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記得有一次在查經班上，有人發問一個問題：“聽說

有人看過主耶穌哭，但沒有見過祂笑，是否屬實？” 班上

的老師便將這問題交給我負責去查，待下次查經時向各人

報告。我對這問題感到頗有興趣，翌日，我開始將四福音

從頭到尾查讀，結果查得主耶穌曾哭過兩次，但找不到祂

笑過的記載。 

第一次哭是離祂自己死前的一個月，馬大的弟兄拉撒

路忽然死了，耶穌來見馬大和他的妹子馬利亞，他倆對主

耶穌說，主阿，你若早在這裡，我的弟兄必不死，因我們

知道你無論向上帝求甚麼，祂必賜給你。耶穌說，你的弟

兄必然復活。耶穌看見他倆哭，也看見來安慰的人也哭，

心裡非常悲傷，又甚憂愁。當祂來到拉撒路的墳前，向眾

人哭了。那墳墓是個洞，有一塊大石頭擋住，他們把大石

頭挪開，耶穌舉目望天說，父阿，我感謝你，因為你已經

聽到我。於是祂大聲呼叫拉撒路出來，讓他復活。這是祂

第三次叫死人復活。 

第一次是叫睚魯的女兒復活。祂帶著彼得、雅各和約

翰一同到死了女孩家裡去，見到家裡的人和她的父母大聲

的哭泣哀號，耶穌對他們說，不要哭，只要信。於是拉著

女孩的手說，大利大古米，繙出來，就是說，閨女，我吩

咐你起來，那閨女立時起來走，他們就大大的驚奇。 (可 

5:41-42) 

第二次叫拿因城寡婦之子復活。有一日耶穌往拿因城

去，他的門徒和群眾與祂同行。將近城門，有一個死人被

抬出來，這人是獨生子，他母親又是寡婦，城裡的鄰居和

親友都跟著後面送殯，主看見那婦人就憐憫她。祂說，不

要哭，於是上前按著槓，抬的人就站住了。耶穌說，少年

人，我吩咐你起來，那死人就坐起來，並且說話。耶穌就

把他交給他的母親，眾人都驚奇，說，主眷顧祂的百姓，

這事很快就傳遍猶太和周圍地方 。(路 7:11-17)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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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牧師這個夏天真是優哉悠哉，因可以回港與師母、家人和朋友共
聚一段較長的日子，並且瀏覽了好些書店，買到一些物超所值的好書，將來
慢慢消化。這休假幾乎是完美的，只有兩憾事。 

第一件憾事發生在 7 月 9 日凌晨，牧師興致勃勃爬起來觀看世界杯半準決
賽：巴西對德國，誰料巴西如此不爭氣，竟然以 1-7 被德國羞辱。作為巴西
國家隊的球迷，每入一球，牧師都心如刀割，慘不忍睹，這是我有生以來最
沮喪的一場世界杯賽事。好不容易才捱到完場，那時，旭日正要初昇，漫天
彩霞，奈何牧師這巴西擁躉卻傷心欲絕，輾轉難眠。哀哉！  

第二件憾事也是差不多同時發生的。事緣鄺保羅大主教在 7 月 6 日講道中告
誡大家要學效主耶穌，要明白內斂安靜的力量，處事為人不可跟部份立法會
議員那樣，有時或訴諸語言暴力、或有時訴諸肢體暴力；倒要看看耶穌在十
字架前的從容就義，明白柔和、沉默本身也是力量。豈料此語一出，親民主
派人士的批評與指責便排山倒海股而來，批評大主教為假先知有之、指責大
主教為北京的代言傀儡有之，弄得滿城風雨！神職人員的一篇講道竟然受到
輿論這樣的無情公審，這是我生於斯、長於斯的香港嗎？哀哉！ 

在講壇上宣講非暴力有什麼錯？ 

這要從香港最近這一年的政局發展說起。香港擬於 2007 年普選行政長官，
部份民主派人士，當中不少是信徒，就提出香港人不但要有選舉權，更要有
被提名權，就是那些反對北京政權的人也可以得保證，站出來被選；所以他
們就倡議“公民提名權”來跟北京叫板。要一國家政府委任一個反對自己的
人來做地方政府的首長當然是很難的；於是，為了增加自己的籌碼，他們號
召了一個“和平佔中”運動。這運動呼籲參與者將來在中環進行公民抗命，
佔據著中環，阻塞道路，賴死不走，癱瘓香港的金融活動，玉石俱焚也不在
乎，讓北京政府有所忌憚，作出讓步。 

在正義的大旗下，不少香港人，包括不少神職人員及信徒，就浩浩蕩蕩的加
入了這行列，但也有很多人持相反意見，於是整個香港社會，甚至教會都被
撕裂了。然而，香港是一金融中心，香港的繁榮是屬於每一個香港人的，不
是全屬於那些堅持公民提名、“和平佔中”的人士的。試問他們有甚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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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在未獲得所有香港人的同意下，把整個香港的繁榮作為抵押品，與北京
較量？所以，持相反意見的人就認為這是不公平的。況且，我們的主耶穌也
從來沒有做過類似的事情。 

鄺大主教的講道主張非暴力，要大家學效主耶穌的柔和、內斂、安靜。這話
就觸動了支持“佔中”者的神經，於是群起而攻之。鄺大主教捱罵的另一原
因在於他是: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委員。但作為政協不是罪過，大家應以
事論事，不應從他的身份而作任何武斷。 

目前的香港，並不是五四運動時，軍閥統治、喪權辱國的黑暗時期，也非耶
穌那時，被羅馬政府高壓統治的惡境；儘管大家對政制立場相左，即使它可
能招致世界的無情攻擊，我們也必須忠誠地宣講非暴力及復和的福音，因為
我們是屬於天國的子民。當然，這需要很大的勇氣，因那就是我們跟隨主所
要背起的十字架。事實上，主耶穌早已鼓勵安慰我們說:“世人若恨你們，
你們知道，恨你們以先已經恨我了。你們若屬世界，世界必愛屬自己的；只
因你們不屬世界，乃是我從世界中揀選了你們，所以世界就恨你們。”約翰
福音 15:18-19。  

在禱告中請大家記念我們的香港，並為那些在世界各地，尋求和平與復和的
人代禱。主佑大家。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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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K, Wilson 麥懷順 8 月 3 日  MAK, Monica  麥陳寶琴 8 月 17 日 

YU, Zaihao 於在淏 8 月 4 日  CHEN, Qiang 陳強 8 月 18 日 

WAI, Iris 韋林少蘭 8 月 6 日  Choy, Vivian 蔡顧維恩 8 月 21 日 

WONG, Daniel 王珠本 8 月 8 日  YIN, Sophia 尹霍淑儀 8 月 21 日 

KUO, Betty Guo 郭白玉  8月 12日  ZHU, Xiao Ning 祝曉寧 8 月 26 日 

LEUNG, Krista 梁黃以琪 8月 12日  ZHAO, Hui 趙輝 8 月 27 日 

LOH, Ruby 陸世泮 8月 13日  LEE, Anna 熊倩兒  8 月 27 日 

CAO Mo 曹默  8月 14日  LI, Siyang 李思洋 8 月 27 日 

MAN, William 文尚丞 8月 14日  CHAN, Joe Hon Ming 陳漢明 8 月 30 日 

TAM, Peter 譚健元  8月 14日  KWAN, Caroly 關素娟 8 月 30 日 

LI, Yien 李義恩 7 月 3 日  MARK, Susan 麥鄺淑新 7 月 18 日 

LO, Theresa 盧善文 7 月 4 日  HONG, Vu 洪世武 7 月 18 日 

TAM, Valerie 譚陳慧兒 7 月 4 日  CHEN, Ning-Yu 陳寧宇 7 月 23 日 

WANG Ruolan 王若蘭 7 月 9 日  CHEN, Shaobo  陳少波  7 月 23 日 

MAK, John 麥懷炯  7 月 12 日  CHAN, Philip 陳錦華 7 月 24 日 

MAN, Tonson 文華東 7 月 12 日  WONG, Grace 王從欣 7 月 25 日 

LI, Leonard 李國亮 7 月 13 日  MAN, Sylvia 文美圓 7 月 30 日 

WU, Charles 吳梓舟 7 月 13 日  TAM, Derrick Matthew 譚晉宇 7 月 30 日 

CHU, Wing 朱泳  7 月 16 日  WAI, Christine 韋建樂 7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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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7/2014 聽盧君灝牧師講道小扎記 

有時要接受禮物也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我
記得和兒子在意大利旅遊時，參觀著名跑
車法拉利的廠，花約一百五十元左右可以
開法拉利名車半小時。我知道兒子愛好此
道，想送這個做為他的畢業禮物。 他想
了一下，說用這個錢在英國可以有半日的
上課，由名教練教導開跑車。所以這個禮物至今還沒送出。 

今天舊約列王紀上 3：5-12， 所羅門王向耶穌求的禮物，是智慧。一
般來説一囯之君，權位、金錢、榮耀都不缺，只有怕命不長，所以有
“萬歲”的呼號。 所羅門對上帝的請求，讓我想起聖羅倫斯。他大
約生于公元 220-258（只三十多歲即殉道），那時教會還處于地下化，
但也有教皇，主教等的組織。 有一天他接到羅馬政府的命令，需將
教會所有值錢的東西，聚在一起，政府派人來接受。當官員來到時，
問聖羅倫斯，值錢的東西在哪？ 他指著所有的教友，有跛腳的，有
盲眼的，有兒童，有年老的。他說這是教會最寶貴的。官員當然不肯，
只把教會的銀器等值錢的東西拿走。 

甚麽是教會最寳貴的呢？是會衆的信心。今天的羅馬書 8：26-39 “上
帝若幫助我們，誰能敵擋我們呢？”我探訪過無數的教友，病痛，苦
難磨練我們的信心，病愈之後的信心完全不同。 

所羅門 不為自己求，只求智慧。但他的國強盛，自己也長壽，後來
更造聖殿讚美上帝。所有的美好都隨著
來。我們當學所羅門求長遠的，永生！靠
信心，享受上帝的愛，將能享受所有的一
切。 

我們如果没有了信心，就是缺了主的愛。
我們常感到能力就有限，甚至不能替他人
禱告時，聖靈都會用說不出來的嘆息替我
們禱告。只求對上帝的信心，就會像芥菜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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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一樣成長。 

門徒與學生的不同在那裏？學生只是接受知識的傳授，門徒是接受之
後要付諸行動。耶穌說：這一切的話你們都明白了嗎？今天我們在經
課裏學習很多東西。求主給我信心，在軟弱中去做稱職的基督徒。阿
們！  
 

綠豆（四） 

綠豆薏仁雪耳湯 

材料：[六人份]雞胸肉 5 盎司、有皮綠豆 3 盎司、薏仁 2 盎司、雪耳 1

朵、去核紅棗六枚、薑 1 片、生粉、雞精、鹽。 

製法：（1）綠豆、薏仁用水浸泡不少於 1 小時，紅棗稍浸，洗淨撈起

待用；雪耳用水浸泡 1 小時，去掉蒂部後將其剪成小朵；雞胸肉切成細肉絲，

加入生粉、少量水拌勻醃二十分鐘。（2）燒滾水，

將雞肉絲放入滾水中，用筷子將雞肉絲手搞開，水

再滾就要將雞肉絲撈起然後洗淨待用。（3）將綠豆、

薏仁、紅棗和薑片放入湯煲內，加入適量清水，猛

火燒滾，將火力調校為慢火煲 30 分鐘，將浮面的綠

豆皮撈去，放入雪耳和雞肉絲，煲滾後調慢火煲 3

分鐘，放入適量雞精和鹽調味即成。 

 綠豆湯（或甜品、或粥）的選材和製作都比較

簡便，原料大多是選用亦藥亦菜的食材與之配合，

例如：雪耳、蓮子、百合、枸杞、薏米、茨實、玉

竹、紅棗、紅豆、黃豆、糯米、小米等等。做出的美食多不勝數，例如：綠

豆冰、綠豆沙、綠豆蓮子薏米羹、枸杞百合綠豆粥、冬瓜蓮子綠豆湯。綠豆

鹹肉糯米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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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寫給羅馬教會的書信裡，保羅告訴我們說：「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

就不定罪了。因為賜生命聖靈的律，在基督耶穌裏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

死的律了。」（羅馬書 8：1-2） 

我們的罪得赦免了，這就是基督教義裡的「好消

息」。但罪不是像鬼魅般纏繞著我們嗎？保羅在另

一處經文中說，我們願意的善，我們不做，我們

不願意的惡，我倒去做，真理就不在我裡面了。

當我們不斷犯同樣的過錯，又怎能夠得到寬恕

呢？其實我們不斷犯同樣的罪行時，都會惱怒自

己，並且曉得自我審察。首先讓我們從基督教歷

史裏罪大惡極的猶大來看，寬恕這回事。 

想一想最後晚餐那燴炙人口的那件事，耶穌說：你們中間有一個人要賣我。

不是所有目光都投向猶大，是耶穌告訴他要做的就去做吧，他才走出房間，

最後晚餐之後發生了什麼事呢？耶穌被捕和受審。除了彼得之外，所有門徒

都逃掉了，然後彼得在耶穌受審那地方外頭等候時，三次不認主。 

猶大的滔天大罪，一般理解是他背叛了耶穌，我要跟你說，他的罪行可以有

不同的解讀。 

從耶穌被釘十架到復活這段時間裡，所有門徒都很害怕，搞不清楚發生甚麼

事，躲藏起來，過着惶惑不安的日子。無論他們是多混淆，有多大缺失和犯

下甚麼罪，他們察覺到憑基督的復活會戰勝罪惡。 

當時與很多猶太人一樣，猶大認為彌賽

亞與他國度的來臨就是上帝要走進歷

史，憑祂的大能推翻羅馬政權的逼害。

他認為耶穌的確就是這彌賽亞，但他卻

躊躇不前。猶大以為只要耶穌看似受

害，上帝自然會出手，走進歷史，推翻

羅馬政權，以免祂的彌賽亞受害。 

可是，上帝的計畫與猶大兩相逕庭。猶

大知道後，他扔掉受賄得來的銀錢，以死亡處分自己。他死在耶穌十架受苦

那那段黑暗的時光，卻不願意活著渡過，然後得到寬恕。寬恕，就成為基督

教義的基石。 背叛耶穌的罪行，無論有多險惡，是在於他不接受寛恕。這

就是今天我們論㸃所在。當我們看一下被罪纏繞的靈魂黑暗深處，當我們審

Tim W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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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自己不斷犯過的時候，我們有沒有讓自己接受寬恕呢？ 

我們又從饒恕別人這個角度去看寬恕這回事。馬太福音記載彼得問耶穌：「那

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次呢？

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

(太 18：21-22) 如果我們以此態度對待別人，以同樣的恩澤對待自己不是順

理成章嗎？福音奇特的地方在於無論我們犯了什麽罪，儘管如保羅一樣去行

不該行的悪，我們都會得到從基督十架與復活而來的寬恕。故此，我們要確

切接受基督的寬恕，還是像猶大那樣寧可死了也不讓自已得到寬恕呢？ 

我們經常行為失當的因由就是憤怒和怨恨。我們不能夠叫自己停止惱怒，所

以經常怒火中燒。讓怒火在心中燒個不停，又讓我們不斷惱怒和怨恨，這樣

值得嗎？不斷惱怒可以解決問題嗎？不會的。傷害的是自己，不是使我們惱

怒的對方。 

我們現在學習一下關於寬恕的屬靈功課。寬恕是叫心靈不要老記掛着某個遭

遇，是要接受已經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情，是把讓我們的遭遇交託给施行寬

恕的基督。這不光是站在道德的高地說：我已經寬恕別人了。這是一個替自

己療傷止痛的行動，不再死抱著憤怒和怨恨來毒害自己的靈魂。 

處理好憤怒尤其重要，因為經常憤怒就像酸

壞的酒，使我們的靈命敗壞。保羅告訴我們：

「一切苦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

一切惡毒〔或譯：陰毒〕，都當從你們中間

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

饒恕，正如上帝在基督裏饒恕了你們一樣。」

(弗 4：31-32) 

現在來到寬恕的要旨。 

如果忘記令我們惱怒和怨恨的遭遇會止痛療

傷，那麼如果我們學會通過基督的寬恕原諒

自己，來治療自己的傷痛又會怎樣呢？保羅

說基督已經饒恕我們，我們也要饒恕別人，

進一步說，既然原諒別人，又怎可以不原諒自己？就意味着我們要確切接受

基督這個奇蹟，就是無論我們做了甚麼，基督仍然愛我們，寬恕我們。 

最後，我用保羅在羅馬書裏的結論來做個總結：「你們所受的，不是奴僕的

心，仍舊害怕；所受的，乃是兒子的心，因此我們呼叫：「阿爸！父！」聖

靈與我們的心同證我們是上帝的兒女；既是兒女，便是後嗣，就是上帝神的

後嗣，和基督同作後嗣。」 (羅 8： 15-17a)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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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ed be God for my wonderful time this Summer with my wife, my family 

and my friends in Hong Kong, In particular, I had chance to browse around book 

stores and got some good bargains. The books will hopefully be digested in near 

future. My vacation was nearly perfect except a couple of letdowns. 

The first letdown happened on July 9 when I got up in the mid-night to watch the 

World Cup Semifinal: Brazil versus Germany. As a fan of Brazil National team, 

I was heartbroken to see the World Cup Host Brazil being humiliated by 

Germany 1-7. It is the most depressing match I ever watch in the World Cup 

tournament! I managed to watch until the end of the game, and the morning sun 

was about to rise, the sky was beautify, yet I was mournful and could not sleep 

again!  

The second letdown happened around the same week. In his sermon delivered on 

July 6, Archbishop Paul Kwong calls on people not to resort to violence, 

whether it is verbal or physical, to resolve conflicts in Hong Kong, as what had 

been happening in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He calls on people to follow Jesus 

who remained silent and gentle before crucifixion. Silence and gentleness is in 

itself strength. His preaching immediately invoked fierce attack on him by the 

many pro-democracy advocates. He was condemned as a false prophet. He was 

also accused of a puppet of the Beijing regime… The social pressure on him was 

insurmountable! A sermon of a clergy is now under the ruthless trial of the 

public opinion! Is here Hong Kong, the place where I was born and brought up? 

What’s wrong about preaching non-violence?  

It begins with the political development in recent years. Hong Kong is going to 

have a universal suffrage for the Chief Executive of the Region. For some 

democratic people (many of them are Christians) advocate not only their right to 

elect, but also the right to be elected, including those who renounce the Beijing 

government has such right to be elected.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a government of a 

country to appoint a dissenter to be the head of a local region. So, they put 

forward an “Occupy Central” movement as their bargaining chip. This 

movement is basically a civil disobedience. In the event that Beijing decline 

their claim, they will summon tens of thousand of activist to occupy the Central 

for days or weeks, blocking all the traffic, paralyzing all financial activities in 

the area, even to the extent that Hong Kong’s financial statues is ruined. They 

think that Beijing will give in before the threat.     

Under the banner of Justice, many people in Hong Kong, including many 

Christians, are marching into the camp. However, there still many people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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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the opposite view. Hence, the society of Hong Kong, and the church of 

Hong Kong, as a whole, is split over this issue. However, the prosperity of Hong 

Kong belongs to all people in Hong Kong, not just to those who advocate 

“Occupy Central”. As such, the activists are not justified to put the prosperity of 

the society in jeopardy to advance their political agenda. It is simply unfair, and 

our Lord Jesus had never done similar things in his life time.  

The activists who support “Occupy Central” are provoked when Archbishop 

Paul preached on non-violence, gentleness,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So they 

came up to accuse and condemn the archbishop. Another reason that attracts 

such criticism is because of his membership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But as the CPPCC is not a sin, we should judge the 

message and not the messenger. 

Nowadays, Hong Kong is not a place as worse as in the dark period of May 

Fourth Movement ninety five years ago, where the country was besieged with 

corruption, factionalism, and opium addiction. Neither Hong Kong is a place as 

worse as in Jesus time that was under the oppressive rule of the Roman 

government. Despite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re at odds in their political 

stance, we must faithfully preach the gospel of non-violence and reconciliation, 

even though that may lead to the world's unremitting attack. It is because we 

belong to the kingdom of heaven. Of course, that calls for a lot of courage, but 

that is the cross we have to bear following Jesus. In fact, Jesus had encouraged 

and comforted us in John 15:19-10: “If the world hates you, be aware that it 

hated me before it hated you. If you belonged to the world, the world would love 

you as its own. Because you do not belong to the world, but I have chosen you 

out of the world—therefore the world hates you.” 

Let us pray for Hong Kong and for those who seek peace and reconciliation in 

troubled spots of the world. Blessings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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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卷首語 ) ...... .. 

耶穌第二次哭是為耶路撒冷哀哭。 
耶穌騎著驢進耶路撒冷，走的時候，眾人都

把自己的衣服鋪在地上。當祂快要到城，就為他
哀哭說：巴不得你在這日子，知道關係你平安的
事，無奈這事現在是隱藏的，叫你的眼看不出
來。因為日子將到，你的仇敵必築起土壘，周圍
環繞你，四面困住你，並要掃滅你和你裡面的兒
女，連一塊石頭也不留在石頭上，因你不知道眷
顧你的時候。(路 19:41-44) 

主耶穌也有惱怒的時候。 
耶穌進了上帝的殿，趕了殿裡一切買賣的人，推倒兌換銀錢的人

的椅子和賣鴿子的人的凳子，也不許人拿著器具從殿裡經過。祂又拿
繩子作鞭子，把牛羊趕出去，對他們說，經上記著說：我的殿必稱為
禱告的殿，你們倒使我成為賊窩了。(太 21:12-13) 

殿裡到底有甚麼事情使耶穌這樣生氣？本來聖殿是供人禱告的
地方，而不是買賣的場所，後來為使一些從遠方來的人方便一些，就
把獻祭的必需品賣給客人，賺些小錢；再這樣下去，利用聖殿賺錢的
人越來越多，更有甚的是他們把貨品堆滿在已經奉獻作為別的用途的
地方，並且用不正當的手段獲利，使整個敬拜神的事工，變為商業化，
因而觸怒主耶穌而把他們趕出去。 

關於主耶穌從沒有笑過的傳說，其實是沒有甚麼真憑實據的，只
是一些人認為在新約聖經裡沒有記載有關這件事，便肯定祂是沒有笑
過罷了。這是錯誤的判斷，且也是不正確的。 

無論怎樣，祂是個不大言笑的人，但當祂在露天地方向廣大群眾
作有效的講道，可以想像祂擁有宏亮而有力的聲調，且從祂的談話和
教訓，知道祂是帶著威嚴然而又從容可親。 

在聖經裡頭，笑的含義有時不是指嘻笑而言，反而大多數與笑有
關的章節指另一件事，如驚異，疑惑的暗笑。舉個例，有一次上帝對
亞伯拉罕說，我要賜福給你的妻，將來必有君王從她而出。亞伯拉罕
俯伏在地上嘻笑，心裡說：一百歲的人還能得孩子麼？撒拉已經九十
多歲了，還能生育麼？ (創 17:17) 他的笑，這裡是暗示，他心中的疑
惑和驚異，並非是嘻笑。故笑的含義極其廣範，可能是暗笑、嗤笑、
嘲笑、怒笑、奸笑而不是嘻笑。因此當人家向你發笑時，你要注意對
方的表情及其聲調的高低長短，去分出笑的真正含義，才不致弄錯笑
中的真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