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來我很少做夢，就是有，醒來後就把它忘記了，
或只有記得一小部分，但無法知道整個夢的意思。昨晚的
夢，不但全部記得很詳細，心裡感到異常獨特。 
    我夢見自己，在炎陽當空下，在一條環繞著一座高山
的山坡的大路上走着。我足足化了兩個小時才到達山的另
一邊，那時我感到兩條腿疲倦不堪，且汗流浹背。當事情
辦妥後，我不想由原路走回去，打算試試從山的中間爬上
山頂，然後由山頂走下去，這樣可省去一倍的路程。當我
在猶疑不決之際，我看到一位老人，手牽着一頭馬向我迎
面走來。他好像看出我的心意，於是他極力勸我採取這條
路，同時把他的馬遞給我。我看到他是一位老實且樂意助
人的老人，就向他道謝，隨即上馬向山上風馳而去。我到
達山頂，正準備下山時，不意馬失前蹄，我被拋落地上，
繼而滾向山下，我惶恐不己，大聲呼喊，就這樣驚醒過來，
原來是南柯一夢。 
    定神後，我感到這夢的獨特和希奇，便把它回想幾次，
希望能悟出這夢的真意，或對我有什麽提示。久經反復思
索，我頓然感到我心靈深處，有細微聲音向我勸戒說：凡
事為人，必要腳踏實地，行正直平坦的路，不要鋌而走險；
可像我在夢中受到魔鬼的引誘採取崎嶇難行的捷徑，險些
失去自己的性命。記得在《箴言》裡面，所羅門王曾很清
楚地對我們說：“ 我已指教你走智慧的道，引導你行正直
的路。你行走，腳步必不致狹窄；你奔跑，也不致跌倒。”
（箴言 4:11-12） 
    聖經告訴我們上帝不時藉著夢來啟迪人和提示人。在
創世記裡頭，上帝曽指引約瑟替埃及的法老解夢，向他顯
示埃及將有七年的饑荒，及指示他如何應付的方法。        

話說埃及王法老，有一日做了一個奇特的夢，他     
請了許多術士，卻沒有一個能為他解夢，心裡甚感不     
安。後來他的酒政對法老説，他曾做一夢，幸請到一      
位希伯來的少年約瑟，替他解夢。他按着他的夢圓解，     
結果他的官恢復原職。法老聽了，即差人去召約瑟來      
見他。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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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磯九月的天氣變化很大，月初還是爭秋奪暑，熱浪迫人，崇拜時

開動了三台空調也要用週刊扇涼。月底的天氣卻是秋風送爽，清涼怡人，就

好像為我們迎接兩個快樂的日子而安排似的，真是感謝上帝。九月二十八日

是我們獻堂三十二週年堂慶，兄姊共聚一堂擘餅讚美主，我們更見證了力

斌和以琪的小寶貝梁穎心領洗，她是我們聖加百利堂第三代的基督徒呀！九

月二十一日是使徒聖馬太日，今年的聖馬太日剛好落在主日，所以我們也舉

行了聯合崇拜，一則紀念使徒聖馬太，二則牧師為封職三十年而邀請大家一

起感恩。三十年牧職生涯一晃而過，感恩之情，溢於言表，謹此與大家分享

牧師的事奉體驗。 
     在這三十年間，不斷有人問︰牧師你是怎樣被呼召的？是否聽到上帝跟

你說話之後，你就去上神學院呢？是否你跟上帝許了一個什麼願，而那願實

現了，所以你就去做牧師呢？是否有位德高望重的人鼓勵你，所以你就決定

去領受聖職呢？ 
     通通不是。牧師從未聽過任何從天上發下來的指令要我在教會中受職事

奉，牧師也不是為了報答上帝實現了什麼願望而受職。牧師也不是受到誰的

鼓勵而受職。牧師只是在不知不覺間發現了心中有個念頭，就是︰我今生不

能在敎會中全職事奉上帝，我這一生就白活了。我相信這是上帝的旨意，於

是我就順着它往前一步一步走，走到今日在聖加百利堂與大家一起見證主。 

     在這三十年間，又有人問︰幹了牧師這麼多年，有何所獲？的確，牧師

在物質上是沒有什麼所得的。牧師這些年來真是四海為家，到處住牧宅大

屋，從沒有自置房屋，總希望房價降下來才入市，年復一年，豈料快要退休

了，才發覺要面對“連枕首的地方也沒有”的危機！但這些年來，牧師學會

了耶和華以勒(意即上帝必預備，創世記 22:14)的生活態度，所謂年年難過

年年過，牧師相信上帝到時必有所安排。在非物質方面，牧師所得的就非常

多，我獲得了很多人的信任，分享分擔他們的心事，為他們祈禱。紅白二事，

是牧師職責所在，我往往感受到不少哀傷的人得安慰，不少喜樂的人加增了

喜樂；這些都是金融大亨也難以指冀的回報！還有，在牧職中，我也獲得了

很多誼情，很多尊重(是我不配得的)，也親睹了很多小孩子“長大成才”，

“長大成親”，老懷安慰也。幹了牧師這麼多年，可謂所獲不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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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後，我也曾自問︰若我的牧職可以從新開始，我會怎樣做？我會改變

什麼？答曰：會。我會將更多的精力時間用在團契生活、研經祈禱、及信徒

培訓上。這些年來，我一直將講道置於首位，每週我用很多時間閱讀、思考，

準備講章。我要求自己的講章要新鮮出爐，要本着聖經、按着節期，要適切

當時的會眾，更要資料豐富，不能陳腔濫調叫人打瞌睡。奈何時代變了，比

牧師好的講章在網上比比皆是，只要大家花一點時間在網上搜索，即唾手可

得。況且，牧師觀察多年，發覺教友因聼道而提升自己信仰生命的，實在不

多；好聼的道，教友當然歡喜聆聽，但要將所聼的道結為善果，又是另一回

事了。如果我的牧職可以再來一次，我會用更多些時間與教友退修祈禱，與

他們旅行、做飯、洗碗、佈置聖誕、參加他們子女的畢業禮或演奏會…。生

活才是硬道理。我無意把講道的重要性貶低，我只是強調，活出上帝的道來，

同樣重要。 
     這三十年來，上帝給我很多良師、很多知交、很多朋友、很多屬靈子女，

實在銘感於心，溢於言表。感謝上帝，主佑大家！ 

你的牧師 

盧君灝 

                禱  告 
善義的泉源 

上帝啊！你是我的希望與堡壘。我將我的困難與悲
愴交給你。沒有主在望的時候，人間一切不過是   
萎弱，無常。朋友是不能幫忙，強有力者是不能扶
助，明哲的冊籍是不能浣慰，宏麗的房舍也不能供
我的藏息 ─ 除卻有主的援助，堅振，安慰與教
導。你是善義的泉源，在主裡的希望是你僕人們無
量的安慰。我因此舉目瞻仰你，倚靠慈愛的天父，
我的   上帝。阿們。    

─ 多瑪，阿肯比斯 (1380-1471) 
 

普世的教會 
恩慈的天父，我們為普世的教會祈求主。使她充滿真理與和平。在有
敗壞的地方，廓清她的污垢；在有錯過的地方，啟迪她的愚蒙；在有
狂妄的地方，糾正她的謬誤。以色列的聖主啊！求你改造她的過錯，
堅振她的善義，補足她的欠缺，醫治她分裂的創傷，使她康復，再成
一體。阿們。           ─ 羅特總主教 Archbishop Laud (1645) 

 

(以上禱文選錄自《鹿津集》‧李兆強牧師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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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NG, Jane 龍黃荃卿 10 月 1 日  LI, Jingjia 李競甲 10 月 9 日 

WONG, Tie Bing  黃吳鐵冰  10 月 1 日  LIU, Xue Song 劉雪松 10 月 10 日 

HUANG, Yue 黃月 10 月 1 日  KWAN, Carol 關鄭桂好 10 月 12 日 

KWAN, Dalphine 關明華 10 月 3 日  CHAN, Benson 陳紀年 10 月 15 日 

KWAN, Grace 關文婉 10 月 4 日  WONG, Sandy 王黃學君 10 月 17 日 

CHAN, Yun Ping Choi 陳蔡婉萍 10 月 5 日  WONG, George 黃家榮 10 月 19 日 

CHU, Dorothy 李慧儀    10 月 5 日  WU, Fei-Wen Li 吳李霏雯 10 月 19 日 

ZHANG, Rei Helen  張睿 10 月 5 日  CHEUNG, Charles 張茂棋 10 月 24 日 

WANG Ying, Carol 王穎 10 月 6 日  LO, Peter (the Rev.) 盧君灝 10 月 24 日 

WANG Siyu 王泗予 10 月 7 日  WONG, Pui Patricia 黃佩玲 10 月 25 日 

YIN, Debra 沈德珮 10 月 9 日  LEUNG, Ada 梁鄭國貞 10 月 27 日 

HUNG, Aida 洪彭瑋溱 10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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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4/2014 聽盧君灝牧師講道小札記 ---- 饒恕 

有人在查經班提
問：我們不是在受洗時
已得永生的恩賜嗎？
為甚麽死後還有審判
呢？“ 

今天的福音經課
有很好的回答。(馬太
18:21-35) 就是關於
“饒恕”。舊日香港，
有一句熟語是嘲笑消
防員救火的：“有水放
水，無水散水”；有賞
錢就射水救火災，無錢
就不理。無獨有偶，2011 年美國田納西州消防局也有“No pay no 
spray”的事件。照世上的尺度，不付錢，不給服務，是合法理的；不
盡力救火，讓他屋子燒了，讓他得教訓，“不見死”的人，懲罰有理
嗎！...，人之常情嗎！...。 

但屬天的智慧，卻是另一囘事。福音中欠一千萬銀子的僕人，這
數字是天大的，僕人自己和主人都知道償還不了。但主人“動了慈
心”，就免了他的債。 我們受洗時，所有的罪債也得以一筆勾銷，
像這個被免債的僕人一樣。而僕人對他的朋友所為，（朋友欠他十兩，
他就下他到監獄，）也是合法，欠債就被下監牢。欠一千萬兩和欠十

兩（大約三個月的工資）是多麽大的差別啊！
但他不“饒恕”他的朋友。 

“饒恕”的本質是甚麽？是恩典! 我們不
是努力做了什麽，才得到恩典，是上帝白白賜
給我們的。凡事都有屬性，例如三角形的屬性
是三條邊。恩典的屬性是“流動”。今天創世
記 50：15-21，被賣的約瑟得到恩典，在異地
他鄉做了宰相，恩典由他鄉流轉囘到自己的家
鄉，賙濟受災荒的家人兄弟。 

上帝由水管的一端輸送“恩典”給我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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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到生命的盡頭，這水管是我們一生恩典流動的途程。如果沒有流
動，即喪失了恩典，所以死後還需接受審判。我們不饒恕人，就表示
我們堵住水管，恩典被堵住而不流動，即喪失了。我們受審判時需為
自己所為而負責。等一下我們讀認罪文時，靜默片刻，心中浮現我們
未能饒恕的人，求主幫助我們！ 
 

9/21/2014 聽盧君灝牧師講道小札記 ----聖馬太日 

今天是聖馬太日，下一個
聖馬太日又逢主日將是 2025 
年了。今天也是牧師封聖職三
十周年，牧師很高興和大家一
起唱歌、祈禱、讚美上帝；他
要藉著三幅名畫來說說聖馬
太。在梵蒂岡東行半小時的聖
路易堂，其中的一個小教堂内
有三幅畫， 是文藝復興時代的

米基蘭開羅畫的，當中介紹聖馬太的蒙召，聖馬太受聖靈啓示而默寫
聖經，和聖馬太的殉道。  

聖馬太的蒙召： 這幅畫裏有五個人，聖馬太和他的夥計們正在
數錢，一日的營收好壞関係大家的生活，所以大家神色緊張。 這時
候耶穌卻走進來，說“跟從我”。他是向大家說的，就好像他常常邀
請人一樣；他伸出“友誼之手”，邀請人與他同行。畫中兩人不耐煩
的囘望耶穌，另一人不理會耶穌，繼續數錢。只有馬太說：是我嗎？ 
所以他跟從了耶穌。 

聖馬太默寫馬太福音： 跟隨了耶穌，馬太不再錦衣玉食，圖中
他没鞋穿，赤著腳。他在地上一窮二白，他的愛轉了方向。他的名字
不是稅吏，他是基督的使徒；他不與稅吏為伍，他與耶穌常相左右；
他不再數錢，他寫耶穌愛的故事。圖
中有天使，天使的手好像數算著甚
麽。天使在幫馬太默寫經文佈局。啓
示他五大講話，天國八福，十三比喻，
八個批判，五個講道。 

聖馬太的殉道： 此時馬太穿著主
持聖餐的禮服，被劊子手推倒在地。
劊子手持利器欲刺死他，他快要没命
了。劊子手幾乎赤身露体，這表示兇
惡的人，其實一無所有，生命很虛空。 
圖中所有的人，都目瞪口呆，驚怕萬
分，只有馬太不怕。因爲他看見別人
無法看見的，他看見天使把代表勝利的棕樹支交給他，他的殉道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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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的最大勝利。 圖中有一人不甚起眼，憂愁戰兢的看著馬太殉道。
他就是本畫的作者。1500 年前他見證馬太的殉道，也為我們見證，
他的見證是超越時空。  
我們應當效法聖馬太，一聽到主的呼召，立刻跟從主。  
“跟從我，聖日同上聖殿。 

跟從我，學習我的謙卑。 
跟從我，饒恕你的敵人。 
跟從我，放下你的憂愁。 
跟從我，服侍你的鄰舍。”  

By: April Wong 

As the summer slowly slipped away, Sunday school is welcoming our 

children once again! In our first session back from summer, we worked on 

a small but fun project related to the second most important festival of the 

Chinese culture: Mid-Autumn Festival. 

The Mid-Autumn Festival falls on the 15
th

 

day of the eighth lunar month. This year, 

the Festival was on Monday, September 

8
th

. The moon looks 

round, big and bright 

on the 15
th

 day of 

each lunar month 

and the ancient 

people select the eighth month on the lunar calendar 

because it is a season when crops and fruits are ripe 

and weather pleasant. During the festival, all family 

members or friends meet and enjoy food on the table, while looking up at 

the sky witnessing a big and round moon. Back to the little project we did 

in our Sunday school, we were inspired by the festival to make a lantern. 

So we used colorful papers and crafted it into a lantern through folding, 

cutting, and arranging the papers. It was a delight seeing the children 

work on their lanterns. I wish everyone a belated Happy Mid-Autumn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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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緬甸的機票買好之後，就想到一個問題。緬甸人吃什麼？緬甸菜是

什麼味道樣式？ 

於是依着 1430 電台的廣告，去了一

家說是賣緬甸菜的餐廳，打算嘗過後有個

底。誰知打開菜牌一看，涼了半截。這餐

廳賣的可說包羅萬有，從日本壽司、拉

麵，到薯條、漢堡都來了。緬甸菜嘛，就

歸在滇緬泰那一欄裏，菜式能有多道地，

可想而知。吃罷回家，對緬甸菜的印象，

完全說不上來。 

既然這樣，就定下了心，去了再體驗吧。結果，是喜歡上了緬甸的吃，

其中以麵線、咖哩和芒果印象最深刻，。 

    先說他們的 mohinga「莫興卡」。 Mohinga 可以說是緬甸的國食，猶

如美國的漢堡包，香港的雲吞麵。從挑着扁擔沿街叫賣，到市集攤檔，到茶

室餐廳，都可以吃得到。在緬甸的每天早餐，都來一碗 mohinga, 對它真是

情有獨鐘。 

Mohinga 是一種魚湯米綫。把鮮魚加上佐料熬成湯底，澆在燙熟的一

種米做麵線上，加上林林總總的香菜配料，就成了一道緬甸人的 comfort food.

窩心食物；不是嗎，緬甸人認為早上要吃上一碗，那一天才過得踏實。 

熬 mohinga 的魚湯，複雜費時。賣者一般都是每天一大早熬上一窩，

賣完即止。在緬甸不同的地方，所用的魚和配料都略有不同，但吃來都是湯

濃味鮮，加上米線米香飄逸，伴着香茅、蕉莖、胡荽、青檸一眾配料的裊裊

香氣，令人垂涎欲滴，一吃鍾情。 

    中國人見面寒喧會說：「吃飯沒？」緬甸

人會問對方：「吃咖哩了嗎？」不錯，緬甸人

飯必咖哩。在餐廳打開菜單，就是咖哩，要選

的就是看要配雞、鴨、羊、魚、蝦還是蔬菜。 

十九世紀間，英國人發動三次侵略戰爭，

終於在 1885 年覆滅了當時一統緬甸各部的貢

榜王朝，吞沒了緬甸。緬甸受英國殖民統治，直至二戰後，才在 1948 年脫

離英國獨立。在英治期間，緬甸被劃為英屬印度的一省，受英派印度總督管

轄。當時印度人在緬甸自由出入，現在還有很多印度人在緬甸謀生定居，在

大城市如仰光見到不少宏偉的印度廟和印人商店餐館。緬甸在宗教、文化、

飲食等自然受到印度的影響。因此，緬甸人嗜吃咖哩就變得順理成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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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咖哩與它的印度同宗最大的分別，是緬甸咖哩不辣，不放辣椒、黃

薑或胡椒。用的配料是洋蔥、大蒜、青檸、椰汁、蕃茄，另外也用上蝦醬、

魚露等。咖哩味鹹鮮而帶微酸，風味口感跟星馬、泰國、印度咖哩都很不一

樣，是一種很有性格的食制。 

緬甸盛產水果，以西瓜、木瓜、榴槤、山

竹、芒果、荔枝、香蕉、柚子為大宗，北部山區

則有草莓、葡萄。在緬甸旅行，很容易品嘗到新

鮮價廉的各式水果，其中以芒果令人念念難忘。 

喜歡吃芒果的人，都知道以菲律賓的呂宋芒

果為上品，取其肉厚多汁，香味馥郁，入口甜膩。

不過，挑剔的芒果食家寧取印度 Alfonso 阿芳

索芒果。阿芳索外皮帶點龍眼的清香，果肉赤紅

瑰麗，入口細膩無渣，添着幾分椰子香，被 譽

為芒果中的極品。阿芳索雖然外銷全球，產量其

實不多。在香港，只有生果辨館(水果精品店)偶而有賣，在一般市場超市是

買不到的。 

    可是，只要嚐過緬甸芒果，就會覺得稱什麼芒果為極品是有點僭妄了。 

是的，緬甸芒果才稱得上極品。它其貌不揚，個頭不大。成熟的果皮果

肉都是淡黃而略帶青氣。它的香味含蓄，不若呂宋、阿芳索般擺在那裡就香

聞十里。但把它湊到鼻端，一股像茉莉花的幽香就鑽入鼻管，使人心曠神怡。

剝開果皮，帶着淡淡桂花香氣一衝而出，登時盈香一室。其肉細緻滑腴，如

啖凝脂。其香韻如縷，在舌尖喉間邇久不去。 

抵緬甸第一天，酒店送來果盤，內裡有一只這芒果，一吃之下驚艷不已。

此後每天必定從市場捎一筐回住處，大快朵頤。後來回到美國，再吃墨西哥、

夏威夷芒果，只覺索然無味。正是曾經凔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 

緬甸 1948 年獨立，成立聯邦政府。1962 年軍事將領奈溫發動政變奪

取政權，成立軍政府，把緬甸塑造成社會主義國家，以鐵腕極權統冶，私產

收歸國有，實行鎖國政策，剝奪民主，箝制人民自由。結果呢，一如其他獨

裁共產國家，自然是把這個曾經是東南

亞最富庶的國家，曾經是世界稻米外銷

冠軍的國家搞得一窮二白，民不聊生。 

緬甸人雖然稟性淳厚，篤信佛學，

但一直以來都為應有的民主勇敢抗爭，

不惜流血捨命、流放坐牢。他們的犧牲

不是沒有結果的。 緬甸近年逐步開放，

軍人政權逐步轉移給文人政府，釋放政

治犯，取消新聞和出版禁令，開放地方

及國會選舉，開始還給人民民主自由。在緬甸旅行期間，拿着智能手機本地

外國網站自由溜覽，Google、Facebook 通行無阻，WhatsApp、 WeChat 往

來無礙。一兩年前這是無法想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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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方面，也從社會主義計畫經濟轉向自由市場經濟，民生因此得到顯

著改善。希望緬甸繼續朝民主自由大步邁進，很快回復昔日光輝，讓芒果可

以如印度阿芳索行銷世界，mohinga 像越南 Pho 在國外大放異彩，則饞人

有幸。 

 

; 

 

 

傳道書 3:7-8 節的經文“撕裂有時，縫補有時；靜默有時，言語有時；

喜愛有時，恨惡有時；爭戰有時，和好有時”。 

當今社會，世界各處都有戰爭衝突，犯罪，屠殺和破壞，

烏克蘭、伊拉克、敘利亞、加沙、非洲...全球各地戰爭不斷。

到處充滿著指責與紛爭，甚至不惜用戰爭這麼殘忍的手段，

去達到自己的目的。 

戰爭的根源，是政治的相互紛爭。著名的軍事理論

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曾經說過，“戰爭是政治的延

續”。在現在這個社會，戰爭的出現不僅不能停止戰爭，

反而更容易醞釀出下一場戰爭。英國作家及社會評論家赫伯

特·喬治·威爾斯曾經出版《以戰止戰》(The War That Will End War)

一書，鼓吹只有通過戰爭的方式才能結束德國軍國主義造成的第一次世界大

戰。但是實際上，歷史卻清醒的告訴我們，解決戰爭的方式只有和平。正如

英軍將領 阿奇博爾德·珀西瓦爾·韋維爾所說“經過以戰止戰，他們（三巨頭）

卻以和平結束和平”。 

歷史總是驚人的相似，卻不能讓世人反省。在戰火燃燒的土地上，那流

離失所的孩子，危在旦夕的生靈，被戰爭破壞的美麗家園，總是讓人忍不住

歎息淚流。 

在這個時候，總是忍不住地想，我們是多麼的幸運，遠離戰火的紛爭，

遠離槍炮的轟鳴。在街角，在路旁，常常能夠看到孩子們在綠蔭下嬉鬧；人

們互相謙讓，以禮相待；鳥兒在藍天下自由歌唱。 

上帝的獨生聖子耶穌基督為我們釘上十字架，流寶血洗淨我們的罪孽，

將和平的種子播撒在世間。教我們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地愛著這個世界，愛著

周圍的人們。主上帝，我們的聖父，和平的君王。請您再一次憐憫我們，憐

憫這個世界，讓理解和信任，忍耐與包容充滿人們的心間。 

我們的世界，曾經歷撕裂，但是現在卻是縫補的時候。我們的心靈，曾

充滿恨惡，現在卻充滿喜樂，福杯滿溢。為這世上受戰爭磨難的人們禱告，

願和平降臨人間。 

願天父悅納我們的禱告。              (刘晓丹 xdl2006@gmail.com) 

劉 曉 丹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AB%E4%BC%AF%E7%89%B9%C2%B7%E4%B9%94%E6%B2%BB%C2%B7%E5%A8%81%E5%B0%94%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8%B5%AB%E4%BC%AF%E7%89%B9%C2%B7%E4%B9%94%E6%B2%BB%C2%B7%E5%A8%81%E5%B0%94%E6%96%AF
http://zh.wikipedia.org/wiki/%E5%BE%B7%E6%84%8F%E5%BF%97%E5%B8%9D%E5%9C%8B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7%AC%AC%E4%B8%80%E6%AC%A1%E4%B8%96%E7%95%8C%E5%A4%A7%E6%88%B0
http://zh.wikipedia.org/wiki/%E9%98%BF%E5%A5%87%E5%8D%9A%E5%B0%94%E5%BE%B7%C2%B7%E9%9F%A6%E7%BB%B4%E5%B0%94%EF%BC%8C%E7%AC%AC%E4%B8%80%E4%BB%A3%E9%9F%A6%E7%BB%B4%E5%B0%94%E4%BC%AF%E7%88%B5
mailto:xdl20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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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融駿  

 

對於一個出生在台灣，年近五十，篤信道教神明，慣于求神問卜來尋
求人生指引的人來說，要改變信仰幾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了。 
    但這真的就在幾周的時間裡，發生了。 
    在 2013 年來美國前，我去了篤信的廟
中求了平安符，期望在初到美國這異鄉
後，能一切平安順利，但心中也早做好不
會那麼順利的準備。也真的，在芝加哥的
這一步走得沒那麼平穩。但身處一個沒有
寺廟的都市，我該去哪兒找神明開示呢？ 
    幾個月後，我帶了一些缺憾回到台灣。 
    一位交情非常深的好友突然告訴我，
他要受洗成為基督徒了。但明明在離開台灣前，我從未聽他提過基督教的事
情，我心想：這未免也太奇怪了吧！當時我心裡突然冒出個念頭，那就去看
看這教會葫蘆裡在賣什麼藥吧。所以我請這位朋友在週日帶我去他即將受洗
的教會「瞧一瞧」。我遲到了半小時，牧師早已在台上講道，台下許多人或
是專注地看著台上或是低頭禱告，整個禮拜堂呈現一種平和的氛圍。但我也
真的不是因為想聽福音而去的，所以待牧師講完道後，就離開了。 
    離開後，回想著方才在教會所見畫面時，腦中突然被直接灌入了一句
話：「你要相信我!」。我當時對於這句話其實感受蠻震驚的。於是第二周我
請朋友再帶我去。我很完整的參與了整場主日崇拜。但我什麼都不會，連禱
告的雙手怎麼放都是個問號。結束後朋友請了一位牧師為我禱告，那種感覺
當然是很平和寧靜，但也僅只如此。 

第三周我照常準時抵達教會，也完整經歷了當天的主日崇拜。結束後，
朋友請了另外一位牧師，為我即將離開台灣的創業之行禱告，我當然非常願
意。於是牧師握住我的雙手，我的左右也各是我熟悉的人。 

    禱告開始，我感覺到背後有隻溫暖的手觸摸著我，我
知道那是我朋友的手，所以沒想太多。於是在禱告的這幾
分鐘裡，我很專注的聽著牧師的禱告語，也感受背後那溫
暖的碰觸。 
    禱告結束，我向牧師道謝後離去。在路上我問朋友剛
剛為何要把手放在我的背，我朋友告訴我，「我的背後沒有
任何人」。 

我心中霎時只出現一個答案，那.....是「上帝的手」。  
三個星期後，我受洗成為基督徒。但是我真的什麼都不熟悉，甚至對於

基督教的完整教義是什麼都還不完全清楚。但是我卻已經是個真正的基督
徒。 
    家中長期篤信媽祖，但我改信基督教並沒有告知家人，所以當時我做好
被母親指為大逆不孝的心理準備，向她暗示說：「我可能要改信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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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我看到母親面露疑惑與失望的神情，但隔天她卻告訴我：「我知道你已
經信了，那就信吧！祖先牌位就交給你弟弟去拜好了。」 
    我必須承認我不是一個夠認真的基督徒，我
連新約都還沒讀完一半，但是我卻從聽到上帝的
那一句話當天開始，就放下了原來的傳統信仰，
而且開始透過禱告，向上帝訴說我心中的疑惑。
因為我知道祂真的就在我身邊。 
    2014 年八月初，我準備從芝加哥去舊金山開
始我第二年的創業之路。但我還沒有美國的信用
資料，沒有人願意租屋給我，也找不到相關行業
的專業人士。就在陷入這嚴重的疑惑時，我向上帝禱告。隔天有一位朋友建
議我「你為什麼不試試看洛杉磯？」。因為在當地沒有朋友，所以我從未把
洛杉磯列入考慮。但我心想就硬著頭皮去試試吧。於是我在隔天開始找房
子，也透過朋友介紹但未曾謀面的人那裏，尋求認識業內專業人士的機會。 
    就在一天之內，這兩件事竟然都解決了。而且我竟然還意外地獲得了一
張到洛杉磯的免費機票。幾天後，我來到了洛杉磯。 
    在受洗後的半年多裡，我常常聽見一些資深的弟兄姐妹告訴我「你還是
隻小羊，還需要更多的牧養」。我真的是這樣的，因為我常常對於聖經內容
有很多疑惑，也記不住太多完整的經文。不過我卻從成為基督徒後就很自然
地「把自己交給主，讓祂來帶領我」。而且就在信主這半年多的時間裡，我
已經多次得到了祂的指引，所以我現在在洛杉磯，開始我在加州的創業之路。 
    來了三周後，工作進行得很順利。而且我的新工作夥伴竟然也是一位基
督徒。 
     我在每一天的禱告中，都會向上帝說：「請你帶領我，賜給我所需要的
能力與勇氣，讓我成就你把我帶來洛杉磯後，想要我成就的事。」 
    接下來在洛杉磯還會怎麼進行，目前還不知道，但是在成為一個基督徒
之後，對人生的道路不再迷惑的這點，我非常地確信「有主在帶領著我。」 

      ******** ****** ****** 
後記：這附近這麼多教會，為什麼
會選擇聖公會呢？ 
 
我初到這裡的第三天在附近散步
時，偶然間經過了一個教會，建築
物讓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每逢週
日必定去教會主日崇拜的我心
想，那就去這間教會吧。說真的，
我剛剛踏進去時，真的誤以為我踏

入了一間天主教堂。直到我看見當日讀經中有新約的經文，我才確信這是基
督教會。而這裡的儀式帶給我的感受，是我在台灣所沒有經歷過的古典式的
主日崇拜，讓我感受非常的深刻。 
    我也相信，來到這裡是上帝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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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瓜（二） 

醃黃瓜 
醃黃瓜，可當小菜，也可當零食，也可做配菜，例如：當你製作“脆

皮大腸”，上碟時在脆皮大腸邊緣圍上一圈醃黃瓜，既好看，又好吃。 

醃黃瓜的做法多種多樣，在此向大家介紹在廣東較流行並適合家庭製

作的做法： 

（1）將新鮮黃瓜洗淨並瀝乾水，依你的喜好切好，例如：條形、圓形； 放

到一個容器裡，灑上食鹽（黃瓜 1 磅用鹽 1/3 茶匙）拌勻，醃 20-30 分鐘後

即用水沖泡去掉鹽分，撈起瀝去水份待用。也可以加入少許紅蘿蔔，切法與

黃瓜切法相同。 

（2）調校糖醋汁。用料及重量配比：高濃度白醋 1.5 / 涼開水 1.5 / 白糖

（也可以用冰片糖或黃片糖）2.0。將上述的材料混合，攪拌至糖完全溶解，

再加入辣椒少許，蜜糖少許。 

如果你所用的白醋濃度較低，就應該減少甚至不用涼開水。 

由於各人對糖醋汁的口感要求和對味道的喜好不可能都相同，所以我

提供的搭配比例只是給你參考的，當你調校糖醋汁時應該把材料備好，先用

一半混合，嚐嚐味道，酸味不足就加醋，甜度不夠就加糖，濃度不夠可以減

少水量。當你對調出的糖醋汁味道滿意時，這個配比就是專屬你的糖醋汁黃

金比例了。 

（3）將瀝乾水的黃瓜和紅蘿蔔放入一容器中，加入調好的糖醋汁（以

剛浸過黃瓜紅蘿蔔為好），蓋好後放到冰箱保鮮格裡，十二小時後就可以食

用了。 

      `*****  ***** 

囉嗦幾句： 

（1）同樣的製作方法，可以做“醃蘿

蔔”，用白蘿蔔、紅蘿蔔，切絲醃製。 

（2）不少人反映調校糖醋汁，調多了

太浪費，調少又不夠用，不知如何確定恰

當的量。告訴你一個簡便的方法：請你在

用水沖泡用鹽醃過的黃瓜或蘿蔔等材料時，先用水將材料浸過，以剛浸過為

好，然後將水倒出來，稱稱這些水的重量，這重量的 80% 就是調校糖醋汁時

用水和用醋的總重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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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ptember temperature in Los Angeles frustrates quite a lo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we were hit by a scorching hot. I remember we switched 

on all 3 air conditioners in the church, we still need to fan ourselves with the 

Sunday bulletin. As the days approaching late September, we can feel the lovely 

fair breeze of the autumn, which seems to be a gift from heaven to mark two 

happy Sundays with St Gabriel’s in late September. On the Sunday of September 

28, we celebrated the 32
nd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St Gabriel’s Church. 

We gathered joyously to praise the Lord and break bread. Our joy was redoubled 

by witnessing the christening of Heidi, the little daring of Alex and Krista, the 

third generation in our congregation! On September 21, it happens to be the feast 

day of St Matthew the Apostle. We had a joint service to mark this special day, 

firstly to remember the Apostle in the fellowship of the saints, secondly to offer 

thanks for my 30
th
 anniversary of ordination. Thirty years, just a flash! My 

gratefulness is more than my words can express, and I would like to share about 

my life in ministry in these years. 

During these years, I have always met someone come up with a curious question: 

how do you get into the ministry? Did you hear God calling you, so you go to 

the seminary? Or, did you get a dream fulfilled by God, so you go for ordination? 

Or, did you get any advice or encouragement from some respectable person 

before you determine to be a priest? 

Absolutely not. I have never heard any calling from above. I take my ministry 

not because of repaying God for fulfilling my wish. Neither have I been 

motivated by any respectable person to consider ordination. One day in the past, 

I suddenly found a conviction deep in my heart that I’ve got to serve God in the 

Church, otherwise this life will be wasted. I believe this is the will of God, and I 

just followed step by step as I was guided, until now, serving God together with 

you, at St Gabriel’s. 

In these thirty years, people sometimes come up asking: Hey, as a clergy for so 

many years, have you ever take stock? What have you got from your ministry? 

In material terms, I’ve got very little. In these years my family and I had been 

moving around because the relocation of my ministry. Yet we do enjoy the 

comfort of big clergy residence provided by the church. But I have never had a 

house of my own, though I had wished to buy a property when the housing price 

drops. Now, the retirement is approaching, so far the housing market had n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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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opped to the level that I can afford. I am hopeless! And I am exposed to a 

danger that “nowhere to lay my head!” Anyway, I have learnt the meaning of 

Jehovah-Jireh, (meaning “the Lord Who Provides” Genesis 22:12-14) through 

these years, and I just leave it to God’s providence. However, on nonmaterial 

terms, I am quite well off. It is because of my duty, I’ve gained the trust of many 

people, and I’ve got the chance to share and to shoulder the burden of others. In 

my ministry for the funerals and weddings, I could see many mournful be 

comforted, many happy souls be cheered. This kind of reward surpasses the 

rewards of any financial tycoon. Moreover, I’ve got lots of friendship, lots of 

respect (which I deserve not), I’ve also seen children grown, they graduated, and 

they set up their family. What a satisfaction! I am highly rewarded by my 

ministry. 

After all, I questioned myself: shall my ministry be possible to start from scratch 

again, what would I do, what would I avoid? Answer: I would put in more effort 

in running fellowship, in bible study, in prayer gatherings, and in discipleship. 

For these years, I have put preaching in the first place, and I have used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 preparing my sermon. I try to read and study as extensive as 

possible, I try to offer a tailor made sermon for my congregation, I demand my 

sermon being in line with the Scripture readings of the day, and the liturgical 

sense of the season. I insist my preaching be free from hackneyed phrases and 

should not be drowsy to the congregation. However, the situation is different 

now. If one really looks for quality sermon, they could go to the internet, where 

loads of good sermon (better than mine) are widely accessible. Moreover, my 

sincere observation in these years tells me that few are spiritually changed 

because of my sermon. The members like interesting sermon, but don’t expect 

the sermon would automatically turn to fruits in their life. Hence, if I can restart 

my ministry, I would put in more effort and time with the congregation going to 

retreat, to travel, to cook, to wash up, to decorate the Christmas tree, to join them 

in their children’s graduation or recital… to live with my flock is the effective 

way to influence them. To bombard them with my sermon every Sunday need 

not be the best way. I don’t mean to play down the importance of preaching, I 

mean to get the Word of Lord into their life is equally important. 

In these thirty years, through my ministry, I have got a lot of good counselors, 

many good friends, many peers, many children in the church family. My 

thankfulness to God is beyond words! Bless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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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卷首語 )  ... ... 
約瑟急忙剃頭刮臉換新衣來到法老面前。法老對他説：我做了一個夢，

沒有人能解，聽說你聽了後就能圓解。約瑟回答法老說：這不在乎我，上帝
必將平安的話回答你。法老就對約瑟説：我夢見我站在河邊，有七隻母牛從
河裡上來，又肥壯，又美好，在蘆荻中吃草；隨後又有七只母牛上來，又輕
弱，又乾瘦，在埃及遍地我沒有見過這樣醜陋的母牛，把以先的七隻肥母牛
吃了，我就醒了。我又夢見一棵麥子長了七個穗子，又飽滿，又佳美；隨後
又長了七個穗子，枯槁而細弱，被東風吹焦了。這些細弱的穗子吞食了那七
隻佳美的。約瑟對法老說：你的兩個夢同是一個，上帝巳將所要作的事指示
法老了。七隻好母牛是七年，七個好穗子也是七年；那後上來的七隻又乾又
瘦又醜陋的母牛和那被東風吹焦的穗子也是七年，那是七個荒年，上帝已將
所要作的事顯明給法老了，埃及遍地必來七個大豐年，隨後又來七個荒年，
所以法老要揀選一個有智慧聰明的人，派他治理埃及地。法老便對他的臣僕
說：像這樣的人，有上帝的靈在他裡面，我們豈能找得着呢。他就封立約瑟
為宰相去治理埃及地，立即計劃去預備處理將要到臨的七個荒年。他在七個
豐年期間，實行徵收各個城市的米糧五份之一，聚斂起來，存放在各個城裡，
以備七個荒年的供應。七個豐年一完，七個荒年就跟着來了，因此各地都受
到饑荒的打擊，惟有埃及全地有足夠的糧食供給它的百姓。 
    假如沒有法老的夢，假如沒有上帝的靈在約瑟裡面去啟迪他，又假如法
老沒有立即叫約瑟去防範未然及去應付那未來的七個荒年，埃及全地勢必遭
到饑荒所滅。 
    上帝的愛是無微不至，祂常藉着夢來教訓人，啟迪人和勸戒人，還有祂
應許我們：“耶和華遇見他在曠野─荒涼野獸吼叫之地，就環繞他，看顧他，
保護他，如同保護眼中的瞳人。”（申 32: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