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得童年時，每年在大年初一，母親必提醒我今日是
農曆新年，見到你的朋友不可隨便講話，惡言勿出於口，
要互相敬愛，見到長者要以誠懇態度向他們恭喜發財。若

能記著我所說的，今日你一定收到很多利是紅包。以後也
要如此，以禮待人，這是好孩子的所為。母親的教導，直
到今日，永記於心。 

母親生長於舊禮教之家，但她知書識墨，心地老實，
從未向人說過半句虛言，且言出必行，深得親友的喜愛。 

我們都是主的信徒，不可說口不對心的話，更重要的

是不可隨便亂說；既說了出來，就要實行。記得一位仁兄，
每逢有救災捐款的發動，他必不會錯過出現，但他每次要
等到認捐快要結束時，才站起來大聲向在坐的人士說，救
濟災民是義不容辭，本人樂意贊助災款一萬元。語畢，全
場鼓掌歡呼，各人向他握手道謝，記者先生湧上前去，將
鏡頭向他描準，出盡風頭。過了一星期，未見善款交來，

籌款單位派代表去向他收款，第一次他沒有接見來客；他
的秘書出來，說他的上司身體不適，請他日再來。第二次，
他開出一張一千元支票，叫秘書交給來者，答應過幾日付
清。第三、第四次，用種種理由拖延，過了一個多月，籌
款工作已告結束，無謂再去找他，就此不了了之。後來聽
說以前開的支票，因銀行存款不夠而被打回。 

世間上仍有不少像他這樣假冒為善的人。這些人祇會
講而不會做，他們的虛偽終有一天在人前暴露出來的，弄
到身敗名裂，得不償失。教會裡也有不少虛偽的信徒，他
們也用欺哄人的手法去欺哄上帝，在人前誇張自己的熱誠
而無事實的表現。他們的一切奉獻不會得上帝的接納，至
於處心積累取得的名利，一定會在某方面失去，甚至招惹

到無窮的痛苦。所以我們要做一個為主所喜悅的信徒，就
當用真誠虔敬的心愛主愛人，千萬不可說虛偽的話。主耶
穌說：“你們的話，是，就說是；不是，就說不是；若再
多說，就是出於那惡者。” (馬太 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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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信徒心中常問道：如何靈修，作一個好信徒？答案之一

是：祈禱默想，用念珠幫助你祈禱默想。 

    念珠？那不是和尚用的佛珠嗎？當然不是。 

    基督徒使用念珠已是千多年的傳統了。在初期教會，不少在荒

漠修道的先賢每天背誦詩篇，由第一篇背至一百五十篇。有些不識

字的修士無法唸詩篇，便改唸一百五十遍主禱文代之。他們或用繩

結，或用其他方法，幫助記錄他們的“工作進度”。又如隱修士聖

保羅（St. Paul the Hermit, A.D. 230-342）每日都裝上三百粒石子，每

唸一段經文即拋去一粒，拋完三百粒就是做完一天的“工作”。念

珠的形式就是這樣慢慢演變而來的。如果大家到過倫敦，都可能曾

到我們的聖保羅座堂參觀，在該堂北面四十碼處有一條街名叫

Paternoster 街(pater noster 是拉丁語，意譯是“我們的父親”，即主

禱文首二字)，而當時的信徒常用念珠來背誦主禱文。這條街在中

世紀時因售買念珠的鋪子林立，因而得名。 

    隨著歷史的推移，念珠在不同地方亦各自發展。譬如羅馬天主

教的念珠有 54+5 顆，祈禱內容包括：使徒信經，主禱文，聖母經，

和榮耀頌(統稱玫瑰經)。而東正教徒使用的，有祈禱繩（chotki，是

用羊毛繩索打結而成）或珠子所製成的祈禱念珠，有 33 節、50 節

或 100 節。祈禱內容是耶穌禱文：“主耶穌基督，上帝之子，憐憫

我罪人”。東正教徒著重把禱文重複背誦，讓禱文從意識進入潛意

識，成為“聖靈的寶劍”，成為內在生命的一部分。而受到羅馬天

主教及東正教念珠傳統所啟發，一位美國聖公會鮑曼及他的祈禱小

組於 20 世紀 80 年代設計了聖公會式的念珠，一串有 33 顆珠（象

徵基督在世的 33 年生命）排列成四個組別；禱告內容融和了羅馬

天主教及東正教的屬靈意境，並且更廣更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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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擔心，耶穌不曾指責那些外邦人用重複的說話禱告嗎(馬

太福音 6:7)？誠然，我們若有口無心的重複禱告，當然是徒勞無功

的。但我們憑信心恆常禱告，用了重複的禱文，那有何況？主耶穌

不是說，“所以你們禱告要這樣說：我們在天上的父…” (馬太福

音 6:9-15)，用信心天天重複唸主禱文又有何不可呢？其實，對信徒

而言，我們是活在聖靈的恩典中，活在靈氣中；我們在靈氣中禱告，

猶如生命在呼吸，是毫不察覺、自然不過的現象。反之，若我們停

止了呼吸，才是不正常。屬主的人也應如此，保羅在帖撒羅尼迦前

書 5:17 不是勸導我們要“不住的禱告”嗎？意思是要我們在生活

中意識到上帝與我們同在，與我們同工，所以我們就“應當一無掛

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腓立比書 4:6)保羅在以弗所書 6:18 也勸導我們要“靠著聖靈，隨

時多方禱告祈求；並要在此警醒不倦，為眾聖徒祈求”。我們若生

活在禱告中，每天都能給自己的心靈帶來平靜，每天都能看到奇

跡。當你虔誠的品味禱文中的每一個字的時候，心靈也會豁然開

朗，而念珠就是幫助我們活在禱告中的好幫手。 

    缺乏禱告使我們無法不依賴自己。不斷禱告使我們依賴上帝的

恩典。在此有問：什麼時候應開始學習用念珠靈修？答案是：就在

這大齋期開始吧。我們已經親手做好了 30 多串念珠，以供選購。

我們在三月份的同心團契中，Valerie 姨姨將會與我們分享念珠靈修

的體驗及方法。來吧，讓我們一起學習活在祈禱的生命中。主保祐

大家。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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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 Dennis 陳志謙 3 月 3 日  KUNG, Jeany 孔敏兒 3 月 11 日 

VU, Minuet 洪青楊 3 月 3 日  CHU, Tony  朱新榮     3 月 11 日 

YU Lianghang 余良杭 3 月 5 日  CHU, Mary  姚麗珠 3 月 14 日 

AU, Esme 歐梁可師 3 月 6 日  LIN, Wenjun 林文君 3 月 15 日 

HON, Janny 韓貞妮 3 月 8 日  CHAN, Lisa 陳何麗華 3 月 20 日 

TRAN, Phon  陳芳 3 月 8 日  KWOK, Christina 3 月 26 日 

AU, William (Dr.) 歐維中 3 月 10 日  WANG Da 王 達  3 月 27 日 

LEUNG, Alex 梁力斌 3 月 10 日  FUNG Mimi 馮張富美 3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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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經班舉行日期：   2014 二月十四日     

篇章 : 馬太福音第十七章 

改變形象 

耶穌進入耶路撒冷之前，帶著三門徒-彼得（大門徒），

雅各（耶穌呼召的第一個門徒）和約翰（耶穌被釘十架時，將母親託付給他）

上他博山。耶穌在他們面前變了形像，並且有大先知摩西、以利亞來和他說

話。對信徒來說，親眼見主是屬靈生命的最高體驗。這裡我們思考了幾個問

題。 

一）、門徒已經知道他是主，為甚麽還要變形象給他們看呢？ 

原來要進入耶路撒冷，前路是個危難重重，不知如何的局面。為了給門徒

加添能量，才給他們這樣屬靈的體驗。他變了形象，“臉面明亮如日頭，

衣裳潔白如光”，這是神的榮光！耶穌道成肉身，謙卑的遮掩屬神的榮光，

像凡人一般與大衆一起。“明亮如日頭”，那個人可以直視太陽？人的眼

睛都無法接受，更何況人的腦！但榮耀的神，卻在你害怕的時候，可以謙

和的撫摸你，說“不要害怕！“ 

二）、彼得的錯誤。 

彼得親身體會見主的美好經驗，他建議建棚方便傾談。這是

他想延長屬靈美好經歷的時間。這個錯誤，有如夫妻的關

係，兩人那能永遠保持戀愛時的激烈愛情？著重的是日常的

生活，相處！屬靈的體驗也是相同，不重短暫一段的甜蜜，而

是平日大家一起崇拜、唱詩的生活！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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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Be still, and know I am God  (要安靜，才知道主與你同在) 

彼得做了一大堆建議，上帝没有馬上回答。 我們也是一樣，當我們遇到問

題，當我們不知前路時，我們應該停下來，聼聼上帝的聲音。 

信心的力量 

另外我們還討論“信心”。 信心小是指容易放

棄，不堅持。信心容易脆弱！ 一个為害重病兒子

求醫治的父親，找門徒治不了，就直接去找耶穌！

我們也當如是！我們當跪在上帝面前祈禱，讓上帝

的能力走向有需要的人身上。 好像這個父親為兒子代祈求；好像這個父親，

直接找耶穌！ 

 

 

 
 

(每逢教會的聚會，例如研經班、同心團契等，聚會完畢，通常都備有輕膳
茶點，藉此聯誼。若然盧師母出席，他多捧來一盆桂花糕，款待出席的弟兄
姊妹。不要小覷這盆甜點，當中有部份材料是師母自香港親自帶過來的。眾
人嚐過之後皆讚不絕口，聚會因此生色不少。盧師特別母用口語形式，寫下
其製作辦法，娓娓道來，生動傳神，弟兄姊妹有幸承教啊！----編者) 

材料 :  熱水 500 ml, 凍水 450 ml, 魚膠粉 60 g, 糖 180 g, 桂花糖 2 湯匙, 杞子 15 g (可

隨個人喜好加減。) 

做法 : 

1. 先把杞子加熱水浸軟備用； 

2-4. 魚膠粉+糖拌勻, 加熱水攪拌後, 再坐於熱水中攪拌

至魚膠粉完全溶解 

5- 6. 加入桂花糖, 杞子； 

7. 最後加入凍水攪勻, 倒入模中, 冷凍後放入雪櫃雪至

凝固。 

小小心得 

． 桂花糕放入雪櫃後, 約二十分鐘左右拎出嚟攪拌一下, 目的令沉下的桂花可

以平均分佈 (一定要半凝固狀態下攪拌）； 

． 模用冰水"浪"過後比較易起模； 

． 魚膠粉坐於熱水中, 比較易溶。 

 (其實我試過就咁用超市一盒魚膠粉(大約 50~55g 左右)整都 OK 架, 唔駛磅足

60 g 都得架, 拎出嚟攪拌時間就要 30 分鐘左右啦. 因為魚膠粉少咗, 凝固時間

相對要長番少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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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2014 餵奶和餵飯的孩子 

今天福音經課（馬太五章 21-37）講到四條訓誡：不動怒，不動淫念，不可

休妻，不可起誓。這是源自登山寳訓之後的訓誡。當初摩西帶領眾人要進

人應許之地--迦南，眾人由遊牧生活進階為耕種生活，摩西也曾提醒以色

列民。 

今天的福音相較於當日的訓誡，顯然要求更高！ 

不動怒/不可殺人：怒氣都不可生，更何況殺人呢！                                                                                     

不可動淫念/不可奸淫：念頭都不可起，更何況去犯罪

呢！                                                                        

不可休妻/以前有理由的話可休妻。                                                                                                                     

不可起誓/不可背誓：以前可起誓，不可背誓，現在連誓都不可起。 

據統計，美國現今的離婚率達到一半，理由竟可以是：彼此無話講，財產

不均，虐待，發現對方没有吸引力等。又看大家開車的態度：看到黃燈將

轉紅燈，大都會猛加油門沖過去，但如果知道有照相抓人，便會放慢車速，

等下一個綠燈。我們守規矩，是怕被罰，不是發自内心的遵守。 

當日法利賽人的訓誡已難遵守，更何況福音中的訓誡！今天書信經課，哥

林多前書三章 1-9  教導我們，我們當依靠上帝，才能做到！才能由“餵

奶”進步到“餵飯”，才能成長！ 

每次崇拜，奉獻之前是平安禮！就是奉獻之前，要與弟兄和好，奉獻才蒙

悅納！還有我們的聖餐！我們先獻餅酒，那是代表我們的生活所需，才獻

金錢，那是代表我們的勞動所得！餅酒經祝聖，再分給我們，那表示上帝

與我們同在！鼓勵我們，賜我們力量，去活出信仰來！ 

最後我們一起念今天的祝文： 

上帝啊！凡依靠主的，主就都賜他們力量：

求主施憐憫，應允我們的禱告；又因我們本

性軟弱，離開主就一事無成；所以求主施

恩，幫助我們遵守主的誡命，使我們的意念

和行爲，都能蒙主喜悅；這都是靠著我們的

主耶穌基督。聖子和聖父，聖靈，一同永生，一同掌權，唯一上帝，永無

窮盡。阿門。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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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2014   我的上帝啊！我該做什麽？ 

有一張古畫，裏面敍述亞力山大大帝求教於智者的故事。智者只有一件衣

服，白天用以蔽體，夜晚是避寒的被子。他以廢棄的木桶為家，大帝謙卑

的躬身求教，坐在木桶口的智者，只是說：“請走開些，你遮擋了我的

光”。 

耶穌時代的猶太人，自稱是上帝的選民，卻得生活在異教徒的統治下！當

時的人，大概可分成三類： 

 革命派-- 即奮銳黨人，誓死反對當權者到底。 

 保命派-- 即法利賽人，嚴格遵守教規，内心鄙視異教，想要保住猶太人     

的文化。 

 投降派-- 即撒都該人，完全妥協。 

耶穌對這三種人都作了反對的聲音！ 

對革命派，馬太福音五章 44 節“只是我告訴你們，要愛你

們的仇敵，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 

對保命派，馬太福音五章 20 節“我告訴你們，你們的義，

若不勝於文士和法利賽人的義，斷不能進天國。”而第三派的則已絕了種。 

那麽上帝要我們作甚麽？才為他所悅納！ 

今天的福音經課，馬太 5：13-20，是大家熟悉的，就是教導我們作鹽，作

光！ 

作鹽，作光的意義是甚麽？我們對於鹽、光，常感知其作用，少察覺其實

體！ 

我們宴客端出一盤菜，加了鹽，顯出它的好滋味，我們卻不會只端出一盤

鹽來請客！我們因爲光而看見東西，卻不會去看“光”，那太刺眼了！ 

我們作鹽，作光，叫人活出基督的精神，但我們不是上帝！ 

所以我們當學保羅的榜樣，今天哥林多前書 3：1-12“...叫你

們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上帝的大能。” 

我們也當以法立賽人作警戒，不能讓別人的生命完全，則禁

食啦、求告啦、不能蒙上帝的悅納。今天的以賽亞書 58：1-9

“耶和華的榮光必作你的後盾，那時你求告，耶和華必應允；

你呼求，他必說：我在這裡。” 

英國國王威廉三世為加稅而設“窗戶稅”。人們為避免多交稅，將自家窗戶

填堵封閉，寧願生活在黑暗中。上帝啊！我該不作甚麽？我不作現代的法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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賽人！ 不會因爲教會的弟兄姐妹，大家的個性不同，為避免事非，為免麻

煩，為息事寧人，就不參與團契的生活。我們要作鹽，將生命調味！我們要

作光，將黑暗驅除！ 

我們也要努力使別人的生活更完全，使人更認真追求信

仰，更能彼此原諒。彼此復合！這復合包括：人與自己親人

的復合，人與他人的復合，人與神的復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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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014   耶穌被獻日 

二月二日，離聖誕剛好四十天，是紀念耶穌被獻的日子。今天福音

經課（路加福音 2：22-40）就是講這個故事。牧師特別指出，在這

個重要的場合，把耶穌介紹給世人，為甚麽在場的多是年老

的人，例如：西面、女先知亞拿...？原來救恩是 人人可以感

覺和經歷得到，不論是時日無多的老人，或者失意、不成功的

人。 

要經歷這個救恩，有三方面須注意： 

 謹守聖言。西面又公義又虔誠，他早已知道豐盛的生活，永恒的生命是

來自天上。他受聖靈的感動，進入聖殿，得以親手

懷抱小耶穌，親身體驗“主到功成”的喜悅！又如

偉大的小提琴家，雖然小提琴在演奏中途斷了一條

絃，仍能完美的演奏完畢。他說：樂器雖然不完美，

但音樂家當盡本分去完成演奏。就像我們，即使愛

心，信心不完整，仍當謹守聖言去生活。 

 洞察萬象。古代的政治偉人孔明，最擅於觀察天文地理的變化，藉以制

定有利的政策。今天的舊約經課（瑪拉基書 3：1-4）“你們所尋求

的主必忽然進入他的殿”。救恩的到來，沒有預測，靜靜來，可能

瞬閒就消失；没有洞察能力，救恩可能擦肩而過。聖經上也告訴我

們很多大自然的奇妙，四季有時，萬物有序。當我們遇見困難，不

如意時，我們知道不會永遠悲哀，永遠失意，在艱難奮鬥中，都可

以開花結果，正如那石縫裏的野花！ 

 身體力行。西面信心很大，也謹守聖言，但他也起而行，到

聖殿裏去，才得以見耶穌。我們應該看重每次的領聖餐，

有如詩篇 122：“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的殿去，我就

歡喜。”視每星期日到聖殿參與崇拜是一件樂事，不是責

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詩篇 133：“看哪，弟兄和睦同居，是何

等的善，何等的美！”我們更應當擔起為耶穌做“和平使者”的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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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稿     

每次投稿，我會。一、盡量用簡潔易明的字句；二、選擇適當的字句，將

心意寫得明白貼切；三、反反覆覆思考，那些地方須要增加或

減少；四、長話短說。 

因此每次的寫作都用上一星期以上。這段時間裡面，腦海

裡回憶著過去，感受著現在，推想著未來；一時自己和自己

交談，一時向上帝禱告。對身邊事物多加留意，苦的地方有

回甘的感覺，快樂的地方就感謝上帝。和別人交談時，不可

能說得完整，寫出來像吐出一口大氣，身心舒暢。 

 

更正 

  慰安婦是日語，神風突擊隊和皇軍是日產。中文

應更正為被欺凌的女戰俘。末路年青自殺式飛行隊

和日本軍國主義軍隊，日文也應作以上更正。多年

來不少日本電影在美化日本軍國主義的有情有義

和歪曲日本也是受害者。受辱的感覺令人難受，寧人負我，我不負人，不讓

歷史重演，我們最好要有愛心；你愛某些人的時候，時時刻刻會希望能為你

愛的人做些有益的事，家和萬事興。 

 

誤解 

  以弗所書：得救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而是上帝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這經文告訴一些誤解自

我審判的人不要氣餒，靜待上帝派成績表，卻也不能誤解什

麼行為也不作，似石頭似木頭的話，得到注意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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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faithfuls are urged to ask: How can I get on track with my devotions,  

I want to be a better Christian? One of the answers is: to meditate and pray with 

prayer beads. 

     Prayer beads? Just like those beads used by the Buddhist monks?  Of 

course not. 

     It has been a tradition over a thousand years for Christians to use prayer 

beads for their devotion. In the Early Church, the dessert fathers praised God 

daily with Psalms, from the first Psalm to the last, i.e. one hundred and fifty 

psalms. For those monks who cannot read, they said the Lord’s Prayer one 

hundred and fifty times instead. As a way to “measure” their devotion, some of 

them began to use knots on a rope. Other monks employ different methods. For 

example, St. Paul the Hermit (AD 230-342) would gather three hundred stones 

every morning, when he finished a prayer or a passage, he threw one stone away 

until all stones are thrown away. Then, his daily devotions is completed. It is 

under this background the prayer beads are evolved. If you have ever been to 

London visiting our St Paul’s Cathedral, you may come across a short street 

nearby the north side of the Cathedral- about 40 yards. The street is named 

Paternoster Row (pater noster are Latin words meaning “Our Father”, the first 

two words of the Lord’s Prayer, a prayer which was said by the faithfuls with 

prayer beads). In the past, there were many shops selling prayer beads around 

this place, so this street is named Paternoster Row.  

     The prayer beads developed into various forms in the history. For example, 

the prayer beads of Roman Catholic has 54+5 beads, and they say Rosary 

prayers with the beads. The Rosary prayers include the Apostles’ Creed, the 

Lord's Prayer, Hail Mary, and Doxology. The faithfuls of the Orthodox Church 

use Chotki (a rope made of wool with knots on it) or prayer beads to pray. There 

may be 33, or 50, or 100 beads or knots on the rope. With the beads they 

repeatedly say the Jesus Prayer: “Lord Jesus Christ, Son of God, have mercy on 

me, a sinner.” 

     They repeat the same prayers over and over again so that the heart of the 

prayer may infiltrate from consciousness into unconsciousness, and become “a 

sword of the Spirit”, a part of one’s inner life. In the mid 1980s. The Anglican 

prayer beads was conceived by a priest, the Reverend Lynn Bauman, of the 

Episcopal Church in America, with his contemplative prayer group. It consists of 

33 beads (symbolizing the 33 years of Christ’s life on earth) and arranged in four 

groups. The Anglican Rosary incorporates several elements from both the 

Orthodox Chotki and the Catholic Rosary.   

     Some may aware of our Lord’s comment about prayers in Matthew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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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t “when you are praying, do not use meaningless repetition as the Gentiles do, 

for they suppose that they will be heard for their many words.” It is, of course, 

futile to repeat prayers meaninglessly. However, if we pray consistently and 

faithfully, we can use repeated prayers without any worry. For our Lord has 

commanded us in Matthew 6:9-15: “Pray, then, in this way: Our Father who is in 

heaven…” So, we are supposed to us the Lord’s Prayer repeatedly. In fact, for 

Christians, prayer should be like breathing. You do not have to think to breathe 

but it is more difficult to hold your breath than it is to breathe. Similarly, when 

we are born into the family of God, we enter into a spiritual atmosphere where 

the grace of the Holy Spirit exerts pressure, or influence, on our lives. Prayer is 

the normal response to that pressure. As believers, we have all entered into the 

divine atmosphere to breathe the air of prayer. So, St Paul asks us in I 

Thessalonians 5:17 to “pray without ceasing.” Thus, we shall “be anxious for 

nothing, but in everything by prayer and supplication with thanksgiving let your 

requests be made known to God.” (Philippians 4:6)  

      Moreover, St Paul invites us to “… pray at all times in the Spirit, and 

with this in view, be on the alert with all perseverance and petition for all the 

saints,” (Ephesians 6:18). If we live prayerfully, we can experience the peace of 

mind, we can witness God’s providence every day; when we internalize each 

word of our prayers, our heart will be enlightened. And prayer beads is a great 

help for us to achieve this. 

     When we are deficient in praying, we have only to rely on ourselves. 

When we pray without ceasing, we can rely on the grace of God. One may asks: 

when shall we start to learn using prayer beads? The answer is: right now, in this 

Season of Lent. More than thirty prayer beads are now available to buy in St 

Gabriel’s, which are all made by hand by members of our congregation. Auntie 

Valerie will also share her devotional experiences and show us how to use the 

prayer beads in the coming Harmony gathering. Come, and join us in learning 

how to live prayerfully.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