanks. No wonder, St Paul, even when he was in prison, 
reminded us, "Rejoice in the Lord always," he wrote, "and again I say it  
rejoice." (Phil 4:4). 
 
After all, we give thanks because it strengthens our relationship with our Lord 
and with our neighbours. I am moved by two members of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both of them work far away from Los Angles. As thanksgiving 
day was approaching, they had a eager to express their thankfulness. A member 
who works in a State that is too far to come back for thanksgiving. He made 
several calls to St Gabriel’s to make sure his donation check was properly 
prepared. Another member just drove down from Sacramento for six hours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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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rief visit, he came to the church for worship but in vain, so we chatted. I 
understand that he wants to express his thankfulness, so he traveled a great 
distance to St Gabriel’s. Both of them donated generously though their were 
strapped. Thanksgiving drew them nearer to God and to man.  
 
Conversely, on Black Friday, those who join the shopping sprees and get what 
they wanted may not be as happy. We can see in the media, there are fights, 
stampedes and injuries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sale. Why? Because the shoppers 
are competing with each other to get the goods they want because the quantity 
of the goods is limited. Though the shoppers get what they wanted after the 
chaos, however, the gap between the man and man, and between man and God, 
is not bridged, not to mention of a thankful heart. 
 
Consequently, every Sunday in a way should be a thanksgiving Sunday, and 
everyday is a thanksgiving day. Blessings 

 

 

 

 

 

 

 
 

  ( ……上接    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    )  我們人類不是十全十美的，是有缺點的，易於犯罪、犯法和犯錯。一旦放縱私慾，痛苦災禍就接踵而至。一位著名作家說：“世人遭受到痛苦災難是咎由自取的，因他們無法拒抗這個‘貪’字，因貪而導至‘不知足’；有不知足的意念，就自然而然放縱人的私慾。保羅也是這樣警惕我們：“我們從前也都在他們中間，放縱肉體的私慾，隨著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為可怒之子，和別人一樣。” (弗 2:3) ((((三三三三) ) ) ) 邪靈的首領邪靈的首領邪靈的首領邪靈的首領----------------撒但撒但撒但撒但    聖經給我們顯示，撒但是這群邪靈的魔頭，他們常活動於人間，要將人類引入迷途，然後牽制人們，繼而製造各種危險和災禍。人們在痛苦環境下，往往會像奴隸般順從他們。聖保羅深信這些惡魔的技倆，如不早日制止，世間永無寧日。因此他鄭重警告說：“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 (弗 6:12)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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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更可怕的是他們最終的目的是要引誘世人，離棄我們的上帝和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而後快。故此我們務要小心，提防他們的鬼計。“故此你們要順服上帝，務要抵擋魔鬼，魔鬼就必離開你們逃跑了。” (雅 4:7) ((((四四四四) ) ) ) 天災天災天災天災        自古以來，人類常受到天災橫禍的襲擊，如風災、火災、洪水、地震、海嘯、瘟疫、旱災等；近年來氣候轉變更為急驟，天災更為頻密。兩年前日本的福島遭到威力極強的海嘯破壞，造成十幾萬人傷亡，財產的損失，不計其數。又近日十一月八日，颱風 HAIYAN 以時速 170 公里橫掃菲律賓中部的幾個省份，尤以 Tacloban 市破壞最為慘重，有一千一百萬居民的日常生活受到嚴重的影響，其中二三百萬人無家可歸，死傷人數則超逾萬多。根據菲氣象局的記錄，除地震及火山爆發外，當地平均每年遇上大小暴風達二十次之多，但今次的颱風的威力和破壞性是有史以來最大的一次。     一個專門研究地球氣候變化的機構於 1988 年成立，它有會員二三百名，都是來自世界各國研究氣候變化的專家。他們分成五組，分別擔任研究及收集有關資料；每五年小組將他們所得出的結論交給評審委員，取其摘要，公佈於世，以供參考。 ((((五五五五) ) ) ) 人為災人為災人為災人為災禍禍禍禍        人為的災禍，如戰爭、恐怖份子、空氣污染和愛滋散播等跟天災同樣可怕。最近美國聯邦政府因國會未能如期通過預算案而無法發薪給十萬公務員，因而影響到全國直屬聯邦的機構，有關旅遊、交通等的公務全部停下來；除國內直接受到損失外，其他如國外的分期債務也無法如期償還，嚴重影響國家的信譽。雖然政府部門關閉只有十六天，但這被稱為全球最富有的國家，竟窮到無錢出薪，可笑之極！     另一使人類擔憂的災難是地球日漸升溫 (Global Warming)。表面看來，升溫是自然界的現象，但部份也是人為的。人口的增長，電力不夠供應，採用核子發電的國家日多；汽車及工廠每日排出的二氧化碳也是有增無減。今年九月份聯合國氣候小組的報告預測，在五十年後，大氣層當中的二氧化碳，大有可能增加一倍，屆時地球的溫度可能升高 2.7至 8.1 度，同時海洋表面也跟著升高 10 吋至 32 吋。預期農田、海濱都被海水掩沒，各種的農作物，如米、麥、玉蜀黍等主要食糧失收，將會出現嚴重的饑荒。     希望有朝一日，世界沒有戰爭，沒有天災和人禍。人們愉快生活，每天醒來，不用顧慮到種族的歧視、工作的壓力，也沒有經濟的困擾。這並非空談，因上帝愛世人，祂讓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這個多災多難的世間，用祂的寶血救贖我們，保佑我們。馬太福音是這樣告訴我們說：“我們在天上的父：願人都尊你的名為聖。願你的國降臨；願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叫我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兇惡。……” (馬太 6：9-13) 
    願 萬邦萬國，風調雨順；不同種族的人民，安享盛世太平；主內弟兄姊妹，福照家門，常蒙主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