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位詩人對感恩的理念有他獨特的見解，他認為在東西方的歷史上，有一個共同的主題，那就是 感恩。西方的基督教信仰，感恩是指對耶穌基督的救贖；東方的佛教信仰，感恩是指佛陀的度化；此外還有其他信仰的感恩。 儘管人們有不同的膚色，不同的信仰文化，不同的語言，但 感恩 這一理念，以其深厚的力度，穿越遙遠不可及的區域，在人類紛繁的思想當中，具一致性。感恩是一種美德，當你的擁有感恩之心，眼中的世界是光明的，充滿著美善的。 今年一月三十一日是農曆元旦，過去的一年中，相信大家多少都感受到主耶穌的恩惠。既然我們都沐浴在祂的恩惠之中，那麼我們可曾作出表示，感謝祂的賜予！當今教會中仍有不少蒙恩的信徒，忘記主的恩典，沒有感謝之心。沒有向主謝恩，有三個可能性： (一) 忘記或疏忽 我們是健忘的，尤其是在樂極忘形的時刻，或是在百忙之中，就會忘記去感謝人家。記得主耶穌醫好十個大痳瘋，只有一個回去向祂謝恩，其餘的九個就不見人影，可能他們的心裡一時過於興奮而忘記道謝！主耶穌沒有怪責他們，只向著周圍的人問：“那九個在哪裡？” (二) 認為微不足道的恩惠無須道謝 很多時當收到一封賀卡、一盒糖果，又或是獲得一個忠告、一次接待，我們往往會認為這是小小恩惠，不必嘮叨向人家道謝。其實恩惠是不分大小的，事實上一個忠告勝過一份名貴禮物。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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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顧舊歲蒙主愛，謹節錄轉載今年教友大會之主任牧師報告，與大家迎新春，盼天恩。     『在今天的福音經課中，我們看到主耶穌問施洗約翰的門徒說：「你們要甚麼？」約翰的門徒沒有直接回答主的問題，只是說：「拉比，在哪裏住？」主耶穌也沒有追問下去，卻說：「你們來看。」他們就去看主所住的地方，與主同住了一天。      其實，主耶穌當然知道門徒想要甚麼，他們就是前來尋找安身立命之道，主耶穌為要給他們答案就帶他們回住處，生活了一天，然後安得烈找著自己的哥哥西門，對他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又領他去見耶穌。      為什麼在共同生活中可以滿足了他們所尋找到的安身立命之道呢?      教會初期不少熱衷追求信仰的人都遠離繁囂走到曠野獨處，實踐「你們要完全，像你們的天父完全一樣」(馬太福音 5:48) 這理想。他們在屬靈生命上都有很多深刻見解，大師輩出，如聖安東尼 (Saint Anthony, 251–356) ，聖巴西流(Saint Basil, 329–379)等。但很快他們就發現，團體生活更可以幫助他們追求完整的信仰生命，於是修士們就放棄了獨善其身的荒漠修道生活，建立了不同的修會，例如聖本德（St Benedict）於 529 年在意大利的卡西諾(Monte Cassino)創辦本篤修會，強調勞動與祈禱的精神。      上帝的聖道不只是「朝聞道夕死可矣」的真理，上帝的聖道更是從有血有肉的生活中體會出來的道。上帝的聖道不只是頭腦上的東西，更是實踐上的體驗。那兩位門徒當日與主耶穌組織了一個「迷你小團體」，共同生活了一天後，他們就知道在什麼地方可以找到那安身立命之道，所以安得烈對西門說：「我們遇見彌賽亞了。」      教會－主耶穌在地上的奧妙身體，也是由無數小團體組成的。這些小團體好比世上無數的家庭，都是由共同生活在一起的成員所組成。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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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百利堂是一個家庭；我們在這地方共同敬拜，共同服侍，共同學習，共同生活，共同領悟安身立命之道，而主耶穌是這裡的家長。      所謂「相見好、同住難」，難在什麼地方呢？ 難就難在彼此個性、志趣、情趣與心境的差異。譬如，你心情好時，人家心情壞；你得意時，人家失意；你坦言無忌時，人家聽者有意，心境上的差異很容易激發出人與人之間的矛盾。「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羅馬書12:15) 是很難的!正因如此，教會生活就是我們學習及實踐聖道的好地方。      我們這小家庭目前急待應付的是財務困難，去年我堂繼續入不敷支四萬五千元，繼續吃老本；再這樣下去，按人的計算，大概只再可以支撐三年!我們真的需要信眾更大的慷慨，更大的奉獻。然而，歸根究底，我們最根本的挑戰是如何建立這個家，讓這個家可以幸福甜蜜，人丁旺盛。我們見過很多豐裕的家庭因為人心各異而分散，家不成家；但很少見到清淡的家庭因窮困而分家，反而家貧出孝子的事例卻屢見不鮮；況且主是我們的家長。      我們要建立這個家，成員之間就需要更多的分擔而不是計較，更多的信任而不是猜疑，更多的欣賞而不是挑剔，更多的恩言而不是閒話，更多的諒解而不是解釋。簡言之，在教會共同生活中，我們要擺脫自我中心的心態，學習以主為中心的生活，這樣我們才可以跟隨主背十字架，這才有興旺指望，財務問題亦可迎刃而解。      我可以向大家報告，聖加百利堂大致上是朝著這方向邁進的。我們感謝主，我們的詩班比以前更有聲有韻；我們的同心團契的內容也比以前更充實。我們上主日有不少成員，老少同心，親力親為地為聖加百利堂這有形的大家庭除舊佈新，迎接新春。我們又有成員不時自發地為那些身體軟弱或行動不便的弟兄姊妹登門探候，送上關懷，或往返接送。我們當中也有成員常常自發地為教堂義賣，項目由臘味糯米飯、傢俱至貂皮大衣都有。我們每週的查經班也為不少人提供了屬天的動力；同時，我們國語堂的兄姊帶給我們更大更年青化的活力，也初露光芒。但對我堂整體而言，我們的馬力還嫌不足，尚需更加發奮!      我們感謝主，去年引領了兩位新成員，康鑫晨、馬凱欣加入基督的身體，與我們一起建立這家。我們又感謝主，引領王家善為本堂兼職幹事，幫忙我們的主日學及青少年工作，培育少青一輩的信徒與我們合力，一起建立這家。』      願大家歡度新春，同心同工同蒙恩。  
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    

盧君灝盧君灝盧君灝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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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UNG, Matthew 張詠天 2 月 1 日  TAM, Misato Koizumi 小泉美里 2 月 12 日 
LIN Xiaoqing 林小青 2 月 2 日  TAM, 小泉健一          2 月 15 日 
Cheung Sun Tat 張新達 2 月 3 日  ZHANG, Yanhua 張艷華 2 月 15 日 
LI, Jean (Ginger) 李陳景球 2 月 4 日  CHEN, Pei-Young Chih 陳植沛楊 2 月 16 日 
WU, Wei-ji 吳維基 2 月 7 日  CHU, Ryan    朱懷忻 2 月 22 日 
A, Young Mi-Tak 馬楊美德 2 月 11 日  CHU, Roxanne 朱懷悅   2 月 22 日 
CHEUNG, Mie Koda 張巳枝 2 月 12 日  KWAN, King Keung 關競強 2 月 24 日 
YANG, Shihang 楊世行 2 月 12 日  WU, Cherry 吳卓妍 2 月 25 日 
LIU, Xiaodan 劉曉丹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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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賀格新年賀格新年賀格新年賀格   和和和和   鮮花插圖鮮花插圖鮮花插圖鮮花插圖 

多謝惠登農曆新年賀格。當中的插圖，部分乃是 
弟兄姊妹自行提供，另一些是來自本堂負責主日鮮花 
佈置的姊妹，一併致謝。 
願： 芬芳常芬芳常芬芳常芬芳常侶侶侶侶伴伴伴伴，，，，喜樂永偕隨喜樂永偕隨喜樂永偕隨喜樂永偕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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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Man 

       
  

今天一月十二主日的福音講到耶穌受洗。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馬太福音 3:163:163:163:16----17 17 17 17 「耶
穌受了洗，隨即從水裡上來。天忽然為他開了，他就
看見上帝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落在他身上。從天上有
聲音說：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  

這段經文有三層意義：  

天忽然為他開了：表示受洗的人，可以上達於天，做人上人。天
國裡最小的，都比地上的任何人為大。  

上帝的靈彷彿鴿子降下：聖父、聖子、聖靈是三位一體的。受了
洗，聖靈會降臨來幫助我們。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我們和耶穌一樣，受了洗，便是上
帝的僕人，為上帝所喜悅。  

原來洗禮只是信仰的開始。更重要的是受洗之後，我
們學習做門徒，做僕人。而今天的舊約經課 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以賽亞書
42:142:142:142:1----9999    是一段「僕人之歌」做僕人須要「…不喧嚷、不揚
聲、…不灰心、也不喪膽」。這些都不是容易做到的。當

我們態度不能溫和時，我們心灰意冷時，我們不夠勇敢時，我們應當
祈求聖靈的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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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一月二十六日，福音經課 馬太馬太馬太馬太    4444：：：：12121212----23232323    說到耶穌呼召彼得
和安德烈來跟從他，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
一樣。」這是我們很熟悉的經文，耶穌要我們做「人的 漁夫」，
即是要去傳播福音。但「得人如得魚」，是哪麽容
易做到嗎？ 

至少我們看到三點是不容易做到的： 

  難： 書信 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哥林多前書 1111：：：：10101010----18 18 18 18 「十字架的道理，在那滅亡的人爲愚拙；在我們得救的人，卻為上帝的大能」。原來福音在我們信的人視爲福音，不信的人哪會看成福音呢？我們總是努力做好榜樣，希望人能由此看出「基督的樣式」，但何其困難啊！尤其在熟識的人面前，例如：自己的親人，更是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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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 大家的性格不同，想法各異，所以容易紛爭不已，讓傳福音的人覺得累。 
 苦： 我們須擔起自己的十字架，即是犧牲。須將宗教信仰放大至生活的每一個角落，不只是星期天的崇拜而已。 

既然這樣困難，為甚麽我們還要傳福音呢？牧師用了幻燈片
「南美象海獅的成長」來擧例説明。象海獅剛生下，母親會親

自哺乳 28 天，然後就離開，小象海獅必須開始學游泳，自己
獵食，又因食量驚人，常常得潛水至很深的地方，
才能獵得足夠的糧食。這樣歷經困難的磨練，小象

海獅終於長成。母象海獅會以喊叫的方式招囘自己的
孩子。 

我們的信仰生命，受洗後才開始；須得經受小
象海獅般的生活歷練，屬靈的生命才可以成長。我們讓自己生命經歷
鍛煉，自己成長，也領他人信主，這才是幫助基督生命的成長，這也
是幫助教會的成長。 

 

 

 

(一月二十四日晚上，粵語研經班假 Grace Chew 姊妹的家中舉
行聚會。研經完畢，大家共用輕膳茶點。盧師母端
來一盆素鵝，色香味俱佳美，眾人讚不絕口。多謝
盧師母！以下是盧師母提供的秘笈，老饕不容錯
過！)  材料：腐皮四大張 調味：水：3湯匙、生抽加老抽：共 3湯匙、白糖：3湯匙、麻油：1.5湯匙 做法：1. 1. 1. 1. 把每張腐皮剪成一半。 2.2.2.2. 放入熱水浸軟腐皮兩邊，立即撈起，放在平身隔水器上，去水。 3. 3. 3. 3. 張開腐皮，放在平面的枱上，抹上調味料。 4.4.4.4. 約疊 8至 9塊後，把腐皮成春卷狀，壓去水份，放在抹過油的錫 紙上。 5.5.5.5. 隔水大火蒸 15 分鐘。 6.6.6.6. 把蒸好之腐皮排放在已抹上油之碟上，待冷，切成細條狀，加入餘下的調味料，即可供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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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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201420142014    年年年年    1111 月月月月                    

篇章篇章篇章篇章    : : : : 馬太福音第十四章馬太福音第十四章馬太福音第十四章馬太福音第十四章    
         這章有三個故事： 一）施洗約翰因責備希律王而被斬首。希律無故離棄妻子，而另娶弟婦希羅底為妻，約翰因責備他而被關在監牢。希羅底用計教女兒跳舞，取悅希律；趁他高興時，誘他中計，殺了約翰。原來人高興時也會招到魔鬼的試探。希律在此犯了三項錯誤：1。得意忘形，開了空白支票，讓人任填數字。2。知錯不敢悔改。3。將錯就錯。我們在歡樂時，要感恩，時時想到主，懇求主的保守，才不致於得意忘形，給了魔鬼機會。 二）五餅二魚。這故事在四個福音書裏都有記載。它是一個“預表”。  表示天糧是無限量的，可以滿足餵養眾人。並且也看到耶穌為了少少的五餅二魚，而望天祝福，獻上感謝。 三）耶穌履海。彼得自以爲信心十足。但當他照著耶穌的話到海面行走時，也差點掉進海中。「為甚麽這樣呢？」。原來彼得雖信心十足，但他不能集中精神，望著他的目標；他東張西望，看見風甚大，就害怕而掉進海中。不過在危急中，幸虧他還記得喊：主阿，救我！所以我們信心十足之時，更要集中精神，專注我們的目標，勇往直前！ 危急時，不要忘記喊：「主阿，救我。」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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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年 12 月 1 日，國語青年團契又如期與大家一起共聚了。在崇拜完之後，大夥兒決定野外燒烤去，藉此活動來度過這個愉快的週末。 做出決定之後，大家就急不及待地行動起來。對於一群愛好美食的人來說，燒烤根本就是無法抗拒的誘惑。說幹就幹，祥龍、鑫辰、曉丹一起去買羊肉串和牛肉串，思洋、夢玲、小孫一起去購買蔬菜和調料，王叔和全義在整理燒烤用具和炭火。一個小時之後，大家在柔似蜜公園聚齊了。已是正午光景，幾個男孩都感飢腸轆轆，連忙四出選址燒烤。天上陽光熾烈，但是弟兄姐妹們的熱情更勝。大家準備的燒烤拼盤，材料十分豐富，有：香味十足的羊肉串、厚實的牛扒、Q彈的肉丸、清香的玉米、可愛的番薯、多汁的茄子、清甜的豌豆~~~葷素搭配，顏色多樣，讓人食慾大增！ 王叔自告奮勇，義務為大家烤制，大師範兒十足。只見他左右開弓，一會兒翻轉食材，一會兒刷油，一會兒撒調料。食物的香味就吸引著我們圍在烤爐周圍，眼巴巴地望著不斷翻動的肉串和蔬菜。大廚剛說好了，烤架上的食材就被一搶而空。這時候，李牧師，師母，還有可愛的小非比也趕來了。大家邊吃燒烤，邊喝冷飲，調侃著，喧鬧著，轉眼已是下午了。陽光透過樹叢照到每個人的臉上，讓人感歎，上帝所創造的世界、所賜予我們的生活，真是美妙極了！一整個下午歡快的時光轉瞬即逝，真是意猶未盡啊！ 大家收拾好東西，踏著美麗的夕陽，在碧樹綠水的環繞下，踏上了回家的路程。再一次由衷的讚歎，這是美好的世界！我們感謝主的恩賜。 ……………………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我心滿有安寧我心滿有安寧我心滿有安寧我心滿有安寧，，，，    花草樹木花草樹木花草樹木花草樹木，，，，穹蒼碧海穹蒼碧海穹蒼碧海穹蒼碧海，，，，述說天父奇能述說天父奇能述說天父奇能述說天父奇能！！！！……………………    ……………………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這是天父世界，，，，祂愛普及萬祂愛普及萬祂愛普及萬祂愛普及萬千千千千，，，，    風吹草聲風吹草聲風吹草聲風吹草聲，，，，知祂經過知祂經過知祂經過知祂經過，，，，隨處能聽祂言隨處能聽祂言隨處能聽祂言隨處能聽祂言。。。。……………………    
(*其他燒烤活動照片，收錄於上一期 178期 教會生活照片專輯生活照片專輯生活照片專輯生活照片專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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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人河」這首歌，很老，很好聽，音韻低沉悠遠，詞意更是優美深刻，感人肺腑，是描寫黑人在密西西河畔肩負重軛的艱難情況，是他們內心憤怨不平的吶喊與悲鳴，也是「人權」萌芽期的呼籲，以及對種族歧視的抗拒；也許這就是「老人河」歷久不衰的緣故吧！ 現在美國黑人的處境，已大大的改觀，他們已爭取到充份的自由平等了，可是這首歌，依然令人百唱不厭，百聽不厭。尤其在卡拉OK前，畫面與音樂齊相對照之下，看著那個佝僂著背的黑皮膚老人，手拄著枴杖，孤單單的在河岸上踽踽而行，面對滔滔河水，茫茫平壤，縱使揮去了孤單依舊是寂寞。 五十年前，外子在德州安湯尼市空軍基地學習飛行，同時也學會了這首含意深長的「老人河」，沒想到這次在休士頓的卡拉OK比賽中，竟出乎意料之外的奪魁。 其實並非他歌喉好，唱得好，而是這首歌本身的詞韻太好太美，韻律幽美感人，而贏得了裁判與聽眾的共賞。 休士頓在經濟慘淡低迷的影響下，人人壓力沉重，都必然尋求一些舒解，無疑的，音樂、繪畫、運動等都是最好的調劑品。因為這緣故，休士頓的獅子城，欣然舉辦了第一屆金僑卡拉OK歌唱大賽。 當然，老一代的歌迷又多偏好老歌，有了卡拉OK的助陣，也正好推波助瀾的一展歌喉，大過唱癮，故老歌新唱，老歌舊唱的大有人在，其韻味無窮，甚麼王昭君、紅豆詞、郊道、友誼、梅花頌、初戀女、杜鵑花、綠島小夜曲、一段情、中國心、民族頌等……不勝枚舉。 我因為對「老人河」的歌詞特別愛好，特別欣賞，特別感慨，所以一回到家便立刻把它譯出來，供同好分享，也為可憫的大陸同胞在爭取「人權」上，加一聲呼籲。更何況大陸上的同胞又不是黑奴與白人之分的，都是清一色的黃種人，究竟有什麼偉大的理由和權利來剝奪人民的「人權」呢？ 老人河老人河老人河老人河    (THE OLD MAN RIVER)(THE OLD MAN RIVER)(THE OLD MAN RIVER)(THE OLD MAN RIVER)        (一)   有個老人，名字叫密西西比河， 但願那是我。 他不用操心世間的苦難與橫蠻， 也不必擔心大地變色草不青蔥。 老人河喲！老人河。 你本知道許多世事，只是默默不語。 從不聲張，也不誇詡。 只是沿著河堤繼續地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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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個老人，名字叫密西西比河， 但願那是我。 世事素與我無爭， 大地改變又何妨！  黑人在密西西比河工作， 白人在密西西比河玩樂。 我整日拖拉著船索， 無止無休直到日末。 

你不種植山芋，也不耕耘棉花， 因為這些霎時將凋落， 瞬間被遺忘。 但老人河喲！老人河， 你源流遠長直到永遠。 

我終日勞苦，肩負重軛， 手拉鐵纜， 腰痠背痛，彷彿被撕裂一般。 偶然小飲稍息， 醉了就被揪進牢獄。 心裡苦惱，又無力改變現狀。 空虛絕望，又恐懼面對死亡。 老人河喲！老人河。 你仍沿著谷地永恒地流暢。 
左為丘民光弟兄與夫人羅思凱姊妹(右二) 與文友共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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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we farewell last year in God's love and move on to another year in 
God’s grace, I am delighted to share the Rector’s report which was presented in 
current parish annual assembly:- 

“In today's Gospel, we see our Lord Jesus asking the disciples of John the 
Baptist: “What are you looking for?” John's disciples did not answer the 
question directly, but said: “Rabbi, where are you staying?” He said to them, 
“Come and see.” They came and saw where he was staying, and they remained 
with him that day. 

In fact, Jesus knows very well what John’s disciples are after: they are 
looking for the Way of the Lord. To help them find what they are looking for, 
our Lord led the disciples to His dwelling place and live together for a day. After 
that, Andrew found his brother Simon and tell him, “We have found the 
Messiah”, and led him to Jesus. 

      Why could they find the Way of the Lord by living together with Jesus? 

In the early church, many faithful who left the hustle and bustle life of 
the city to dwell isolatedly in the wilderness in order to pursue the ideal of what 
our Lord called them to “Be perfect, therefore, as your heavenly Father is 
perfect” (Matthew 5:48). We can find lots of insight and spiritual treasure from 
their experience. In the history of the Church, they are called “Desert Fathers”, 
and Saint Anthony (251-356), St. Basil (329-379) are the key examples of the 
time. But the faithful soon discovered it was the community life that could really 
help them pursue a perfect spiritual life. So the monks abandoned the isolated 
desert cells and started living together in communities. As such, the monastic 
order began to establish, for example, St. Benedict's founded in 529 in Monte 
Cassino (Italy) the Benedictine Order, emphasizing the holiness of labor and 
prayer. 

      The Way of the Lord is more than “the way that a man learns of it in the 
morning would never regret even dying in the evening.” The Way of the Lord is 
also a living experience, out of daily life. The way of the Lord is more than an 
intellectual asset, it is also a jewel manifested through our good deeds. The 
disciples of John the Baptist just formed “a mini community” with our Lord for 
one day, then they encountered the Way of the Lord; hence Andrew claimed to 
Simon, “We have found the Messiah.” 

      The Church is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on earth, which is composed of 
numerous small congregations, these congregations can be compared to 
countless families in the world, which are formed by members of the family. St 
Gabriel’s is also a family, here together we worship, we serve, we learn, we live 
and we share the Way of the Lord. Above all, our Lord Jesus is our head.   

      The saying that “pleases to meet but not peace to live” is quite true. What 
is the difficulty that prevents people living together in peace? It is perhap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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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of personality, interests, taste and mood. For example, 
when your mood is good, others may feel blue; when you do well, others may be 
upset; when you speak freely and frankly, people may be picking up your words 
discriminately. All such differences may provoke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Rejoice with those who rejoice, weep with those who weep.” (Romans 12:15) is 
very challenging. But, exactly because of this difficulty, the church life became 
an excellent classroom for us to learn and to practice the Way of the Lord. 

We are now facing financial crisis as we are running a deficit budget of 
$45,000 last year. As usual, we have to cover it with our capital fund. Our 
capital fund has been eroding year by year, and will be exhausted in 3 years! We 
need greater generosity, we need more funds. However, the fundamental 
challenge of our financial problem is about the way we build our family, is about 
the wisdom to make this family a home, an attractive and sweet home.  We have 
seen many affluent families got split because every family member fences off 
each other; however, there are many examples of worthy sons coming from poor 
and underprivileged families, not to mention Jesus being our head. 

If we have to build this family, we need more sharing among members 
rather than calculation, more trust rather than suspicion, more appreciation rather 
than picky comments, more gracious words rather than gossips, more 
understanding rather than explanation. In short, the community life in the church 
calls upon us to do away with the self-centered attitude, replacing it with 
God-centered approach. This is the only wisdom that we can bear the cross to 
follow our Lord. If more members are attracted and devoted to this family, our 
financial problems will be alleviated. 

I honestly believe that St. Gabriel’s Church, in general, is moving in this 
direction. We offer our thanks to the Lord that the standard of our choir is now 
improving significantly; the content of our Harmony fellowship is more 
fulfilling. This past Sunday we have a dozen members, young and old, toiled to 
clean up our visible church to greet the Chinese New Year. We have from time 
to time enthusiastic members visit, care, or offer transports to other members 
who are weak or frail. We have willing members who donate what they can to 
fund the church, which includes selling of fried glutinous rice, furniture and even 
a mink coat. Our weekly Bible study also empowers the participants with 
spiritual strength. The vitality and dedication of our members of the Mandarin 
congregation starts to gleam in our parish life. But, on the whole, we still need to 
more drive to move forward! 

We thank our Lord for leading two new members: Xinchen Kang and 
Helen Mah to join the body of Christ, and to build the family with us last year. 
We also thank God for leading April Wang to assist our Sunday school and 
youth ministry, nurturing the workers of our next generation to build our family 
together.” 

May I wish you all a happy Chinese New Year and a real joy out of the 
joint witness in our Lord’s family.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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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上接上接上接上接    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    )))) 昔日助漢高祖打天下的大將韓信，未得志時境況很困苦。有一次，他一連幾天沒有飯吃，幾乎要餓死，幸得一漂婦將餘剩的半碗米漿給他吃，才救回他的性命。後來他立了不少大功，漢高祖劉邦封他為齊王，那時他記起以前曾受過漂婦的恩惠，便親自登門拜謝，並送她黃金萬兩以報救命之恩。歷史上稱這故事為“一飯萬金”。 (三) 自大居功 基督徒也好，非基督徒也好，當他們事業有成，往往認為是靠他們自己的本事和努力而得來的。殊不知他們成功的背後，若沒有上主的幫助是絕對不會實現的。那智勇雙全的諸葛孔明，在三國演義說過這二句警世的銘言: “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充份表明他沒有自大，並不居功。另外，美國的愛迪生，他是一個偉大的發明家，然而他從不會矜誇自大。他的發明眾多，造福世人，他且謙卑地對人說，他的成功是靠 99%的靈感，只有 1%是靠他的努力而來的。靈感是上主的賜予，他沒有忘記上帝賜他智慧。 我們受了人家的恩惠，不管是大是小，都要以誠摯的心向人家表示謝意。我主耶穌基督為我們捐軀，給我們重生希望，然而仍有不少的基督徒只做到形式上的感恩，可能在他們心中，仍未感受到主賜給他們的大愛，又或未體會到主替我們贖罪而釘死在十字架上的苦痛。嘗過主恩滋味的人，他們感恩出於真誠，不錙銖計量，這才是主樂意接受的。詩人也是如此說：“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祂是美善。” (詩 34: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