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從菲律賓總統馬可斯 (Marcos) 被國人趕出國門而逃亡夏威夷後，國內一時無主，情勢什為混亂。國內華人為著安全及未來的走向，便開始計劃進行移民別處。馬尼拉 (菲京) 粵語聖彼得堂的教友亦有不少相繼移民，主要的目的地為美國、加拿大及澳洲，其次是歐洲及中東等國家。事隔二十年後，定居於洛杉磯 (L.A.)的教友有鑒於苦於無法與分散於世界各地的親愛教友相聚，便於一九九四年發起教友大團圓 (Reunion)，得到此地教友的共鳴，經數月的奔波籌備，終於在同年七月三日在 L.A 舉行第一次大團圓，為期兩天。第一日，星期六，在碧清教友府上，以菲式晚餐招待眾人；飯後各人盡情敘舊，直至夜深，流連忘返。第二天下午借用羅省蒙市聖公會聖加百利堂舉行主日崇拜，男女教友及其家屬一共八十七人參與；禮拜後，在堂前全體拍照留念，直至下午六時，在依依不捨下，擁抱道別，結束這個溫馨而感人的團圓。     大團圓頭兩屆每三年舉行一次，後改為每兩年一次。由一九九四年至二零一四年，分別在 L.A. 舉行三次，三藩市三次，溫哥華一次，西雅圖一次，馬尼拉一次，澳洲悉尼 (Sydney) 一次，一共十次。     在 L.A. 蒙市 (Monterey Park) 三次都是在聖加百利堂舉行，最近一次是今年三月九日。這天剛好是大齋第一主日，兩堂教友聯合崇拜，並且兩堂詩班一起獻唱“榮耀歸於真神”。感謝主，讓我們一眾聖公會教友能跨越不同年代，不同地域，四海同心，用同一禮文，守同一節期，敬拜同一上帝。 馬尼拉聖公會聖彼得堂有八十二年歷史，是當地唯一以廣東話傳福音的粵僑禮拜堂；它外表看來，平凡無奇，也不具甚麼壯麗景觀，但堂內莊嚴肅穆，虔誠的教友每主日相聚於此，共沐主恩。......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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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齋期現進入第五週，尚有兩星期就是救主復活日了。現在聖加百利堂的四周已彌漫著一股冬去春來、春暖花開、花香鳥語、生機勃勃的氣息。聖週在即，喜樂的復活日不遠了。 
  大家都知道，英國旅遊中有一種價廉物美，賓至如歸的民宿服務，名為
B&B。這些民宿為過客提供住宿並早餐，通常由一個小家庭經營，很多人更是用自己家中空出來的房間來經營，幫補家計。在英國康沃爾 Cornwall有一所民宿，是由布褖夫婦所經營，彼得布褖現年 73歲，希素布褖現年
68 歲，他們都是基督徒。2008 年 9 月，一對同性戀“夫婦”史蒂芬 Steven和馬田Martyn 前來訂房過宿，被布褖夫婦以宗教理由拒絕了。這對同性戀
“夫婦”就把布褖夫婦告上法庭，控訴房東歧視他們的性取向。布褖夫婦敗訴，要賠償 3600英鎊(約 5,000 美元)給史蒂芬和馬田。布褖夫婦不服，上訴至最高法院，去年 11 月 27 日再敗訴，維持原判。 
  年紀老邁的布褖夫婦聞判後非常失望，他們再三聲明，對史蒂芬和馬田這對同性戀人沒有任何惡意，他們只是堅持對婚姻的真誠信念，他們只希望法律能夠給他們一條活路。這次敗訴實是對布褖夫婦一個沉重的打擊。他們已沒有能力把民宿再經營下去，因為惹了這場官非之後，他們受到不少惡意的騷擾，不但如此，旅遊局又不肯把他們的民宿列入正規的民宿名單內，因為他們違反了平等條例。由於生意不前，他們想將生意轉讓，但又沒有多少人願意接手。 
  法庭的判詞有這樣幾句堂堂皇皇的話：“性取向事關一個人的自我認同，故極為重要，而這認同需要透過其志同道合者的肉體關係，方能滿足…同性戀者可以跟任何其人一樣，享受同樣的自由…” 
  另一方面，同性戀團體為最高法院的判決歡呼，稱揚他們的權利得到捍衛，並勸戒基督徒：“要好好的為全球受貧困和疾病打擊的人做些好事，而這才是他們真正要努力以赴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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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案中，誰是背十架的人呢？ 
  原告在神聖的、公義的、莊嚴的法律面前得了勝訴，又得他們所屬的團體吶喊助威，他們顯然不是十字架下的犧牲者。 
  老邁的布褖夫婦顯然是十字架下的犧牲者，因為他們沒有像許多坊間同業一樣，息事寧人，出租房間給同性戀人去滿足他們的自我認同。布褖夫婦不是與那些同性戀的朋友結仇，他們只是老老實實相信婚姻關係是一男一女的，是自自然然的，是可以生兒育女的，這才是上帝所建立的，所喜悅的。至於那些一男一男、一女一女的關係應怎樣定義，他們實在不知道，他們只肯定這不是上帝所設定的婚姻關係而矣。 
  主耶穌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捨己，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我。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馬太福音16:24-25) 這話不只是對初期教會的信眾說的，也是向我們每一位信徒說的，是跨時代的真話。只有背起十字架的人，才能更把握復活的意義。 
  當下在西方社會，同性戀的權益差不多已到達神聖不可觸犯的地步。前幾天，即 3月29 日，英國已成為全球第 15 個承認同性戀婚姻合法化的國家，有些人為此歡呼，有些人為此痛心。但有誰知道，到主耶穌回來時會否嘉許這對老夫婦說：“信念事關一個信徒的自我認同，故極為重要，而這認同需要透過其知行合一方能滿足…信徒可以跟任何其人一樣，享受同樣的謀生自由…” 
  復活早晨的喜樂是主耶穌經過客西馬尼園的落寞傷痛而熬過來的。我們當然應該學習在基督的愛中，與那些同性戀朋友真誠相處。但假如你在英國有一所民宿，你願意出租房間給同性戀人去滿足他們的自我認同嗎？或是好像那對老夫婦一樣，因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而落得如此下場呢？人間正道是滄桑；有時，逾越節的苦路是信眾要走經的一站。預祝大家復活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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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UNG, Peter 梁金培 4 月 3 日  KANG, Xinchen康鑫辰  4 月 15 日 

ZHAO, Wei Fan 趙蔚藩 4 月 5 日  CHAN, Chris 陳恆澤 4 月 20 日 

LI, Renee 4 月 6 日  WAI, Timothy 韋啟鑾 4 月 23 日 

KWAN, Lynn 關麥小玲 4 月 7 日  CHU, Tony 朱家佑 4 月 26 日 

LO, Ambrose 盧智虔 4 月 9 日  WU, Wei-Jian吳維健 4 月 28 日 

WENG, Weixing 翁偉星 4 月 11 日  CHEN Tianying陳天應 4 月 29 日 

LIU Si Yi  劉思義 4 月 14 日  WONG, April 王家善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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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33////30303030/2014 /2014 /2014 /2014 屬靈的眼睛屬靈的眼睛屬靈的眼睛屬靈的眼睛    

在人生的旅途裏，我們會遇到災難、不幸，有時發生在親人身上，有

時發生在自己身上。像今天福音中（約翰 9：1-41）的

瞎子，我們也會像福音中的門徒問：“是誰犯了罪？

是這人呢？是他父母呢？”。耶穌回答說：“也不是

這人犯了罪，也不是他父母犯了罪，是要在他身上顯

出上帝的作爲來！” 上帝這麽殘忍，要人受苦來張顯他的榮光嗎？ 

瞎子由盲變成看得見，我們看來好像很簡單，由“看不見”到“看得 

見”，很容易明白嗎！其實不然！瞎子可以看見了，但他所見的種種

都不是他明白的。有一本書敍述一個六十八歲的瞎子，在一次意外

中，被醫生發現他的眼睛原來可以醫治的，於是醫好他。但六十八年

來他靠的是觸覺、聼覺、感覺來辨認；比如他去商店買東西，付錢時，

掏出鈔票，雖然看到不同的面值，他卻不明白，必須閉起眼睛，才能

辨認鈔票的價值。這是在所謂的“視覺適應症”。 

瞎子看見了，他看見的與法利賽人不同！他看見屬靈的真相，法利賽

人卻看耶穌是罪人。 

怎樣才能打開屬靈的眼睛？原來是要經過訓練的！就像六十八歲的

老人由瞎眼變看得見，有“視覺適應症”，需要經過訓練，才能看見

事情的真相！ 

這個訓練又是怎麽樣的呢？從經課裏，我們學習到：1、

要做良善的事；2、要做誠實的事；3、要說真話。 瞎

子是一個卑微的人，在有權、有勢的人群裏，在惡劣的

環境下，他可以做見證。他是做良善的事，他同時也做

誠實的事，他為耶穌辯論，做公平正義的判斷；他更是

說真話，在眾人不能確定復明的他和原來乞丐瞎子是否

同一個人時，他說“是我”。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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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對美國一向以基督教立國的原意，心中沉痛！歐巴馬總統說“我們

不再是一個基督教的國家”，這裡容納了很多其他宗教。 由許多的

案件報導裏，我們更看到了大衆不曾打開屬靈的眼睛，來看世界，來

判斷事件。大家都是以世俗的眼睛來看世界。 

第一段經文撒母耳記上 16：1-13 中記述耶穌揀選大衛繼承掃羅，大

衛在世人眼裏是一個貌不驚人，牧羊的孩子，但在上帝的眼中卻可作

君王。 

為我們的信仰做對的事，做真的事，這責任不會是我吧？我這樣渺小

的人！ 但當我們效法瞎子，做良善的事、做誠實的事、說真話，我

們會明白“災難發生在我們周遭時，我們生活在上帝的大愛裏，我們

有能力面對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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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23232323/2014 /2014 /2014 /2014         活水活水活水活水    

今天福音經課（約翰 4：5-42）中的撒瑪利亞婦人

搞不清楚“食水”與“活水”的不同。現代人也

希望文明進步中有東西可以取代信仰。財富、科

技等皆不可能，應只有法治，比較有可能，為弱

者出頭，正義得以伸張！ 在完全的法治下，可以

不要上帝！ 

“Widows of Pierre” （皮埃爾的寡婦）小説講述兩個水手醉酒時殺了

他們的船長，而被逮捕。其中一人死亡，另一个被判死刑。當時的死

刑只有上斷頭台，當地沒有斷頭台，只有從遠方運一個來，所以需等

很長的時間。這個死囚被安排受一個上尉的監管，上尉的太太希望死

囚在有生之年得以悔改，給他機會在監獄外生活。監管的眾人發現死

囚的良善本性，於是發起運動為他脫罪，但沒有成功。死囚在等待的

漫長日子裏，也結婚生子了。斷頭台終于來到了，眾人拒絕搬斷頭台

下船，拒絕應徵做“劊子手”；上尉太太安排他乘船逃走，上尉也多

次違背命令，沒有對他執法。終於，政府另派新上尉來執行死刑，而

上尉也因違命被處死。因此島上有了兩位寡婦。如此看似公正的法

治，其實冰冷無情。所以我們認爲最好的法制，都有不足之處。 

就像撒瑪利亞打水的婦人，以爲井中的水已經是最好的了。我們也常

以爲美食、權勢、財富、事業、成就、裝扮是最重要的，對這些追求，

是“渴了就喝”，“喝了還渴”，如此循環，凡事都有厭煩，空虛之

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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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雖然識破撒瑪利亞婦人有五個丈夫不光彩

的事，但没有定她的罪，反而重建她的信心，而

婦人本來是逃避與他人的接觸（才在正午來打

水），因爲要傳誦耶穌的事情，反而主動與眾人

說話。 

當我們犯罪，未悔改時，上帝已經愛我們了，這就是“因信稱義”。

接受上帝的禮物“活水”，應該有行動回應的。 我們至少有兩方面

值得自豪：為上帝的榮耀自豪；為自己的苦難自豪。 

今天羅馬書 5：1-11：“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喜的，因爲知道

患難生忍耐，忍耐生老練，老練生盼望，盼望不至於羞恥......”。  

也許你有秘密，不能對父母講，不能對配偶講，不能對子女講，不能

對朋友講，但耶穌知道的清清楚楚，他知道你的醜惡，但他仍然接受

你，愛你！生命的豐盛不在短短的幾十年，我們要成爲真正有盼望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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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16161616/2014 /2014 /2014 /2014         重生重生重生重生    

今天福音經課（約翰 3：1-17）說到猶太人的官

來見耶穌，耶穌第一句話就對他說“重生”，

他並沒有問這個問題，為甚麽耶穌要這樣說

呢？ 

我們試看各宗派對“重生”的看法。有的看

“重生”是信仰生命裏很大的經歷，經驗一件事而痛心悱惻，因而悔

改，因而得“重生”。有的說“重生”是上帝揀選了你，你就得重生，

沒被揀選的即下地獄。我們聖公會是認爲，人獲上帝，聖靈的洗禮即

“重生”，洗禮之後犯了罪，就要悔改，求聖靈幫助，這樣我們重生

的朝聖生命就可以長進。希臘文的“重生”是“再次”，“從上頭而

生”。  

這個猶太人的官名叫尼哥底母，他有錢、有權勢、有地位，但他來見

耶穌卻是夜裏偷偷的來見。他信耶穌，但抛不開原有的一切屬世的好

處，只能偷偷的信。再看今天的舊約（創世紀 12：1-4a），阿伯蘭被

呼召時已經七上多歲，耶穌要他離開本地（他生長幾十年的地方）、

本族（他熟悉的人群）、父家（有龐大產業的家庭）， 離開所有的舒

服、好處，而去一個不知的地方。 

我們如何“重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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嬰兒在母胎黑壓壓的環境中，營養由母親自然供給，安全舒適，就好

像尼哥底母和阿伯蘭的優厚舒適的環境。但懷胎十個月，嬰孩終究要

誕生出母胎啊！要離開舒適的母體啊！嬰孩的出生，不須任何努力，

只須順著母親自然的節奏即可。同樣，上帝要阿伯蘭離開他舒適的環

境，他也是順著上帝的意思，聽話的照著

去做而已。 

我們重生不需有爲罪而痛哭流淚的經歷，

洗禮後我們的軟弱，又犯罪，但只要悔改，

聖靈會來幫助。羅馬書 8：26，“我們的軟

弱有聖靈幫助，我們本不曉得當怎樣禱

告，只是聖靈親自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們禱告。” 

上帝愛我們，“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都得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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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33////02020202/2014 /2014 /2014 /2014         變了形象變了形象變了形象變了形象    

今天的福音經課（馬太 17：1-9）講到耶穌在他的

門徒面前“變了形象，臉面明亮如日頭”。出埃及

記 33：20 也記載耶穌對摩西說：“你不能看見我

的面，因爲人見我的面不能存活”。而 34：29 更

是提到摩西見了耶穌後，就面皮發光，需用帕子幪

住臉。 

原來耶穌道成肉身，遮掩了自己的榮光，好與眾人

一起生活，卻也叫那不認識他的人不致給害死。柏

拉圖的理想國裏，記述一群人被囚禁在黑暗的山洞，只有一邊有少許

的陽光照射。有一天一個囚犯偷跑了出去，在日光下看見了許多以前

不知道的真相，囘到洞裏，告訴其他的人，說：“平常我們見的只是

影子，其實另有真相的。”但大家都不相信他，當他是瘋，是傻！ 

“明亮如日頭”，我們的眼睛怎可能直視日頭呢？對主耶穌，我們

是不是也像那群被囚的人，無法分辨“影子與真相”。人接受真理的

能力不足，真理的能力太強。我們如何去練達到與主同在的能力？ 

我們仔細看今天的經文，它有提示，我們不看細節，會吃虧的！ 

門徒說話之間，忽然有雲彩遮蓋他們，並且有聲音從雲彩出來，說：

“這是我的愛子，我所喜悅的，你們要聼他！”門徒聼見，就伏在地

上，極其害怕。 原來怕耶穌是很重要的。耶穌平時和大家一樣生活，

大家只感親切，忘記他是無比榮耀的主。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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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應當怕違逆上帝的意，怕不聼上帝的話，怕他最後的審判！ 

另外福音一開始“過了六天”，這六的數字在聖經上常常提到。主創

造一切是六天，第七天休息；摩西上山，也是等了六天，才見主。十

戒的第四戒就是守安息日。所謂的“分別為

聖”，我們生命中每星期的這一天是屬於主的

時間，我們沒有任何理由佔用去做其他事。 

在大齋期間，我們應該深切反省，甚麽樣的軟

弱，讓我們不能守安息日？不能守十戒？ 不能

與榮耀的主一起？ 

鳴鳴鳴鳴   謝謝謝謝 

程定洪弟兄於二月末 自 Sacramental 寄送本堂支票  
US $100 作為支持《佳音月刊》事工的捐獻。 
謹此致謝！ 
 

《佳音月刊》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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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排骨（五） 
五香排骨五香排骨五香排骨五香排骨 材料：[四人份]  豬排骨 1磅、乾黑木耳 1盎司、紅蘿蔔 2盎司、薑片 5片、去衣乾蒜 5瓣、去衣乾紅蔥頭 2 顆、紹酒、胡椒粉、陳皮一小片、五香粉四分之一茶匙、蠔油、生抽、草菇老抽、糖、鹽、雞精、生粉、食油、麻油。 製法：（1）將排骨順骨縫切開，斬成 1.5英寸段；用水將乾黑木耳浸發，切成小塊；紅蘿蔔去皮切成小塊，陳皮用水浸發。（2）燒滾水，分別將排骨、黑木耳焯水，撈起，用自來水洗淨排骨後瀝去水分待用，黑木耳用涼水浸泡待用。（3）燒紅鑊，落油，放入薑片、蒜粒、紅蔥頭爆香。將排骨放入鑊裡炒至稍見黃香，贊紹酒；拍入胡椒粉，放入五香粉和陳皮，放入蠔油和生抽各四分之一茶匙，糖少許；炒勻，放入紅蘿蔔，加水，放麻油幾滴，蓋上鑊蓋；猛火燒滾轉中火煮十五分鐘，放入黑木耳。猛火煮至鑊裡的水分成汁，用草菇老抽調色、用鹽和雞精調味，用濕生粉勾茨，落包尾，炒勻即可上碟。 注：（1）附料可有多種選擇，不一定要用黑木耳和紅蘿蔔，還有好多材料可供選擇，例如：粟子、馬蹄、麵筋、花生仁、水發乾筍……。如果你要用花生，就要先將花生用水煮 30分鐘，然後和排骨一起煮。 （2）五香粉的用量有講究，喜歡味濃，用多些，喜歡幽香，就要用少點。 （3）如果你喜歡吃軟熟的排骨，就要煮時間長點。但要放水多些，防止燒糊了。其實，在煮排骨的過程中，當鑊裡的水太少時，要立刻加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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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the fifth week of the season of Lent, the Easter Sunday of our Lord is just two weeks 
away. The chilling winter has given way to the pleasant Spring time, birds are singing, 
flowers begin to blossom, the surroundings of St Gabriel’s is now embraced with a vibrant 
atmosphere. Holy Week is around the corner, joy of the Easter Sunday is not far. 
 

As we all know, UK travel offers a popular and 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called B&B (Bed 
and Breakfast). Guests will be offered a room to stay and a lovely home-made breakfast to 
start with the following day. These small business are usually operated on family basis. 
Most of them just vacate few rooms from their home to provide service, and to generate 
some income for their family. In Cornwall, England, there has been an old couple, Peter and 
Hazelmary Bull, running a B&B. Peter is now 73 and Hazelmary is 68, they are Christians. 
In September 2008 , Martyn Hall and Steven Preddy, a gay couple, made a reservation to 
stay in Peter’s B&B. According to the Bulls religious principle, the booking was denied. Then, 
the gay couple took the matter to the court, accusing the Bulls of their discrimination of 
sexual orientation. The Bulls lost the case and has to pay £3,600 (about $5,000) as 
damages to the gay couple. They appealed, but the Supreme Court unanimously dismissed 
the Bulls appeal on November 27 last year. 
 

The Bulls were deeply disappointed and saddened by the outcome. They insist bearing no 
ill will to Steven and Martyn. Their policy is based on their sincere beliefs about marriage. 
They hope the law could introduce a bit more balance when dealing with competing rights 
of sexual orientation and religious liberty, allowing different beliefs to coexist in the society. 
This lost case is also a heavy blow to them. Since the case, the Bulls had been receiving 
abusive and menacing phone calls. Worst still, their B&B was no longer listed by “Visit 
England” since the Equalities Act was brought in. Their business is so gloomy that they 
started to sell their business in market, but few people are interested to take over.  
 

In the judgment it is categorically stated that: “Sexual orientation is a core component of a 
person's identity which requires fulfilment through relationships with others of the same 
orientation… Homosexuals can enjoy the same freedom and the same relationships as 
any others.” On the other hand, a Gay rights group praised the Supreme Court for 
defending the rights of gay customers, and argued that “a far more Christian thing to do 
would be to fight the evils of poverty and disease worldwide.” 
 

As for this case, who is bearing the cross? 
 

The plaintiff has won the case under the hallowed, righteous, and stately law. They also 
receive cheers from their supporting group, they are apparently not the one who bear the 
cross. 
 

The aged couple is obviously sacrificed under the Cross because they do not follow 
others in the industry. They did not offer their rooms to gay couples to fulfill the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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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identity as others do to avoid trouble. The Bulls just simply believe that a marriage is 
between a man and a woman, is a natural relationship, is a relationship that procreate 
child, and is a relationship designed and approved by God. As for how to defi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 man and a man, or that between a woman and a woman, they just 
don’t have a clue. But they are certain that it is not a marriage designed by God. 
 

Jesus said: “If any want to become my followers, let them deny themselves and take up 
their cross and follow me. For those who want to save their life will lose it, and those who 
lose their life for my sake will find it. (Matthew 16:24-25) These words are not just for the 
Early Church, it is also for every one of us Christians. One can only have a better grasp 
of meaning of resurrection when one has the experience of bearing a cross. 
 

Nowadays in Western world, the rights of the homosexuals is almost too sacred to 
challenge. Few days ago, on March 29, Britain has become the world’s 15th country 
legalizing gay marriage. Some people cherish for the change, and some people are 
distressed. But, who knows, perhaps our Lord Jesus will praise the aged couple when he 
returns: “Faith is a core component of a believer’s self-identification which requires 
fulfilment through deeds and words… Christians can enjoy the same freedom and the 
same relationships as any others.” 
 

The joy of the Easter morning of our Lord Jesus comes through His agony and fears in 
the Garden of Gethsemane. We should, of course, learn to live with our homosexual 
neighours in the love of Christ. But, if you own a B&B in the UK, are you willing to offer 
your rooms to gay couples for them to fulfill their self-identity? Or, are you willing to follow 
the example of the aged couple, “to find out what is pleasing to the Lord” and ends up as 
the Bulls? At times, the life of a pilgrim could be distressful. Sometimes, we have to go 
through the suffering of Pascal mystery to discover the meaning of resurrection. Wishing 
you all a blessed and joyful Easter to come. 
 

  

     ( ……上接    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    ) 二次大戰後，在沈漢新牧師牧養下，堂務蒸蒸日上；每主日的崇拜，教堂內座無虛席，擠滿信徒，經常出席的就有百位之多，如遇到特別節日，如復活節、聖誕節等，更不必說了。那時，聖彼得堂之興旺，可想而知。曾幾何時，在今日 Reunion 進行中，見到不少弟兄姊妹，大部份已步入晚年，同時得知好些比我輩年長的，經已離開我們，怎不教人觸景情傷？！祈求上主保祐我們，體健安康，兩年後在某一地區，再次重聚。阿們。 (PS (PS (PS (PS 發稿後得知發稿後得知發稿後得知發稿後得知，，，，下屆大團圓於下屆大團圓於下屆大團圓於下屆大團圓於 2016201620162016 年在三藩市舉行年在三藩市舉行年在三藩市舉行年在三藩市舉行。。。。))))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