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世上一切的事物，不論大小，總會有一天會消滅於無形，
同樣我們所住的世界也是這樣。既然這世界是上帝所創造
的，自然祂有權把它收回，或有一天，我們人類發動世界第
三、四次核子生化大戰，互相殘殺，把它毀滅也有可能。我
們常聽到預言家預告這世界在某年某月某日是世界的末日，
意思是指耶穌基督的再臨，因上帝看到人類在地上充滿罪
惡，敗壞到極點，祂要將人與地一併毀滅。末日的情景大約
是這樣：“...地大震動．日頭變黑像毛布、滿月變紅像血．天
上的星辰墜落於地、如同無花果樹被大風搖動、落下未熟的
果子一樣。天就挪移、好像書卷被捲起來．山嶺海島都被挪
移離開本位。” (啟 6:12-14) 
    主耶穌的再臨是關乎現今人類存亡，因此世人都著眼祂
的再臨，就是祂的門徒也不例外。記得有一天，當基督坐在
橄欖山上，門徒暗地上前問祂，可否讓他們知道祂何日再臨？
祂鄭重的對門徒說：那日子，那時辰，沒有人知道，連天上
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惟獨父知道。(太 24:36) 既然
連祂自己也不知道，只好要他們儆醒及隨時準備。祂又以 十
童女的比喻 勸戒他們，不要像那個愚拙的童女，因沒有預備
足夠點燈的油而使燈滅了，當他們買油回來時，已經太遲了。 
    主再臨的另一使命是施行審判，審判的意思就是報應，
我們常聽見人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就是審判。將來
審判世人的必然是基督，因祂曾在世上做過人，祂明白人性
的軟弱與固執。從祂在世上的啟示，我們多少知道怎樣準備
面對審判。 
    聖經告訴我們審判的過程不會是很繁複的。人子同著眾
天使降臨，祂坐在祂榮耀的寶座上，萬民 (不論男女老幼，生
人，死人，那時也要復活) 都站在祂面前，分成兩大類： 
得救的和失喪的。生命冊裡面記錄各人的在世上時所作 
的行為，主耶穌是公義嚴明的，祂以此作根據判斷人們 
的靈命是永生抑或是永死。永生的送去天堂永久國度， 
而永死的就落到陰間或進入火湖，永不超生。 
    世界第一次遭毀滅是洪水，第二次也許是硫磺與 
火。路加福音告訴我們：“人子在他降臨的日子，好像 
閃電,,,,,,就有火與硫磺從天上降下來，把他們全都滅了。”  
(路 17:24-29) 惟一能逃避這個災難，就是投靠祂的愛子 
耶穌基督，接受祂的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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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一星期世界杯就在南美巴西開鑼了，這是我懂事以來世界杯主辦國
離我最近的一次。我是巴西擁躉，理應興奮萬分，可是我突然發現自己
一向對世界杯的著迷已熱情不再！我歡喜踢足球，自我少年時代開始，
每四年一度的世界杯是一件重要不過的事。賽事前的幾個月，我和我的
朋友都會蒐集各隊伍的有關資料，並熱烈討論，預測比賽結果，儼如人
人是球評家論。賽事開始後，因為時差，我們往往需要在半夜爬起來觀
看現場直播，第二天作賽後檢討，各自為自己所擁護的國家隊激辯，口
沫橫飛。那個時代，我們都夢想有朝一日可以親臨現場觀看比賽，那幾
乎變成了我們的人生目標了。不過，我現在對世界杯已不那麼在乎了。
我還會看看一些比賽，但不會那麼投入了，因為我已熱情不再，無法跟
以前一樣享受比賽。我的足球熱情呀，為什麼離開我！ 
 
熱情是好的，當你看到飯店部長或服務員懷著熱情的招呼你就餐，你當
然會感覺良好，食慾大增。當你看到剛剛走出大學校門的青年，懷著熱
情到鄉村學校當老師，你當然會感覺教學的神聖。當你看到那些離鄉背
井的醫護人員，放棄了舒適的家，懷著熱情來到貧困的發展中地區治病
救人，你豈能不認識犧牲和愛是如何的高貴。當你看到會眾懷著熱情來
崇敬拜時，你會聽到敬虔優美的歌聲和禱告，感動非常。當你看到信徒
懷著熱情的在教會侍奉，你會看到施與不計代價，奮鬥不顧創傷，勞苦
不求休息，工作不望酬報是什麼一回事。熱情不只是一種很良好的感覺，
它讓你找到生命的目標和動力。熱情哦，你多麼漂亮！ 
 
熱情雖好，但有時會令人盲目。十天前，即五月廿八日晚上，六名「全
能神」教組織的「護法隊」隊員在山東招遠麥當勞餐廳，向就餐的人強
行索取他們的電話號碼。一名年輕的母親不肯，就遭他們毆打致重傷，
後搶救無效死亡。這些隊員後來被逮捕了，這六名疑犯本應是幸福的一
家人，有丈夫，有妻子，有女兒，還有一年僅十二歲的小兒子。但卻因
為信奉「全能神」教，大人無業，孩子輟學，因為看著被害人不順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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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她是「惡魔、邪靈」，就痛下殺手，把一個素不相識的女子給活活
打死。更令人發指的是，當記者在看守所裡採訪疑犯張立冬時，他仍不
知悔改，辯稱因為相信神，就不害怕法律。當被問及此時此刻的心情時，
他更坦言：「感覺很好」。他們誤入邪教也就算了，如果他們不熱心，
害的只是他們自己；可是他們太熱心，害的就是一位無辜的媽媽。唉，
熱情的消失也不一定是壞事呀！。」 
 
我們信徒如果可以懷著熱情來崇拜和侍奉，那當然是至好不過。但有些
時候，我們的熱情的確消散了，提不起勁來崇拜，於是隨便找個藉口，
就脫離崇拜生活，那就不對。我們得追念當年主耶穌設立了最後晚餐後，
那時猶大已在出賣主的途中，主耶穌的大難快要臨頭了。主耶穌當晚的
心情是「極其傷痛，禱告更加懇切，汗珠如大血點滴在地上。」(路加福
音 22:44)。很明顯，當時主耶穌應是沒有熱情來唱詩崇拜的。但馬太福音
26 章 30 節告訴我們：「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因為主耶
穌對上帝的愛慕，不只是倚靠熱情，還有理智、意志和毅力；因為「你
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你的上帝。」(馬可福音 12:30)。所以，
主耶穌的歌聲不是單憑著他的熱情而唱出的，也是憑著他的意念、決心
與毅力而流露出來的。各位兄姊，愛天父不只在乎心情，更在乎意志與
毅力，當我們發覺信仰的熱情在消退時，不要就此冷淡而去，這反而是
聖靈要幫助我們，鍛鍊我們用意志與毅力去愛主的時候，只要我們堅持，
我們將可作更大的見證。「人心籌算自己的道路；惟耶和華指引他的腳
步。」(箴言 16:9)。共勉之。 

 

你的牧師 

盧君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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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Paul Cai-Zhong 張才忠 6 月 05 日  KWAN, Robert 關甘澍  6 月 16 日 

LI, Frances 6 月 09 日  LI, Yi 李怡 6 月 17 日 

TAN, Angela 譚穎茵 6 月 11 日  ZHANG, Meng 張萌  6 月 19 日 

WU Kam Wan  胡金勻 6 月 12 日  LI, Joseph 李福培 6 月 19 日 

CHANG, Wood 張申林 6 月 16 日  WU, Cai-Chu Deng 吳鄧彩珠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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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章 : 馬太福音第二十四、二十五章 

世界的末了和人子的再臨 
 

耶穌在山上，當時的門徒也和我們一樣，想知

道何時是世界的末了和人子何時再臨。耶穌告訴我

們要謹慎，免得受人迷惑。 

若然“世界末了”，我們是該歡喜還是害怕？ 

對信徒來說，我們應當時時警醒，做好準備，在審判時，在主面前無可指責。 

而人子的再臨，日月星辰都將無光（因爲人子是如此榮光照耀），他將

駕著天上的雲降臨，有使者用號筒大聲的宣召，是大家都可見到的，所以不

必聼從假先知的迷惑。 
 
十童女的比喻 
 

愚拙的童女其實也是有預備的，只是懶惰。

警醒是相信人子的再來，他們不知道新郎（即人

子）何時來，聰明的童女則不必知道新郎（即人  

子）何時來。 

油是代表靈性的生命，是與神的關係，是無

法借的。 
 

按才幹授責任 
 

這些比喻當以屬靈的角度來看。恩賜因人而異，應當盡心去經營。愛人

的才幹埋在地裏是不對的。神賜的恩典是越用越多。神賜的才幹也是越用越

多，而神獎勵有才幹的人是付與更大的責任。  
 
獎善與懲惡 
 

神獎勵人不以他的成就來論，而是以他“做最微小的事”在“最微小的

人”身上。神懲罰那些假冒為善的人。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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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篇章 : 馬太福音第二十六章  
猶大賣主 
 

猶大以三十塊錢將耶穌賣給祭司長，可以說將耶

穌“賤賣”了。魔鬼不一定要付很大的代價，就可以

買到“我們的靈命信仰”。猶大比起其他的門徒，也不是真正十惡不赦的大

壞蛋。但他自以爲是，認為這樣做會逼耶穌使“神力”來解決當時羅馬的暴

政；又也許是一時的貪念，就這麼“一念之差”，便犯下大罪。 

耶穌開始就知道猶大的“劣根”，還是收他為十二大門徒。所以耶穌愛

每個人，不管是好人，是壞人。跟隨耶穌傳道三年多，他有很多機會受教化，

在最後晚餐，耶穌明白的指點他，他依然不為所動。而在捉拿耶穌的前一刻，

他上前與耶穌親嘴，做為暗號。耶穌對他說“朋友”，眼神、口氣一定充滿

憐憫！ 等待我們“囘頭是岸”的主啊！是多麽寬容！ 
 
彼得三次不認主 
 

牧師提問，在五十七至七十五節裏，有一篇動

人的講道，是誰講的呢？大家猜了一陣，都找不到

答案。結果竟然是七十四節的 “立時雞就叫了”。

耶穌對門徒説：“今夜你們為我的緣故，都要跌

倒。”彼得卻很自信的說：“絕不會是我，我和你

同死都願意，那會不認你呢？”像他這樣自以爲信仰堅定，信心充足的人，

其實也很危險。耶穌多少教誨，道理，他都沒能聽進腦，現在雞叫了，令他

痛哭悔改。 

歌林多前書十章十二節“所以自己以爲站得穩的，須要謹慎，免得跌

倒。”耶利米書十七章九節“人心比萬物都詭詐，壞到極處，誰能識透

呢！”我們的心到底怎樣，自己都無把握，怎能依靠自己啊？ 

猶大事後也後悔，但他未能倚靠神，未在神面前悔改，只求自我了斷，

自殺上吊，所以他未得赦免。而彼得在神面前悔改，求主幫助，所以他可以

繼續為主做工，傳福音。 

雖然這都是神的安排，但藉著人的演繹，神向我

們說話，我們的罪性和軟弱，很容易成爲“罪的奴

隸”。我們得常常警醒，時時依靠神！ 
 
唱詩讚美 
 

牧師特別指出第三十節，耶穌在最後晚餐之
後，“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聖人
奧古斯丁說“唱詩是雙倍的祈禱”。 耶穌準備

受難，心情多麽痛苦，但他依然和大家唱詩，讚美神。由這一小節的
記載，可知聖經教育我們“人的本分，要“敬拜神，讚美神”。不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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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isy Man 

處境如何，心情如何，還要和大家一起敬拜神，讚美神！ 
 

  
 
 

04/27/2014 聽菲林牧師講道 "主復活第二主日" 小札記 

大家都知道我是牧師，我做過很多事，幫過很多
教會。我也是詩人，我也寫過一些舞臺劇。今天我以
這個四幕的舞臺劇來向大家說說「主復活第二主日」
發生的事。 

第一幕：根據馬太、馬可福音，猶大上吊自殺了。
馬可記載耶穌臨死最後說「主啊！主啊！為什麽離棄
我？」第二個星期天，耶穌、猶大在陰間醒來，他們
都是被上帝遺棄的。猶大出賣了耶穌，以為上帝會及

時推翻羅馬暴政，拯救人民脫離苦難，同時耶穌也不會受傷害。他最
後的罪在於他自殺而不能理解「原諒」的意義；即使是背叛，也可由
「復活」來達到「原諒」的。耶穌卻瞭解他必須繼續下去，才能展示
他生命的任務和目標。  

第二幕：我們回到空墳。(根據約翰福音) 耶穌
由陰間的黑暗移向復活的早晨邊緣，馬利亞在空墳
哭泣，猶大仍在黑暗中。馬利亞想打猶大，因為他
出賣了耶穌。耶穌站在他們中間。猶大背對著亮光，
想著自己的罪行實在不可原諒。馬利亞愛著耶穌，
想把他帶走、藏起來。耶穌試著告訴她，他有生命
的目標，必須繼續他的旅程。  

第三幕：耶穌走了，馬利亞仍然在空墳。多馬
來到，馬利亞告訴多馬，她看到耶穌，他復活了。多馬驚訝，但心存
懷疑。多馬也是眷愛馬利亞的，他安慰她。他要去看猶大的母親，因
為他們有約定，誰受難，另一個人必須看顧對方的母親。  

第四幕：回到我們今天的福音。耶穌向門徒顯現，多馬不在場。
多馬說了著名的話：「除非我親眼看見，觸摸耶穌，不然我不信他復
活。」多馬與其他門徒一起，耶穌向他們顯現。多馬終於信了，希望
戰勝了懷疑和恐懼。他和耶穌的關係將引領他的良知與真實世界結
合。戲劇結尾：照四福音所描寫的，多馬說：「耶穌是主，耶穌是神。」 

 約翰福音的作者喜歡用對比的方式來描述「主復
活後的第二個主日」：有些信徒像多馬一樣，是因親眼
見，親手觸摸而相信；有些信徒是屬靈及因信心而相
信。多馬以他的眼睛、手觸、感官的認知來挑戰基督
的復活，這正顯示現代人處處以科學角度來認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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樣。馬利亞顯示她因和耶穌的關係而產生的認知，對於愛，美好但有
限度、有界限的認知。 

猶大在劇中角色，顯示特殊的心態。在現代人自
覺的形式上，大多時候可說是正常確當的心態。他看
到世界的邪惡，他知道上帝會對這些邪惡作工。我們
可能也認識類似的人，甚至我們在某個時候也與他們
一樣。 

再來是耶穌的旅程，這是帶動全劇的力量。他痛
苦，被棄絕，釘在十字架上，而進入陰間。他經歷真
實的生命，這裡有摯愛的馬利亞。但他必須繼續前

行，進入屬主的奧秘，去理解他生與死的目的。他完成了復活的過程，
他在死後第二個主日向門徒顯現，向多馬顯現。於是心存疑慮的多馬， 
不再說只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與耶穌建立了關係，相信他的被釘與復
活！  

我們對耶穌復活的經驗該從那兒開始呢？和約翰福音的第一個
聽眾一樣，我們與當時「釘十架」，「復活」的時間、空間相隔遙遠。
我們沒有親眼看見，我們的相信也是始於多馬一般的經驗，以及我們
與耶穌的關係。省察你的心靈，這裡可以找
到當年發生事件的耶路撒冷城。看看你自己
的苦難、懼怕，這裡你可以找到受釘的耶穌
與你同在。你也能找到一股超越你自己的力
量，因為與復活耶穌的關係，讓你能夠面對
生命的種種挑戰。每主日來教堂崇拜，領受
聖餐，與受釘並復活的耶穌在一起。因此你便明白耶穌愛你，他的愛
大於死亡，在你屬世的時候盡了，他將你舉起與他進入永生。...... 

********    ********    ********      
05/18/2014_聽盧君灝牧師講道小札記 

 
今天的福音經課 (約翰福音 14:1-14)是耶穌離開之前，對門徒的

保證：「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能到父那裡
去。」但門徒不明白，還要「求主將父顯給我們看」。路在那裡？我

們怎麽去？為甚麽我們不知道「永生的道路怎
麽走」？因為我們心裡不接受「那永生的道路
只有一條，是唯一的一條」。我們的看法與耶
穌不同，我們自覺聰明與耶穌差不了多少；我
們自以為「不是只有一條路」。  

有一個財主很仁慈，有遠見。他每天差僕
人到市場收購賣剩的食物，丟進河裡。有人問：為什麼不賙濟貧窮的
人？他說：讓貧窮的人養成倚賴的習慣，不自力更生，比貧窮更可怕。
為什麼不去餵養森林的動物？他說：會破壞自然的生態秩序。有遠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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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做事常被視為「違反常規」。我們的智慧無法明白上帝的每一項
安排，只有像僕人一般的順服主，才能成就美事。 

香港街頭常有一些阿婆拾紙箱，澆灌水，以增加重量；她們也常
燒香拜佛。更有一些金融界的傑出人士，
每天奮鬥打拼，他們也是基督徒；星期一
至六，事奉瑪門，讓自己的生活更舒服，
星期日才侍奉主，尋求永生。耶穌的道路
只是自己眾多道路之一而已。  

今天第二段經文彼得前書 2:2-10 「既
不順從，就在道理上絆倒」。我們每週領聖餐，非單純只是儀式而已；
不是可來，可不來。約翰福音 6:56 「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常在我裡
面，我也常在他裡面」。  
同樣在六十節「他的門徒中有好些人聽見了，就說：『這話甚難，誰
能聽呢。』」我們只要順從教導，照做，就得享「永生」。 
 

********    ********    ******** 
06/01/2014_聽盧君灝牧師講道小札記 
 

今天是主復活第四十三天，主是復活後后第四十天升天，所以今
天也稱爲“升天後主日”。 升天有其重要的地位，不下于復活。 

    第一段經課使徒行傳 1：6-14 耶穌升天之前，
門徒問“主啊，你復興以色列國，就在這時嗎？”。

門徒見證了耶穌的復活，就以爲祂會打發敵人，讓
猶太國興起，全世界都要聼命。大家可以過好日子

了。耶穌沒有直接囘答，他道成肉身，經歷人世的
疾苦，受死，復活，升天，怎能用三言兩語交待呢？ 

究竟門徒說的好日子與耶穌說的好日子，有什
麽不同？  

門徒說的好日子：在世時能生活富貴，有權柄，
有榮耀，有健康。 我想最理想的生活莫過於做皇帝了。從秦始皇到

溥儀，二千一百三十年間有四百九十五個皇帝，其中有五個長壽超過
八十嵗。 乾隆活了八十八嵗，並且文略武功都很卓越，是偉大的皇

帝。他一生榮華富貴，政績顯赫，健康長壽。他的人生卻也有不足。
他喜愛詩文，時時做詩到處題字。 他做的詩號稱四萬首。 其中有一

臣子最得寵，時時為他修潤詩詞。臣子死後，后人爲他收集文字，不
小心將乾隆的詩收入，乾隆大

怒，誅其全家，鞭其屍體。 乾
隆自己死後一百三十年，為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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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者，炸其屍首， 如今無法得全屍。 

相較于門徒的標準，耶穌說的好日子，又是怎樣呢？ 
我們從耶穌一生的五個階段來説： 

耶穌道成肉身：他以神子的身份降世為
人，掏空自己，不以自我為中心，在家裏，

朋友中，傳播“愛”（掏空自己）。耶穌長大
開始宣道，遭人背叛，出賣，受苦，他都甘

心領受。不像我們遭到倒楣的事就指天罵
地，這樣怎麽過好日子（甘心領受）？ 

耶穌受死前，約翰福音 17：1-11 “父啊，時候到了，願你榮耀
你的兒子，是兒子也榮耀你”。死亡是最黑暗，最惡的惡勢力，耶穌

無言的接受，去榮耀主的聖名（不怕惡勢力）。 
耶穌的復活，是戰勝世界上最大的惡勢力，即死亡。彼得前書  

4：12-14：5：6-11“你們的仇敵魔鬼，如同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
尋找可吞吃的人。”如此惡勢力的世界！但我們連死亡都不怕，還需

怕阿什麽？耶穌升天，更帶給我們永遠榮耀的盼望（時常盼望）！ 
有別門徒屬世，低層次的好日子，我們應以主的仁愛，真實過好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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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二） 

好多青少年都因為長了青春痘而煩惱，甚至求醫問藥也未能有令
人滿意的效果。在此，我給大家介紹一道食療綠豆湯，能有效地解決
青春痘一族的憂煩。 

綠豆乳鴿湯 
材料：[六人份]乳鴿 2 只、瘦豬肉 3 盎司、有皮綠豆 3 盎司、陳皮

一小塊、薑一小片，鹽、雞精。 
制法：（1）綠豆用水浸泡 1 小時，撈

起待用；乳鴿去毛去內臟，洗淨並用刀切
成四塊，瘦肉洗淨待用；陳皮用水稍浸，
用刀刮淨待用。（2）燒滾水，放入乳鴿和
瘦肉飛水，撈起後用自來水洗淨待用。（3）
準備一個燉盅，將乳鴿、瘦肉、陳皮和薑
放入，加入水 6 碗，蓋上盅蓋，放到鍋裡
隔水燉 2 小時 30 分鐘，加入鹽和雞精調味即成。 

 以上介紹的是“燉”的做法，其實做這道湯還可以明火“煲”，
也可以用電子瓦煲。（1）如果用明火煲，加入水要多一點，大約八
碗水左右。猛火燒滾後即調為文火煲 1 小時即成。（2）如果用電子
瓦煲，加水量為六碗半。用“高”火力煲滾後轉為“低”火力煲 1 小
時 30 分鐘即成。 

食用時，不但要飲湯，還要吃鴿肉和綠豆。好多人飲湯不吃湯渣，
這意味著只是利用了四成的營養價值，其餘的六成隨著湯渣的遺棄而
浪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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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resa Lo 

 

 

 

 

Cyfarchiad! (Greeting in Welsh)  

Greeting to my friends in Los Angeles.  

I missed seeing all your smiley faces, 

fellowship and worshipping in St. 

Gabriel's.  

 

 

Being a pharmacist in Wales is 

challenging but professionally 

satisfying. Compared to L.A., 

there is no prescription charge and 

various services like blood 

pressure monitoring, cholesterol 

and diabetic checks are all free in 

Wales. I love providing all these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and I 

really treasure the relationship we 

are building with the patients. You 

won't give up a job when people address you as ‘hun’ (short for honey) 

when they greet you at work.  

 

My pharmacy contract 

allows great flexibility to 

work for other part time 

work (private tutoring, 

catering business) and 

supporting me to do various 

hobbies. The wettest part of 

the United Kingdom is 

Wales. On average it rains 

one in three days. It's a rare 

chance to see the Sun! 

Therefore, I will play tennis whenever it's not raining and badminton 

when it rains.  

 

Ambrose and me hiking in Brecon Becon, 

Wales 

Mountain walk on a typical Wales rainy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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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Sunday, I attend Cardiff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this is a place 

where I grow spiritually. I serve in the youth group, Chinese and Sunday 

School and hold the role of prayer secretary. Because the 1904-5 Welsh 

Revival, there are a lot of great churches established. I attend a Network 

training with other's church 

leaders every Tuesday. This 

training has been so beneficial 

for in my service and ministry. 

 

 

I am living in Cardiff which is 3 hours away 

from London airport. So it takes me a day to 

fly to L.A.. I am lodging with a family since I 

started working few years back. It is such a 

blessing to be part of their family. We cook 

and have meals together. Compared to L.A., 

there aren't many variety of restaurants and 

eating out is quite expensive, therefore 

whenever we have fellowship, it tends to be 

home based or pot luck. 

 

This is my life so far in Wales. Can't wait to 

enjoy the Sun with you all in L.A. Once 

again! God Bless - Duw Bendithia! 
  

 

 

 

 

 

 

 

 

 

The Sim's family children 

Shopping centre in Cardiff, Capital of Wales 
Watching a national Rugby game 

 on a rainy day 

Youth Summer camp 2013 - 

Sugar loaf mountain, 

Abergavenny, Wa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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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 Cup in Brazil, South America, is to kick off in a week’s time. The 
hosting country of this tournament is physically closest to me since I fall in 
love with soccer. I am a fan of Brazil National Team. Hence, I should be 

extremely excited. However, I suddenly found I have lost my passion of the 
World Cup, far less being fascinated as in the past. I remember when I was 
still a teen, every World Cup became the most important attraction in my life. 
Few months before the kick off, my friends and I will gather all stories of the 
tournament, combed through the information, and started bluffing. We 
regarded ourselves as top soccer commentators. During the match, we got up 

in the mid-night (due to different time zone) to watch the live broadcast. The 
following day we usually engaged in hot debates to defend our own favorite 
team. At that time one of our wildest dream in this life is to watch a World 
Cup game in person. For the moment, I do not care so much about the World 
Cup, I shall still watch some of the games at my leisure, but it will not be a 
must amid my life.  My passion for soccer has left me, and my pleasure in 

watching the games is diminished, I mourn for the departed passion! 
  
Passion is good. When you are greeted with genuine passion by a captain or 
waiter to your dining table, your appetite will certainly be stimulated. When 
you see young college graduates going to remote rural schools with a passion 
to teach the children, you will certainly appreciate the dignity of teaching. 

When you see those health professionals leaving the comfort of their homes 
to underdeveloped areas to save and care with passion for the poor and 
marginalized, you can see the crown of sacrifice and love. When you see the 
congregation worship with a genuine passion, you can tell it from their 
singing voice and prayers, you know the meaning of “a praise that is 
acceptable to God.” When you see faithful members who selflessly serve the 

congregation with a passion, you will catch the meaning of “to give and not 
to count the cost, to fight and not to heed the wounds, to toil and not to seek 
for rest, to labor and not to look for any reward...” Passion is not just about 
feeling good, it directs you to focus the goal of your life and is the power 
house of your life. Oh passion, how beautiful you are! 
 

Though passion is good, it may blind people’s mind. Ten days ago, May 28, 
in the evening six church members of the “Almighty God” walked into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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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cDonald's restaurant in Zhaoyuan, Shandong, China. They forced all the 

guests there to leave their telephone numbers to them. A young mother 
refused. Then she was badly beaten, and she later died of the serious injuries. 
These six people were arrested. They are actually members of a family- 
husband, wife, daughter and a boy who is just twelve-year-old son. Sadly, 
since they join the “Almighty God” church, the husband become unemployed, 
children dropped out of school. When they are provoked by the 

uncompromising young mother, they feel that she was “a devil, an evil spirit”, 
so they beat her harshly to death. Even more terrifying is that when a reporter 
interviewed Lidong Zhang, one of arrested in the detention center, he 
remains unrepentant. He argues that since he believes in God he fears not the 
law. When asked about his feeling at that moment, he said: "I feel good." If 
they join this heretic church without passion, it is just a pity for them. 

However, they put their heretic teaching in action with passion, they ruin the 
life of an innocent mother. Alas, faded passion is not necessarily bad! 
 

It is ideal if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can worship and serve with passion. 
However, at times one may find this passion fading away, one may have no 

feel to worship and serve. As such, one may easily find an excuse and escape 
the church life. And this is not right. We should recall the night after our 
Lord has institute the last supper. That was a time when Judas was on his 
way to betray his master, and our Lord was going to be handed over to 
sufferings and death imminently. Jesus’ heart was deeply troubled- “In his 
anguish he prayed more earnestly, and his sweat became like great drops of 

blood falling down on the ground.” (Luke 22:44). Hence, we cannot expect 
our Lord to have any passion to praise God. Yet, according to Matthew: 
“When they had sung the hymn, they went out to the Mount of Olives.” 
(26:30). Jesus sings even in this difficult hours, even in the absence of any 
passion to worship. Why? It is because Jesus loves God not only with his 
passion, but also with intelligence, perseverance and act. Jesus set an 

example of his teaching that “you shall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and with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 and with all your 
strength.”(Mark 12:30). Brothers and Sisters, love not our heavenly Father 
only when we have a “feel” to love, but also love our God with 
understanding, with fortitude and with deeds. Our passion for God may 
sometimes subside, but that is not an indication to slip away from church life; 

rather, it a sign for us to love God in other dimensions, and the Holy Spirit 
will support us. “The human mind plans the way, but the Lord directs the 
steps.”(Proverbs 16:9).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