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菲島屬於熱帶地區的國家，一年只分兩季，上半年屬於暑熱季，而下半年屬於風雨季。據氣象局之報告，去年下半年中就有六次颱風過境，第一次奪走了 267 條生命，財產損失達二十億之多；其他幾次先後破壞各大小市鎮，市民死傷近千人，財產損失不可計其數。最近一次更加猖獗，帶來災禍，把大半部的呂宋島變成水域，房屋被淹沒，只露出屋頂。從畫面看去，使我不禁想起〈創世記〉所記載挪亞時代洪水泛濫淹沒大地的情景，同時記起耶和華對挪亞說: “凡有血氣的人，他的盡頭已經來到我面前；因為地上滿了他們的強暴，我要把他們和地一併毀滅。你要用歌斐木造一隻方舟，...... 看哪，我要使洪水氾濫在地上，......” (創世記 6 章 13-14, 17)。 這段經文告訴我們，耶和華看見人在地上罪大惡極，終日所思的盡都是罪，祂後悔造人在地上，心中感到憂傷。雖然如此，但他一再寬容、憐恤，盼望有一天他們改邪歸正，做一個有用的人。如是者過了一段很長的歲月，耶和華看到地上的人，不但沒有半點改善，反而變本加厲，他感到異常失望和惱怒，便決定要將他們和走獸並昆虫和空中飛鳥都要從地上除減，惟有挪亞在耶和華眼前蒙恩，因挪亞是個義人，在當時的世代是個完全的人，他不忍讓他們跟其他血肉之物，同遭沒頂之災，便叫他造方舟以保存他和他全家的生命，於是祂將方舟的造法授予挪亞，並指定要用歌斐木(Gopher Wood)建造，分一間一間的造，內外抹上松香；整隻方舟長 450 尺，闊 75 尺，高 45 尺，它的大小就像今天在海洋航行的貨船。建造一隻如此大形的方舟是個巨大的工程，自然不是單靠他的三個兒子來做，必須動用成千上萬的工人，分工合作而完成的。方舟完成後，耶和華就對挪亞說，除你和你的家人進入方舟外，還要選定各樣畜類、飛鳥、和地上的昆虫，都是一對一對，有 公有母，一同進入方舟。在裡面過了七天，天上的窗戶 就要敞開，降下大雨四十晝夜，水勢比山高過十五尺， 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動物都被淹死，天上的窗戶就閉塞，雨就停了，過了一百五十天，水也漸消，最後方舟停在亞拉臘 (Aralat Mt.) 山上。......         (未完未完未完未完，，，，下接後頁下接後頁下接後頁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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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感謝主，引領柳萌姊妹和敖寧弟兄在三位一體主日來到洗禮
盆前領洗，成為基督奧秘身體中的一員，聖加百利堂大家庭中的一份
子。願主帶領他們的腳踪不離主的恩佑，在世上為主作鹽作光。 

每當我們舉行聖洗禮時，牧師總會想起有不少人，他們心裡是相
信的，但礙於種種因由，總是不願領洗。他們可能認為洗禮只是一項
儀式，內心相信才是最重要的。他們可能認為，上帝是體察人心的，
所以他們不願做一位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寧願做一位有實無名的基督
徒。 

早於柳萌和敖寧領洗的兩星期，即六月一日，是聖游斯丁殉道
日。他於主後 100 年間出生於現今的巴勒斯坦，他的雙親是外教人，
十分富有，他喜歡研究哲學和宗教，他本來可以做一位有實無名的基
督徒，但他內心被一股追求真理的動力催迫著。使他三十歲時決定領
洗成為基督徒、後來成為護教士。聖游斯丁在《游斯丁與推芬對話錄》
中認為，洗禮不單是「悔改」「赦罪」，更是「重生」和「光照」；
領洗者在聖洗禮的那一刻開始，就要善度基督徒的生活，必須為信仰
作證，遵守誡命，與永生的盼望相稱。約於主後 165 年間，聖游斯丁
因拒絕為偶像獻祭而遭斬首。在悠悠的教會歷史中充滿了無數類似的
聖徒，使今天我們才可以安然無恙地活出信仰。 

洗禮不單單是一項儀式，洗禮更是「重生」和「光照」，是步向
永生的起步點。血肉之軀有誰不貪生怕死？但聖游斯丁為何不怕死，
而為信仰從容就義呢？只因為他已從聖靈「重生」，再不單是血肉之
軀了；「…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國。從肉身生
的就是肉身；從靈生的就是靈。」(約翰福音 3:5-6)。 

有名無實的基督徒當然是令上帝及教會痛心，負面影響極大。但
「…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乃是上帝所賜的；
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以弗所書 2:8-9)。在主的恩典中，
有名無實的基督徒，縱然不知長進，不竟還是天父家裏的人；但有有
實無名的基督徒，始終還是外人。所以，作一位有實無名的基督徒不
見得比一位有名無實的信徒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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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樣比較呢？就從時下的足球熱潮舉個例子吧。《水滸傳》裡有
一個大壞蛋，就是高太尉高俅。高俅是北宋末年人，初為書僮，善蹴
鞠(足球)，按文學批評家金聖歎研究，高俅這人“吹談歌舞，刺槍使
棒，相撲雜耍；亦胡亂學詩、書、辭、賦”。更因為他具有很高蹴鞠
技術，被喜愛足球的宋徽宗所賞識。有一次高俅在端王府看見宋徽宗
與三五個小太監踢球，球飛向高俅，他使了招鴛鴦拐，亦稱神龍擺尾，
即先後用左右外腳踝連續踢球的花樣動作，把球踢還徽宗。於是，宋
徽宗登位後，高俅便飛黃騰達，很快官至太尉。高俅是實實在在的足
球高手。他的球技使他貌似世界盃國家隊健兒們一樣，但他們卻有本
質上的分別。球技對高俅而言，是為了實現自己的價值；而球技對世
界盃的健兒們而言，更是為了實現自己國家的榮譽這神性使命。有實
無名的基督徒會為充實自己的生命價值而努力，但有實有名的基督徒
會為上帝更大的榮耀而願意獻上一切。正如當日聖游斯丁清楚表明：
基督徒有責任作見證，傳揚信仰；如果這些行為的報賞就是死亡，那
麼，他不單已經準備好，更樂意接受它。 

我們祈求聖靈感動所有屬主的人都願意作一位有實有名的基督
徒。願主保佑大家，盛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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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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 Yien李義恩 7月 3日  HONG, Vu 洪世武 7月 18日
LO, Theresa 盧善文 7月 4日  CHEN, Ning-Yu 陳寧宇 7月 23日
TAM, Valerie 譚陳慧兒 7月 4日  CHEN, Shaobo  陳少波 7月 23日
WANG Ruolan王若蘭 7月 9日  CHAN, Philip 陳錦華 7月 24日
MAK, John 麥懷炯  7月 12日  WONG, Grace 王從欣 7月 25日
MAN, Tonson 文華東 7月 12日  MAN, Sylvia 文美圓 7月 30日
LI, Leonard 李國亮 7月 13日  TAM, Derrick Matthew 譚晉宇 7月 30日
WU, Charles 吳梓舟 7月 13日  WAI, Christine韋建樂 7月 30日
MARK, Susan 麥鄺淑新 7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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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瓊珠牧師單瓊珠牧師單瓊珠牧師單瓊珠牧師 

     
     基督徒往往對自己曾經參加過的教會有種特別的親切感，對曾經一同侍奉的教友又是情誼深厚。梁鄭得潔姊妹在五十年前是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梁鄭得潔姊妹在五十年前是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梁鄭得潔姊妹在五十年前是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梁鄭得潔姊妹在五十年前是香港聖公會聖馬利亞堂的教友堂的教友堂的教友堂的教友，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曾經到過洛杉磯，參加聖百加利堂的聚會；她知道在這裡有當日在香港聖馬利亞堂的教友和一些香港聖公會資深教友（如李福培夫婦也就是香港聖公會的資深教友，他們在多年前耗用心血，開創洛杉磯聖百加利堂）。雖然離開很久，她已經定居在灣區，並在聖公會聖光堂聚會，但是香港聖馬利亞堂與洛杉磯聖加百利堂仍是在縈念之中，惟藉奉獻表達她的關懷。今年已是九十二歲了，然而她常常對我說，很想前往聖加百利堂看看，好探望一下闊別多年的教友，尤其是麥懷順弟兄，舊日年輕時他們曾一同在香港聖馬利亞堂侍奉，又梁金培弟兄往日還是在主日學的小朋友，再與他們相見，是她老人家的心願。 年已屆九十多歲，行動又不方便，我真是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完成她的心願。適逢他的長子 Bernard 從夏威夷到訪，願意驅車一起前赴洛城，但定要我同往才可以成行。因其長子停留時間有限，所以我即刻聯絡盧君灝主任牧師，他答應招待我們在牧師寓所住宿一宵；我又聯繫了梁金培弟兄，由他安排抵步後的事宜。匆匆在星期五(六月十三日)作決定，星期六早上便啟程，結果晚上五點多才抵達洛城聖加百利堂。我們把行李放下，就立即出外享用晚餐；梁金培夫婦與韋啟鑾夫婦堅持作東，盛意隆情，難以推卻。晚飯後，梁金培弟兄更陪同一起驅車，登上蒙特利爾公園市的山上，前往探望麥懷順弟兄。“順哥”近年因健康問題，已謝絕晚上出外了，所以我們入夜登門造訪。這兩位老朋友見過

九十二歲老人家達成心願九十二歲老人家達成心願九十二歲老人家達成心願九十二歲老人家達成心願    

從加州灣區乘車經四百哩途程從加州灣區乘車經四百哩途程從加州灣區乘車經四百哩途程從加州灣區乘車經四百哩途程    

前往洛杉前往洛杉前往洛杉前往洛杉磯探望聖加百利堂弟兄姊妹磯探望聖加百利堂弟兄姊妹磯探望聖加百利堂弟兄姊妹磯探望聖加百利堂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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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一直在問對方：“你還認得我嗎？”然後同說道：“真高興！真高興！”我們大家不停地在數算往日的人和事，九十二歲的老人家卻一點倦意都沒有。 主日崇拜是我們這次的主要程序，適逢有聖洗禮，兩位年青人接受洗禮並在眾人面前述說信主的經歷。感謝主！主的大家庭裡增加了兩位茁壯的肢體。六月十五主日又適逢是父親節，全體教友崇拜後一齊出外“飲茶”，此乃眾人所喜愛的，尤其是廣東人。飲過香茶，飽吃點心後，我們依依不捨說聲“再見”，又得準備回程。聖加百利堂教友們熱心款待和誠摯關懷，我們衷心致謝。 這趟行程，讓我最感動的，是劉思義姐妹，她近日身體不適，曾入院檢查，不過當她知道我們到來，竟特意叫女兒開車送她來見面。身體疲弱的她，堅持前來相聚，而我卻因時間倉卒和未能安排交通的關係沒前去探望她，真是抱歉。願上帝祝福，讓她早日恢復健康。 我是最怕坐在車的後排，尤其是走長途，但是鄭得潔兒子開的是吉普車 Jeep，我只得勉為其難，坐到後面了；絕不能讓老人家爬到後面去坐，她登車下車，已經是很不容易了。還好順利的坐到目的地，我沒有暈車，主恩滿溢啊！回程又是漫漫長路，晚上十點多平安的結束了這次的旅程。來去匆匆，一再感謝主！老人家無論乘車、停宿、走路、用膳、參加崇拜，一直都是精神飽滿。  “心願達到了！” 她面露滿足，一再說道。她又說：“幾十年了，當日在聖馬利亞堂相同年輩的弟兄姊妹，很多已經回天家了；當日聖馬利亞堂的小孩子、少年人的，當中有蒙呼召做了牧師的，還有當選作主教的。......歲月如逝水，連蘇以葆主教都已退休了！......”  
 
   
 
 
06060606////08/201408/201408/201408/2014    聽盧牧師聖靈降臨主日講道聽盧牧師聖靈降臨主日講道聽盧牧師聖靈降臨主日講道聽盧牧師聖靈降臨主日講道    小札記小札記小札記小札記    基督教是啓示的宗教，沒有創教人，沒有教條要人遵守。有時我們不知我們的教義，我們要經過摸索才得以領悟，例如“聖靈”...。 當了幾十年的信徒，可能也不知“聖靈”是什麽。我們相信三位一體，三位就是：聖父，聖子，聖靈。上帝是聖父比較易於接受，因爲他是創造主；我們知道上帝是仁慈、憐憫的父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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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聖子道成肉身，我們知道他是好牧人，好教師；祂為我們受難，被釘死。所以耶穌是聖子，我們也容易掌握。但“聖靈”就不同。 今天福音經課（約翰福音 20：19-23）“就向他們吹一口氣，說：你們受聖靈！”一口氣，我們怎能看見呢？約翰福音 1：32 記耶穌受洗，聖靈彷彿鴿子從天降下，但我們不會拜鴿子。使徒行傳 2：1-21 說聖靈像大聲響，但我們不會拜聲響，又說聖靈像舌頭火焰，我們也不拜火焰。約翰福音 3：8記“風隨著意思吹，你聽見風的響聲，卻不曉得從那裏來”，聖靈如風啊！ 我們很難明白“聖靈”，但聖靈卻常與我們同在。有時我們感覺到，有時不能。到底什麽時候我們最能感覺到呢？就如加拉太書 5：17 “因為情慾和聖靈相爭，聖靈和情慾相爭，這兩個是彼此相敵，使你們不能做所願意做的。” 有這樣的一個故事： 有一基督徒，出售他的房子，要價一百萬。有一人來看，很滿意，就說“我同意以一百萬買你的房子”。賣方非常高興，立刻禱告，感謝讚美上帝。買方見他没答，就加價五万。賣方很高興，又禱告，感謝讚美。買方以爲他仍不滿意，又加價十萬。 賣方說，我賣給你一百萬，因爲你出一百萬時，我已同意，我只是先禱告感恩。于是買賣成交。基督徒囘家， 將發生的事告訴太太，太太非常生氣，罵他笨蛋，白痴，白白失去十五萬。 在座各位，有誰覺得太太罵得對呢？ 有誰覺得先生所做的，是一個基督徒的做法呢？ 我們很多時候也會遭到這樣的情形。向自己、向世界負責嗎？抑或向上帝負責呢？情慾與聖靈的相爭，最能感受聖靈的存在。 我們可以推論到很多情形：誰對，誰錯，誰可以原諒，誰不可以原諒，什麽是上帝的旨意。聖靈常在我們當中，我們知道，或不知道。 今天周刊上的“懇求聖靈親臨”可以幫助我們更明白聖靈！    
 
 

    

        

 
 

薄脆薄脆薄脆薄脆 
 去年回香港一遊，和相交三四十年一起成長的朋友晚飯，席間感到冷漠的反應，上菜是五隻雞 (是一元一隻) 和幾碟青菜。朋友間竊竊私語明日船遊海鮮餐 (恐怕我聽到不自量力會參加)。我心很難受，慨嘆從此失去這些富貴朋友。我理解他們，很多移民外國的人，曾經欺騙他們的錢財。薄脆----

明 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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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的散碎。 教堂內資深的教友，相處多年，平常多談生活的小事，少有談及個人作為基督徒的感受。偶爾發生一些小問題，選擇離開總較留下來容易。我理解相見好，同住難，覆水難收，薄脆輕輕的散碎。 不久前我接待了我以為從此不再往來的香港朋友 (若不是他們罕有的找上門，我已決定不再聯絡他們)。 他們對我居住環境很感興趣，其中一位朋友問我：“你是信耶穌的基督徒嗎？” 我說: “是”；恕我用一句 “悟即是佛，迷即是眾生”，簡單來說，悟是有信仰和豁達，迷是迷失於固執己見。 我是一個淡泊名利，開朗好動的人，工作上也曾差一點走上困惑的絕路，所以明白保存清明智慧的心智的難處。多看耶穌的福音，自然得到祂的安慰和教訓。每個人有自己的生活體驗，對福音有不同感受和理解，不輕易也不容易跟人分享或解說。分享的時刻很珍貴，應盡量靜心聆聽、讚賞和感恩，不要妄然指點和批評。酒逢知己千杯少，話不投機半句多；薄脆輕輕的散碎。 小沙鷗小沙鷗小沙鷗小沙鷗    少年時看的小說《天地一沙鷗》，裡面的小沙鷗心想同伴不應追逐食屑而滿足，他努力開展自己的本能----飛，最終能遨翔於天地間。(書裡描述飛的技巧和穿梭機返回地面的飛行很相近。) 我沒有甚麼大志，將來如果能解開宇宙其中一個未為人知的小秘密或做出與眾不同的創作，會十分快樂。多年來我認真地遊戲、工作和娛樂，現在很快樂和感恩。 式各樣的遊戲中，最持之以恆的是跑步。多年來從彩虹村穿山過嶺跑至西貢，又從跑馬地跑上山頂，孤身一個人，沿路也絕少踫到和我一般的閒人。感慨香港幾百萬人，甚少閒人。 經驗與學歷，讓我能遊戲在小職位上多年；認真地工作，加上極大的運氣，升上了一個令我一生無悔的職位 (身旁一起成長的朋友早已身居要職) 。長期呆在小職位上，確實不容易擔當，不少人弄至思覺失調，甚至自殺，身陷困境的人會明白我提出的真實境況。 快登“陸”了，娛樂方面再沒有時間做麻雀王、棋怪，閒來只有彈琴唱歌、看書。現在很快樂和感恩，自己最強的本領原來就是遊戲，希望將來和在天堂裡，將遊戲發揮到極至。遇到生活上的困境時聖經上的福音能幫助走出迷思迷路，我最愛用的一句是：“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最艱難痛苦的一天，會成為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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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豆（三） 

綠豆海帶排骨湯綠豆海帶排骨湯綠豆海帶排骨湯綠豆海帶排骨湯 材料：[四人份]大排骨 17盎司、綠豆 4盎司、海帶 1盎司、薑 1片、雞精、鹽。 製法：（1）海帶用水浸泡不少於 12 小時，洗淨撈起待用；綠豆用水浸泡不少於 1 小時，洗淨撈起待用；大排骨洗淨、斬件。（2）燒滾水，將排骨放入飛水，然後洗淨待用。（3）將綠豆放入湯煲內，加入適量清水，猛火燒滾，加入排骨、海帶和薑片，待再滾起，將火力調校為慢火煲 1 小時，放入適量雞精和鹽調味即成。  綠豆海帶排骨湯具有解毒瘦身、降壓降脂的功效，對於甲狀腺腫大、淋巴結腫大、高血壓、糖尿病、肥胖者、冠心病患者特別適合食用，是人們比較喜愛的養生湯水。     綠豆海帶糖水綠豆海帶糖水綠豆海帶糖水綠豆海帶糖水 做法是：（1）海帶用水浸泡不少於 12 小時，洗淨撈起待用；綠豆用水浸泡不少於 1 小時，洗淨撈起待用。（2）將綠豆放入湯煲內，加入適量清水，猛火燒滾，加入海帶，待再滾起，將火力調校為慢火煲40 分鐘，放入適量紅糖或冰片糖，再燒至糖溶解即成。 其用材、食療功效都與“綠豆海帶排骨湯”相似，特別適合年輕人享用。但對於身體虛寒的人並不適用，糖尿病患者應該敬而遠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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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ed be God for leading our sister Liu Meng and our brother Ao Ning to the 
baptismal font on Trinity Sunday. They are baptized into the mystical body of our Christ, 
and become a family member of St Gabriel’s. May our Lord keep them in His guard and 
help them glorify our God by being the light and the salt of the world. 

Whenever I administer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I am always reminded of those 
who profess a faith but unconcerned, for various reasons, to be baptised. They may have 
thought that the sacrament is no more than a ritual, and what it matter is their hearts. 
They may also have thought that God prefers a non-baptised faithful believer to a 
baptised nominal Christian. 

Two weeks before the baptism of Ao Ning and Liu Meng, i.e. June 1, is the feast 
day of St. Justin the martyr. The saint was born around 100 A.D. in Palestine. His 
parents were pagans, and were very wealthy. St Justin was very keen in philosophy and 
religion. He could have been a non-baptized yet faithful believer. However, he has an 
urge to pursuit truth and eventually he decided to be baptized into the Christ body at the 
age of thirty. Then he became an apologist. In his “Dialogue with Trypho”, he advocated 
that Baptism is more than “repentance” and “absolution”, it is also a “rebirth” and a 
“enlightenment”. So, the baptized should commit themselves at the very moment of 
baptism to a new life, to bear witnesses for faith, and to follow the commandments 
which are appropriate to the hope of everlasting life. He was martyred around AD 165 
because he refused to worship the idols of the Roman Emperor. In the long history of the 
Church there are countless saints like St Justin, hence, we can now live our faith 
peacefully and untroubled. 

Baptism is not just a ritual, baptism is a “rebirth” and “enlightenment”, and is the 
starting point towards eternal life. How can a man born of flesh be spared from the terror 
of death? Yet, St Justin faced his martyrdom peacefully. Why? It is because the saint was 
born of the Spirit, he had assumed a new life. “…no one can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without being born of water and Spirit. What is born of the flesh is flesh, and what is 
born of the Spirit is spirit.”(John 3:5-6). 

Nominal Christians, in a sense, is a setback for the Church and a bit disgraceful to 
God, and its negative impact is not negligible. But “…by grace you have been saved 
through faith, and this is not your own doing; it is the gift of God—not the result of 
works, so that no one may boast.” (Ephesians 2:8-9). In God’s grace, a nominal Christian 
who, though a bit naughty, is still a child in God’s family. However, a non baptized 
believer is still a person outside God’s family. A non baptized believer is not necessarily 
more ideal than a nominal Christian. 

Let me echo with the World Cup crazy at the moment and explain it with an 
example taken from the soccer history. In a Chinese classic novel “Water Margin”, there 
is a villain, the defense minister Gao Qiu. Gao was born near the end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12

th
 century). He was as a page boy but very good at playing soccer. 

According to literary critic Shengtan Jin’s study, Gao Qiu is a man who can “play 
musical instruments, perform talk shows, sing and dance, maneuver with spears and rods, 
juggle and wrestle and also able to bluff his way in literature, writings, poems and 
prose.” On top of this was his excellent skill in playing soccer that brought about his 
success. It happened that Gao Qiu once visited Duanwang Palace when Huizong, the heir 
of the throne, was playing soccer with few eunuchs. The ball threw to Gao, and he 
responded swiftly, played with his right and left foot alternatively for a while, and then 
returned the ball to Huizong, the future emperor of Song Dynasty. Huizong was deeply 
impressed. So, after Huizong was enthroned, Gao Qiu was promptly elevated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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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fense Minister. Gao Qiu is a great football talent. Gao’s football skills makes him 
look like a distinguished footballer of any national team in the World Cup. However, 
there is a difference between Gao and the national team member. The football skill for 
Gao is a means for him to realize his success, while the football skill for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team is to realize his mission of glorifying his mother country. With regards to a 
non baptized believer, the faith is a means to enrich his life. Whereas for a practicing 
Christian, faith is a means to achieve a greater glory of God. As St. Justin made it clear 
that Christians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witness and spread the faith; if the reward of these 
obligations is death, then he is not only ready, but willing to accept it.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continues to work among all who belong to God, and 
lead all of us to become a practicing Christian. Blessings. 

  

 

 
 

 ( 上接上接上接上接    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卷首語    )  ... ...過了三個月，山頂都現出來了。挪亞再等七天，就放鴿子出去，不見鴿子回來，於是他撤開方舟的蓋觀看，地面已乾了，他們便歡天喜地走出方舟。他們第一件事去做是築壇獻祭向耶和華感恩》挪亞拿各類淨的牲畜、飛鳥獻在壇上為燔祭。耶和華聞到馨香之氣，就心裡說：“我不再因人的緣故咒詛地（人從小時心裏懷著惡念），也不再按著我才行的滅各種的活物了。”(創 8:20-21)。祂又曉諭挪亞說： “我與你們立約，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滅絕，也不再有洪水毀壞地了。” (創 9:11) 挪亞的故事有兩點值得我們效法的： 一、對上帝有絕對的信心和順服之心     當耶和華叫挪亞造方舟，他深信祂的大能，必有祂的主意，便立即接受祂的吩咐。當他在建造這隻巨大的方舟時，他的鄰居都不相信有洪水從天降下將大地淹沒之說，更不相信他有能力將方舟如期完成。保羅說：“我信神，他怎樣對我說，事情也要怎樣成就。”(使 27:25) 二、勿忘向上帝感恩     挪亞是個有恩必報的人，當他走出方舟，他沒有忘記向耶和華感恩。他馬上築壇獻祭。經上說：凡以感謝獻上為祭的便是榮耀我；那按正路而行的，我必使他得著我的救恩。(詩 50:23)  神不忍讓挪亞一家跟其他血肉之物遭同樣之災，所以叫他造方舟。現今的世代與挪亞時代的罪惡，有過之而無不及，神叫挪亞造方舟，也給世人另一種救恩，就是叫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來到世上以祂的寶血替人贖罪。以前凡不願進入方舟的，都葬身汪洋，如今凡不肯接受救恩的人，也一樣得不到救贖之恩，請三思！ 

關生關生關生關生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