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約聖經裡頭，我們能找到主耶穌在開始工作的三

年內，在各地所行的各項神蹟；當中有三十五項神蹟有人

名、地名的詳細記錄，如下： 

    醫治身體十七件 

    勝過自然的力量九件 

    醫治被鬼附的六件 

    使人復生的三件 

祂走遍各城各地，醫治各種各樣的病症。 

主耶穌是在一個小地方拿撒勒長大，祂離開拿撒勒開

始祂的工作後，祂的鄉民聽聞耶穌在別的地方行過不少神

蹟，就覺得祂應該回到自己的家鄉行更多更大的神蹟，好

讓他們看。他們說：“你在迦伯農所行的事也當行在自己

的家鄉裡。”他們的意思是說：假若你行神蹟給我們看，

我們就信你，不然我們只能視你是木匠的兒子。耶穌看透

他們的心。 

   下面這段經文告訴我們主耶穌為何不在祂的家鄉多行

神蹟：“耶穌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裡教訓人，甚至他

們都希奇，說：這人從那裡有這等智慧和異能呢？這不是

木匠的兒子麼？他母親不是叫馬利亞麼？他弟兄們不是叫

雅各、約西（有古卷：約瑟）、西門、猶大麼？他妹妹們不

是都在我們這裡麼？這人從那裡有這一切的事呢？他們就

厭棄他（厭棄他：原文是因他跌倒）。耶穌對他們說：大凡

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 耶穌因為

他們不信，就在那裡不多行異能了。”(太 13:54-58) 

主耶穌雖行了許多神蹟，但有些神蹟是用來證實祂向

群眾聲言祂在世間的使命，預言或在某一重要事件的發生

才施行出來的：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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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上帝，牧師勝利“登陸”了！ 

勝利？相對一群長者而言，六十歲算是甚麼？八九十歲高壽的人多的是！牧

師的勝利在於活得比雍正皇帝長，儘管雍正皇帝是一國之君－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然而，他在地球上只活了五十八個寒暑（1678

年－1735 年）。這是叫我們明白，若非上帝允許，我們要多活一秒鐘也不

可能，即使像雍正皇帝那麼傑出、那般文才武略，若上帝不容許他登陸，他

也只好就範。牧師平安“登陸”，勝過雍正皇帝在世的日子，不算是勝利麼？ 

感謝上帝，牧師在一個快樂的旅程中，一家團聚，共慶這“登陸”的時

刻；而這也是另一方面的勝利。一家團聚，看似平常，但其實是上帝的恩典。

牧師乘團聚之便，一家人到風光如畫的九寨溝旅遊。前往九寨溝，要走過一

段長長的路，途中經過 2008 年汶川大地震的震源映秀鎮及汶川、都江堰等

重災區。地震前通往九寨溝的山路已被一堆一堆的大石堵塞了，不少路基也

斷裂了。我們所走的，是一條修在舊路旁的高速公路。在路上，我們看見大

石頭堆積成像一簾一簾靜止了的瀑布一樣，從山上滾到山腳，可知當日發生

地震時，是如何驚心動魄！但沿途我們也可以看到，人的意志力、愛心與智

慧如何重建災民的家園。導遊介紹，途中所見的新房子都是地震後重建的，

都有防震設計，比以前的舊房子寬敞舒適得多。可是有些村落，沒有一所房

子是一家人同住的，因為每一家人都有成員在地震中喪生了，甚至有些房子

只有一人居住，因為其他家人都死光了。一場地震，成千上萬的家庭瞬間就

陰陽相隔！導遊也有感而發的與我們分享，當日若她的團友不是在機場遺失

了行李而折騰了大半天，於是被迫更改了行程，她很可能像他的同行一樣，

就葬身於眼前某一大堆石頭之下，與自己的家人永別了！所以，面對風雲難

測的人生旅途，牧師在登陸時可以一家團聚，實是上帝的恩典，也是另一方

面的勝利。 

上帝所創造的九寨溝已列入《世界自然遺產名錄》，其優美是難以言喻

的，就是照片也不能。例如五彩池，因池裏的碳酸鈣質，葉綠素的深淺不同，

同一湖泊裏，就呈現不同的顏色，有的水域呈蔚藍，有的呈淺綠，有的呈粉

藍，有的呈橙紅，變化無窮。九寨溝的美景多不勝數，不是一兩天甚至一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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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就可以盡 的，故此有”九寨歸來不看水”佳話。置身如此美景的人有

一種莫名其妙的喜悅，並有一種衝動，要把自己交織在這大自然的美麗懷抱

中。牧師有自知之明，一早已準備好自己心愛的照相機，又充好電備用，準

備在這登陸之際，盡飽攝影之樂。豈料拍攝時才發覺照相機沒有裝上記憶

卡！當時真是很敗興，生氣自己這麼疏忽。但苦惱沮喪又如何，自己已置身

在這美景中，莫非要終日愁眉苦臉，耿

耿於懷，把整過旅程都毀了嗎？所以我

很快就恢復過來，只好用隨身的 iPad

充當照相機，效果當然就不能要求太高

了，雖然是美中不足呀，但一家人仍可

自娛自樂，繼續快樂的旅程。美中不足

是人生的一部份，誰也不能免疫，這道

理我很早就知道，並開導他人去實踐，

然而自己卻不當一回事！數十年來，不

知坐困愁城多少趟，自己不知說了多少

意氣話，不知作了多少自以為是的荒唐事，都是因為自己強求事事如意，十

全十美，不甘接受美中不足的結果。現在牧師已屆耳順之年，耳順了，我突

然明白這道理了。從自以為知到確知，這是牧師”登陸”時第三方面的勝利。 

主佑大家！ 

你的牧師 

盧君灝 

        禱  告 
          上帝的和平 
主啊！求使我成為傳播你和平的工具，在有憎恨的地
方，播種愛心。在怨艾的地方，播種寬恕。在有懷疑
的地方，播種信仰。在彷徨的地方，播種希望。在黝
黑的地方，播種光明。在憂愁中，播種喜樂。因為我
們寬恕人才得著寬恕，我們努力以善意待人，你的和
平才降臨在我們中間。 

--聖芳濟 St.Francis of Assisi (1182-1226) 

   愛鄰如己 
主啊！求你感動我們的心，使我們能周人之急，以我們鄰舍的需求和苦惱看
做自己的困厄或摯愛朋友底遭遇。求主使我們憐愛他們，像我們憐愛自己，
在他們的艱難中，給他們深切的同情。正如我們在處同一逆境時，也會自憐
那悲愴的境遇，求主使我們今日也矜憐一切同樣為苦難所交煎的人。 

--韋菲士 Ludodicus Vives (1578) 

(以上禱文選錄自《鹿津集》‧李兆強牧師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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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IE, Shu Qin 謝淑琴 11 月 2 日  Man, Pauline 文美圖 11 月 17 日 

KWAN, Evelyn 關芝娟 11 月 5 日  Nannette Li 李佩瀞 11 月 19 日 

LAU, Mei Chung (the Rev.) 劉美鐘 11 月 5 日  WONG, Alexander 王家樂 11 月 21 日 

CHIH, Pearl Po-Chu 植劉寶珠 11 月 11 日  WONG, Wing-Leung 王永良 11 月 21 日 

LIU Xinyi 劉心怡  11 月 11 日  KUNG, Phebe 孔李麗娥 11 月 23 日 

WU, Jin 吳瑾 11 月 12 日  CHAN, Bonny 陳婷欣 11 月 24 日 

LAI, Alice 黎張亞莉 11 月 13 日  LUNG, Roy (Dr.) 龍之榮 11 月 28 日 

BAI Tao 白濤 11 月 13 日  QIU, Jili 邱吉力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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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生 

                                                        
 
 
 

 

 

 

(編者：關生〈說夢〉一文本來刊載於《佳音》 187期的〈卷首
語〉當中，但月刊付印之時，電腦程式的編列移位，導致文章最後的
一段脫漏，未能足本列印出來。〈說夢〉足本原文現再次刊印於 188
期〈教友園地〉當中，編者謹此向作者關生和本刊讀者致歉！請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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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裡還感到異常獨特。 

我夢見自己，在艷陽當空下，於一條環
繞著一座高山的大路上走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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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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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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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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說你有圓解夢境的能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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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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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5/2014 聽盧君灝牧師講道小札記 ---- 三座葡萄園 

巴勒斯坦土地不是很肥沃，但它的陽光、氣候適合種葡萄。因此
以色列人和葡萄園常有關聯。今天牧師要講的是那裡的“三座葡萄
園”。葡萄園的真理是： 一）結好果子，二）園主可以得果子。 

第一座是以賽亞書 5:1-7 說的“情歌的葡萄園”。造葡 萄園的園
主愛他造的葡萄園，所以他為“所親愛的唱歌”。園主他慎選地方----

“肥美的山崗”，復仔細的設計
----“蓋一座樓，又鑿壓酒池”， 
特選葡萄種----“上等的葡萄
樹”。所有這些為葡萄園做的事，
是指望結好葡萄。如果不能結好果
子，“必撤去籬笆”，“拆毀墻
垣”，“使它荒廢”，“不再修
理，不再鋤刨”。 

第二座是馬太福音 21:33-46 
說的“果子不能歸園主”的葡萄園。收成的葡萄不歸園主，則“將葡
萄園另租給那按著時候交果子的園戶”。上帝的選民猶太人，不交果
子，所以園戶就改成“基督徒的教會”。猶太人失去選民的資格，救
恩轉給教會的信徒。 

第三座葡萄園是在我們每個人身上，我們是園戶，負責將結的葡
萄交給上帝。什麽是好葡萄呢？（就是溫柔，喜樂，忍耐，謙卑......）
怎樣結好果子呢？是不是我們將銀行存款全部交給教會，或者我們每
天勤讀經、禱告，或者將所有社交時間全部奉獻教會事工，又或者崇
拜時大聲唱詩、讚美，這樣就能結好葡萄嗎？都不是！ 

是誰造園？是園主（上帝），不是我們園戶。讓上帝在我們身上
作工！不要阻止上帝在我們身上作工！大家說“誰會那麽笨去阻止
人幫我結果子”。 

今天的腓立比書 3:4b-14 說，當保羅將身份（所羅門王的後代，高級
知識分子）、律法（他的道德無可指責）等放在首位時，便阻止了上
主作工；他將萬事丟棄，看作糞土，以基督耶穌為至寶，他復忘記背
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杆直跑，以求由上面來的獎賞。我們應效法

Daisy 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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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 將最寳貴的視爲糞土，讓上帝在我們身上做工，結出好葡萄，
榮耀主的聖名！祈求聖靈幫助我們！ 

10/12/2014 聽盧君灝牧師講道小札記 ---- 上帝的宴席 

今天的四篇經課有三篇說“上帝請我們吃飯”。被邀赴宴不是喜
樂的事嗎？作為一個基督徒，被上帝邀宴，是喜樂樂還是負担呢？ 

英女王每年四次邀請民眾一起喝下午茶，每次一萬多人。被邀約的民
眾很高興，尤其是女士，總要慎重的打扮，想辦法買一頂又貴，又不
方便的帽子戴上。這帽子可能一生只戴這麼一回，但她們很樂意。這
是難得的機會，雖然負担沉重，仍以愉悅心情參加，他們珍惜這一刻。 

馬太福音 22：1-14 說一個王設下筵席，但找不到賓客來參加。原
來古时的筵席，一吃就七天，很多人為了生活，那有閑情來赴宴啊！
就像主日的崇拜，星期日，多睡一會幾多好，朋友聚會也是周日最有
空，好多的節目都排在“見主面”之前。為了生活，更是没法子來崇
拜。所以被邀宴是負担！不是喜樂！ 

有一個故事说，一個人下班經過河邊時，拾得一包小石頭。他將
石頭一塊一塊拿出，擲向小河，一邊幻想許願，一邊消遣。 待拿出

最後一塊時，他才發現這石頭不平
常，會發光，原來是未經琢磨的寶
石。 

腓立比書 4：1-9 說，“......凡
是真實的、可敬的、公義的、清潔
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甚麽
德行，若有甚麽稱讚，這些事你們
都要思念。”人們心中每多憂慮，
没有常思念美好的。 

福音經課說賓客没有“穿上礼
服”，甚麽是赴上帝宴席的礼服呢？依靠主、常喜樂，這就是最佳的
礼服了！ 

將“上帝國民的特權”（即得到特别恩賜的特權）擺在所有的憂
慮、愁苦之前，常懷真正喜樂的心，來崇拜，來領聖餐！ 

願每人都能穿上“恰當的礼服”來赴上帝的宴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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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我都非常幸運，得到父母的寵愛；我就像一朵溫室長
大的花朵，無憂無慮的跟著父母生活。不過，我自知有
缺點，就是脾氣不好，絶不遷就人，以自我為中心.......。 

父親在某英文書院當校長，從念初中起，他便在學
校圖書館借取很多 "fairy tales" 給我看，包括：Cinderella, 

Snow White, Adam and Eve, Magic Donkey, Santa Clause, 

Sleeping Beauty.......太多了。書本裡面有動人的神仙故事及非常精美
的彩色插圖，讓我生活在一個虛幻、溫暖的童話世界裏，我一直相信
世上是有"神仙"的存在！ 

當長大後便夢想破滅，我不再相信童話世界的神仙，我拜偶像。
在四年前，我遇上感情挫折，精神淪於崩潰邊沿上，幸好耶穌差派一
個我已經沒有接觸 13 年的好朋友來拯救我。她是一個敬虔的基督徒，
她教我每天讀聖經、抄寫聖經金句、念主禱文，念詩篇 23 篇等等.....。 

短短兩月內，我漸漸由不信到全面交託給耶穌，現在數算起來是
三年多點點吧⋯⋯。神在開始時便給我信心，在下雨天裏，祂大大的打
開了天門，給我看到奇妙的異像 
（請看附圖）。首先，衪在雨天裏
讓我看到了一條彩虹，祂和我立約
（創世記 9: 13-14 “我把虹放在
雲彩中，這就可作我與地立約的記

號了。我使雲彩蓋地的時候，必有
虹現在雲彩中...”)，然後圍住我的
房子開啟一片藍天(像附圖），又
讓雲彩給我作十架......太美麗了！
我當時是淚流滿面......。 

另一次的異像在夢中，我看到大大的金色希伯来文字，慢慢地從
藍色的天空裏移動著，移動著......。雖然我看不懂那用金彩寫下的文

字，但我默記下來；醒來後，往互聯網求証，知道這正是希伯來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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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夢裏，耶穌應許了我的祈禱，讓我已故的父母親也和主耶
穌立約做基督徒。我在夢中和父母親手拉手，大聲念誦主禱文......。
我須感恩謝主，從此之後，夢中見到父母，他們是愉快的和家人相聚

在一起，他們都得到平安......。主耶穌基督，我一再感謝 ！ 

在 2013 年初，我求耶穌指引，讓我閱讀多些靈恩書籍，使得我
更加和衪親近。兩天後，我的祈禱得應允，祂賜予我閱讀 "Jesus 

Calling"。此書的作者是 Sarah Young，當中述說她如何與主耶穌建立
親密關係；她聽到耶穌的叮嚀 Jesus Calling，繼而她把所有的天語寫
下來與有緣人共享。 

讀“Jesus Calling”之時，我確實感覺到我是與主同在，就好像
和衪手拉手的在一起。我聽到衪那溫柔的聲音，我欣享和衪同在一起
的平安和喜樂。衪教我把一切都交託給衪，因為衪的担子是輕鬆的，

愉快的。無論有多壞的、多困難的事情，只要和
主耶穌基督在一起，衪都會按照衪的安排和計
劃，適切的替我解決！ 

和主耶穌建立親密關係，也就是得到赴天國
的鑰匙。我自我鍛鍊，每分鐘都緊緊的握住主的手，主亦緊緊的握著

我的手；耶穌基督已在心裏，在手裏，我經已擁有世上最美好的一切。 

耶穌啊！我什麼都不懼怕了。因為我信靠 ，所以我常常喜樂，
時刻感恩！ 

 

 

黃瓜（三） 
黃瓜西芹炒蝦仁 

這道菜是較典型的健康養生菜肴，形色誘人，滋味清雅，對少兒
特具引誘力。 

材料（六人份）：黃瓜 12 盎司、西芹梗 3 枝、紅蘿蔔 4 盎司、薑
3 小片、花生仁 3 盎司、小無頭蝦 6 盎司、食油、麻油、料酒、胡椒
粉、生粉、鹽、生抽、白糖、雞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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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法：（1）把黃瓜洗淨，沿縱向切開兩邊，去瓢後切成方粒；把
西芹梗洗淨，用刨刀削去背面的表皮，沿縱向切成兩條，再切成淩角
形小塊；把紅蘿蔔去皮洗淨，切成小方粒。（2）將無頭蝦去殼，開

背並去掉蝦腸，洗淨後用生粉和食油醃 30 分
鐘。（3）將花生仁炒熟或焗熟，去衣待用。
也可以直接用成品熟花生仁，例如南乳花生、
蒜蓉花生。（4）燒滾水，將紅蘿蔔粒放入焯
水，撈起待用。（5）燒紅鑊，落油，將薑片
和蝦仁放入，贊料酒，翻炒，拍入少許胡椒粉、
鹽、糖、生抽，翻炒至蝦仁熟透即起，放置待

用。（6）燒紅鑊，落油，放入黃瓜粒、西芹粒，落鹽和糖，炒至將
熟，加入熟蝦仁和紅蘿蔔粒，炒勻，落食油少許和麻油少許，放入雞
精調味，放入花生仁，炒勻即上碟。 

 囉嗦幾句： 

（1）這道菜可依你的所好作出多種變化。例如：不用蝦，可換上
雞肉、鴨肉、豬肉、牛肉。也可以選用其他的菜，例如：毛豆、青豆、
玉米、沙葛、青椒、木耳、雪耳、雲耳、腰果、夏果等等。 

（2）如果不用肉，就是一盤美妙的素菜。 
（3）如果愛吃辣的，不妨加上一些辣椒，更具吸引力。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公佈的最新數據，全球因埃博拉病毒死亡人數

已超過 4500 人，累計確診、疑似和可能感染病例可能超過 9000 例。

其中，西非三國利比理亞、塞拉里昂和幾內亞受影響最為嚴重，當地
眾多社區成為廢墟，數千孩童淪為孤
兒，百萬民眾食不裹腹。 

 12 埃博拉（Ebola）病毒以非洲剛
果民主共和國的埃博拉河命名，是一種
能引起人類和靈長類動物產生埃博拉
出血熱的烈性傳染病病毒，有很高的死
亡率，致死原因主要為中風、心肌梗

塞、低血容量休克或多發性器官衰竭。
埃博拉被列為生物安全第四級病毒，也同時被視為是生物恐怖主義的

劉 曉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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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之一。更加令人恐懼的是，埃博拉病毒已經越過大洋，從非洲擴
散至歐洲和美國。 

    疫情如洪水猛獸般地吞噬著人們的生命，使人避之惟恐不及！然
而卻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醫護人員、宣教士選擇從自己相對安適的環境
進到最危險的地方，只因他們心懷對生命的尊重。 

埃博拉病毒沉重打擊了最貧困大陸的最貧困人口，也正是為此才
迫切需要到非洲去開展傳教工作、廣泛加強青年合作、"致力於在人
們中開展宣傳教育"、"幫助感染病毒的家庭"。這是孔波尼會亞洲地區
會長，菲律賓籍的米格爾·拉拉曼紮雷斯神父就埃博拉病毒廣泛傳播發

出的緊急呼籲。 

親愛的朋友，讓我們一起舉手，為那片土地上恐懼的靈魂獻上祈
禱。《聖經》歷代志下 7 章 14 節說：“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
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
他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願主施憐憫，開啟他們的心，願那地的人們都能得到救恩和永恆
的生命。也求主保守每一位疫區醫護人員，願他們平安！ 

"刘晓丹" xdl2006@gmail.com  

 

 

 

 

 

 
 

mailto:xdl2006@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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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lessed be God for I have victoriously celebrated my 60th birthday. 

Victory? At St Gabriel’s, people of sixty years old seems a bit young among 
the multitude of elderlies who are at their 80’s or 90’s. I claim my victory 
because I outlive the emperor Yongzheng of the Qing Dynasty, who died at 
the age of fifty eight (1678 -1735). He was the monarch of the whole empire, 

who has the absolute power in the country, every soil belongs to him, every 
troop is under his command, and everything is governed by his will. 
Moreover, the emperor is scholarly in his studies and brilliant in his military 
endeavours. Yet, he was unable to celebrate his 60th birthday! This is an 
explicit illustration that we cannot live one more second without the 
permission of God. I achieve something that Yongzheng fails, so I claim my 
victory. 

I have to offer my thanks to God because I am able to celebrate my 
60thbirthday in a joyous travel with my family. Family reunion is always 
taken for granted; in fact, it is a grace of God. We embarked on a trip to the 
picturesque Jiuzhaigou as I celebrate my 60th with my family. It takes a long 
way from Chengdu to there. We travel along the way where the Wenchuan 
earthquake broke out in 2008. We passed by the town Yingxiu, the epicenter, 
and other towns, Wenchuan, Dujiangyan which were devastated during the 
earthquake. We travelled on a freeway newly built along the deserted old 
road which was destroyed by heaps of big rocks here and there during the 
earthquake. Along the way, we saw heaps and heaps of big rocks stacking 
along the mountain surface just like streams of falls flowing from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Now the rocks have stopped rolling down but we can still 
imagine how terrifying the scene was during the earthquake! On the other 
hand, we also witness the incredibly rebuilt villages and towns, which are a 
testimony of the strength of human’s will, the bond of human love and the 
power of human wisdom. The rebuilt houses for the victims, according to the 
tourist guide, are shock-proof, spacious and much comfortable than previous 
old house. Though the houses are rebuilt, the families are sadly broken. It is 
because each family suffers the loss of their members. In some villages, one 
cannot find any full family living in the new house. Some new houses are 

just occupied by one person only because all other members were loss in the 
disaster. All a sudden in 2008, the earthquake came and took away tens of 
thousands of lives, leaving numerous families were broken perman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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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is service 

Peter Lo+ 

Thanks to the prolonged delay because of the lost luggage at the airport on 
the day of the earthquake, our guide escape the disaster; otherwise she would 
have been buried under one of the heaps of big rocks, separating her from her 

family forever, just like her colleagues! What a grace that I can celebrate my 
60thwith my family. I claim my victory over the unpredictable journey of life. 

God created the magnificent Jiuzhaigou which has been listed in the “World 
Natural Heritage”, its beauty is beyond all words and photos. For example, 
the scene of a lake called Wucaiche is absolutely captivating. Owing to the 
presence of calcium carbonate in its crystal clear water, different shades of 
chlorophyll in the pool, and the effect of sunlight being scattered and 
reflected, it adorns the lake with different colours: some azure water, some 
creek green water, some orange and purple water. The beauty is 

indescribable. The scenery of Jiuzhaigou is countless, one cannot visit all the 
attractions in a couple of days or weeks. And there is a saying that once 
being at Jiuzhaigou one need not bother to find other beautiful water. When 
you are absorbed by the fascinating scenery, you’ll very much be delighted. 
You’ll also have an incentive to integrate yourself into this natural picture. 
So, I brought my favourite camera, and have it fully charged so that I can 
take as many picture as I like. However, I was very disappointed to find that I 
forgot to insert the memory card into the camera! I was upset, I feel angry 
about myself. But there is no point to keep myself distressed for the rest of 

the trip and rot the joy of the family. So I quickly reclaim my peace and use 
my iPad as my camera. It is definitely an imperfection since the iPad is very 
different from a camera in terms of photography. Though a little setback, my 
family and I could still enjoy the happy journey. Imperfection is part of life, 
no one can immune from it. I know this wisdom for many years, and I have 
taught others to apply this wisdom. Yet, I personally have no regard to it. I 
look for perfection, I expect perfection, I disapprove imperfection. And as a 
result, in the past years, I grudge myself, I gave emotional remarks, I made 
absurd decisions. Now I have reached 60, the year when nothing I heard 

could upset me. I suddenly get hold of the essence of the wisdom. From 
knowing to assimilating, this is the third aspect of my victory. Blessing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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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接 卷首語 )  ... ... 
(一) 證實祂有能力救贖世人 
    祂常對群眾聲稱祂是天父差遣祂來到世間，主要的使命是要“拯救我們脫
離黑暗的權勢，把我們遷到他愛子的國裡；我們在愛子裡得蒙救贖，罪過得以
赦免。”(歌 1:13-14) 
    當祂受審而被判釘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從死裡復活。既然祂讓自己復活，
自然有能力讓我們復活。 
(二) 祂預言將會再臨 

祂在死後復活之前對祂的門徒說：“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
當信我。在我父的家裡有許多住處；若是沒有，我就早已告訴你們了。我去原
是為你們預備地方去。我若去為你們預備了地方，就必再來接你們到我那裡去，
我在那裡，叫你們也在那裡。” (約 14:1-3) 

這是祂最後行的神蹟，祂讓門徒見證祂升天的情景和將來祂再臨的情景一
樣。使徒行傳也有這樣寫過：“當他往上去，他們定睛望天的時候，忽然有兩
個人身穿白衣，站在旁邊，說：加利利人哪，你們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
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他還要怎樣來。” (使徒行傳 
1:10-11) 
(三) 宣稱祂的神性 
    當主耶穌向一群猶太人自稱祂是上帝的兒子，與父原為一，父在祂裡面，
祂也在父裡面。眾人認為祂口出僭妄的話，便動怒起來，拿起石頭打祂。祂就
在他們面前施行神蹟，加上施洗約翰替祂作見證，指主耶穌所說的一切是真實
的，信祂的人就多起來了。 
(四) 祂對世人有憐憫同情之心 
    主耶穌是愛，不管在何時何地，祂運用祂
的大能去醫人、救人，甚至讓死去的人起死回
生。祂不顧法利賽人的嚴辭指責、攻擊；因祂
在安息日行神蹟，法利賽人甚至要殺害祂。主
耶穌有七次之多在安息日醫人，救人。 
    主耶穌三次使死人復生： 
1. 拿因城寡婦的獨生子 
2. 睚魯的女兒 
3. 忽然死去的拉撒路 
    祂醫治好無數病患的人，包括十個大痳瘋，其中只有一個回去感謝祂，後
來得知他是被猶太人最看不起的族人--撒馬利亞人。然而這件事也清楚地把撒
馬利亞人和耶穌本國的人作一個對比，凸顯那九個猶太人必是剛硬忘恩的人。                                  
    今天主耶穌仍然在我們中間行神蹟。假如到現在有些人仍未見到或感受到
的話，主要的原因是他們在患難及受試探當中，不肯聽從主的指示和沒有足夠
的信心。拿撒勒的鄉民，看不到祂的神蹟也就是這個緣故。 

求主加添我們的信心！阿們！ 

關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