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越節過了不久，約在午夜的時間，羅馬駐軍當中

一隊約在五百之數的士兵，由一隊長帶領，從大祭司取

得密令，以猶大作嚮導，一行拿著火把、燈籠和兵器出

了東門，向著耶穌隱藏的園子走去。當他們到達的時候，

為了要確定哪一個是耶穌，猶大用親咀的暗號把他指出

來；士兵跟著一擁而上，把耶穌捉拿下來。

    主耶穌知道一旦他被捉拿，他的門徒一定被牽連而

被害的。他也知道當門徒聽到他被捉拿，一定會感到憂

傷和恐懼；因此，在祂臨死之前要去安慰他們："我留下

平安給你們，我將我的平安賜給你們。我所賜的不像世

人所賜的，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也不要?怯。"(約 14:27)

正是那天晚上，果然不出所料，他的一個門徒彼得因害

怕被牽連而三次不認祂。又過了一段時間，兵丁在客西

馬尼園來捉拿耶穌的時候，門徒也因恐懼而都嚇跑了。

以後，其他的門徒有著同樣的遭遇，或受逼迫入獄，或

被鞭打。有古卷記載，除約翰以外，門徒因耶穌犧牲性

命的很多。不過奇怪的是：當門徒受逼迫的時候，毫不

憂懼，竟同時大聲唱起讚美的詩歌。

當今的世界，雖然在各方面如醫藥、科技、武器等，

都比以往任何時代進步高明。人們都以為世界會變為一

樂園，人類可享受安平康樂的生活。但若用肉身的眼光

看，現今的人比以前更為敗壞可怕，若是不信，請翻開

報章，扭開電視，可看到當今的恐怖分子，到處去        

殺害世人，破壞交通和建築物，如炸毀紐約兩      座

百多層的世貿雙子大樓，造成死傷三四千人。他們      

又利用未成年的青少年男女充當自殺炸彈，到繁忙      

的商?、車站、公園肆虐，破壞公眾安全，使人們        

生活在惶恐當中。⋯⋯        

在復活主日的喜樂中，我們實在要大大感謝主，因為我們的小弟兄王家樂雖

然在二月廿五日不幸遇上車禍，嚴重受傷，但我們親眼見證了主的奇妙保

守、醫治，又俯聽我們禱告，讓他回來與我們一起擘餅、讚美主，現在已是

第三個主日了！哈利路亞！

三月廿三日，新加坡建國總理李光耀，以九十一歲高齡，告別了他一生摯愛

的新加坡，告別了他不停關注的整個世界。他是世界級的政治能人，為新加

坡建設成為一個繁榮富庶的國家，有目共睹、功不可?。他更享有一段非常

美滿的婚姻，與妻子柯玉芝女士鶼鰈情深61年，令人豔羨。他在 2010年的

悼詞中說：「我和妻子自1947年便在一起，超過了我們四分之三的人生⋯她

的逝世使我悲慟欲，不能言表。」他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觀天下》一

書中暢談人生，提到他自己一個強烈的願望︰「我希望過世後能見到我太

太，但我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我們從他這句真心話可以看到他的智慧，也

可以給世上的成功人士一個警惕。

「我希望過世後能見到我太太」這心願提醒我們，人一生在世上無論多麼成

功，人真正的渴望也無法完全得滿足。試問世上有多少人的成就可以超越李

光耀？有多少人的威望與敬重可以與他項背相望呢？又有多少人的美滿婚

姻可以跟他夫妻比美呢？但人總會發現有些願望無法得到真正滿足的，例如

希望過世後能見到自己所愛的人。故此，我們不能把自己的生命都寄託在這

世界，以為它可以完全滿足我們所有的追求。真正的滿足要在永恆的故鄉中

才可落實；因為「親愛的弟兄啊，你們是客旅，是寄居的」彼得前書 2:11。

「但我相信這是不可能的」，李光耀不愧是一位智者，他的理性告訴他，儘

管他個人的成就、威望、健康、幸福是非凡的，這渴望還是不可能的，他就

不跟這世界糾纏。目下不少人是缺乏這種眼光的。很多人為了追求舌頭上的

滿足，四出遍尋各樣珍饈百味，結果還是得不到真正的滿足，只好繼續追尋

下去。很多人喜歡旅遊，為了追求旅遊的樂趣，四出找尋不同的旅遊勝地，

名勝古蹟，結果還是得不到真正的滿足，就繼續追尋下去。不少人婚姻失和，

離婚收場，為了追求美滿姻緣，再去找尋新伴侶，再結婚，但再離婚，又再

結婚，又再離婚。他們都寄望在這世界可以找到新的食物、新的旅遊點、新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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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伴侶，使他們完全滿足。誰曉得最後他們也發覺世事萬物不外如是，而他

們已弄得自己身疲力倦，心力交瘁。在這一點上，李光耀真比那些在世上自

認為聰明的人智慧得多。

我們相信這宇宙是上帝所創造的，上帝是信實的，所以這宇宙不會是一個騙

局。受造萬物與生俱來都會有種種渴望，而這些渴望通常都會得到相應的滿

足。嬰兒感到饑餓，就有食物這東西存在；小鴨想游泳，就有水這東西存在；

小鳥想飛翔，就有空氣這東西存在；人有性慾，就有性這東西存在⋯我們若

發現自己心中的一種渴望，例如希望過世後能見到自己的親人，在這世上都

無法得到滿足時，最可能的解釋就是︰我是為另外一個世界而造的。故此，

這塵世的快樂並不是要滿足最終的渴望，只是要激起這份渴望，暗示那個真

實的東西要在將來的故鄉才能找到。所以，我們要存感恩之心，為今生所享

有實實在在的幸福感謝主，雖然這些幸福都不過是摹本，預示將來那個真實

的幸福。「我們如今彷彿對著鏡子觀看，模糊不清，到那時就要面對面了。

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時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樣。」哥林多前書

13:12。

對信徒而言，「我希望過世後能見到我所愛的人」，這是完全可能的。因為上

帝是信實的，若這些渴望無從滿足，我們就不會懷有這些渴望。現在，讓我

們不斷向那個故鄉邁進，並且幫助別人向它行進。願主祝福大家復活節平安

喜樂。哈利路亞！

四月五日復活節，我們在教堂內精心擺設鮮花，藉此迎接救主復

活；此外，聖壇上放上「紀念先人名冊」，我們在崇拜當中一起為名

冊上的先人和回歸天家的摯愛親朋禱告。

蒙 以下弟兄姊妹支持，為此項事工捐獻，謹此致謝！

周家全 周潘寶如、李福培 李陳景球、韋啟鑾 韋林少蘭、植劉寶珠、

霍惠瑜 霍惠枝、麥陳艷素、吳維健 吳李斐文、歐維中 歐梁可師、

梁金培 梁鄭國貞、文華東 文許璧如、關甘澍、何潔妮、吳江順意、

麥懷順 麥鄺淑新、龍黃荃卿、文美圓、丘羅思凱、黃家榮、

盧君灝牧師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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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生日慶祝會安排於五月第一個主日(五月三日)午膳團契聚會當中舉

行。敬請後列五月生日的弟兄姐妹，於當日的主日崇拜之後留步，到副堂

共用午膳、主持切生日餅和接受牧師祝福，並一起拍照留念。  

GO, Julie 吳伍梅芳  TANG, Alan 鄧國忠  Feng Chai柴峰

MA, Lydia Padua 馬陳麗英   TAM, Miranda譚恩宇   WANG Huayun王華雲   

YIP, Virginia 葉慧兒   AO, Ning敖寧   WU, Shun-Yi Jiang   FOK, Yeung Yen 

WONG, Raymond 黃志雄   WANG Ruocheng王若程 KWAN, Edmund關文傑   

WU, La-kun, Debby吳嵐琨   LEE, Sam李志強

LEUNG, Peter 梁金培 4月 3日 KANG, Xinchen康鑫辰  4月 15日

ZHAO, Wei Fan 趙蔚藩 4月 5日 CHAN, Chris 陳恆澤 4月 20日

LI, Renee 4月 6日 WAI, Timothy 韋啟鑾 4月 23日

KWAN, Lynn 關麥小玲 4月 7日 CHU, Tony 朱家佑 4月 26日

LO, Ambrose 盧智虔 4月 9日 WU, Wei-Jian吳維健 4月 28日

WENG,Weixing翁偉星 4月 11日 CHEN Tianying陳天應 4月 29日

LIU Si Yi  劉思義 4月 14日 WONG, April 王家善 4月 29日

Ming 霍楊琬明   CHANG, Fiona 張芳   YAN, AnneNgan-Ping 殷雁萍  



`

6

`

7



`

8

`

9



`

10

Daisy Man

`

11

篇章 : ?示錄第十九章   

信眾與耶穌的關係為甚?以婚姻關係來比喻呢？

今天我們查 經讀到?示錄十九章，講到羔羊的宴席。耶穌常比喻自己是新

郎，教會（信眾）是新婦。牧師問了我們上述的問題。

有人說：當初上帝造亞當，夏娃，就是要兩人合成一體，信眾與耶穌也是要

合成一體。並且婚姻講忠貞，信眾對耶穌也是要忠貞不二。有人說：婚姻中

兩人結成一體，生兒育女，代代相傳，信眾與耶穌也應結合一體，才能 開

花結果，綿延世代。

牧師歸結說可分三點來看：

一．婚姻中的二人一定有愛情。耶穌與我們的關係，

不是嚴肅的造物者與被造者的關係，我們之間有

愛。

二．婚姻中的二人有親密的關係。我們也當時刻想與

耶穌相親才是。

三．婚姻中的二人是忠貞不二。我們對耶穌也要如此。

雞骨草（二）

材料：[六人份] 水鴨半隻、豬瘦肉 3盎司，雞骨草5盎司，羅漢果1/4個，

蜜棗 1枚，陳皮1小片，生薑2片，鹽、雞精。

做法：（1）將雞骨草、陳皮用清水浸泡1小時後洗淨，撈起待用；宰好的水

鴨和豬瘦肉飛水、洗淨。（2）將所有的材料放入煲內，加入適量清水，先用

猛火煲至水滾，改調為文火煲2小時左右，用鹽和雞精調味，即可飲用。

注：鴨肉有溫中益氣之功，加上雞骨草清熱解毒、舒肝散瘀的功效，具有較

高的食療作用。

據專業人士介紹，粉葛、雞骨草煲鯪魚，清熱下火、清心明目，還可降血壓。

材料：[六人份] 鯪魚1條（約1磅）、豬瘦肉3盎司，雞骨草4盎司，蜜棗

1枚，陳皮1小片，生薑2片，鹽、雞精。

做法：（1）將雞骨草、陳皮用清水浸泡1小時後洗淨，撈起待用；粉葛去皮、

切塊；豬瘦肉飛水、洗淨；宰好的鯪魚洗淨。（2）燒紅鑊，放入少許食油，

將鯪魚煎至微黃。（3）將所有的材料放入煲內，加入適量清水，先用猛火煲

至水滾，改調為文火煲2小時左右，用鹽和雞精調味，即可飲用。

雞骨草水鴨湯

雞骨草粉葛煲鯪魚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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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章節：

使徒行傳 10:34,37-43

詩篇 118:1-2,16-17,22-23

各位弟兄姊妹，復活節快樂！

今天早上，你們怎樣和左鄰右里打招呼？「早晨？」

還是⋯⋯「基督復活了！哈利路亞！」

如果我們在聖誕節時，給別人祝賀「聖誕快樂」，為什麼我們卻不能在今天

跟別人祝賀「基督復活了！哈利路亞！」呢？難道我們還不明白耶穌復活的

意義？也許我們需要建立和培養這種文化，讓耶穌基督的復活帶給我們真正

的平安和喜樂。

今天的福音記載：「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

到墳墓那裡⋯」(約20:1)究竟是什麼原因驅使?大拉的馬利亞具有這樣大

的勇氣，一個女人，在天還黑的時候，隻身來到耶穌的墳墓呢？

?大拉的馬利拉，她是守候在被釘在十字架上的耶穌基督的眾多婦女之一，

根據馬可福音的記載，耶穌曾經從她身上逐出過七個魔鬼，正是這份與主相

遇的獨特經驗，她對耶穌一直心存感恩，對耶穌的愛促使她充滿無比的勇

氣，站在十字架下，並且在「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就上去

墳墓。馬利亞成為第一個發現空墳的人，也是耶穌基督復活後，見證祂顯現

的第一人。當她發現石頭已從墓門移開了，她立即奔

跑前去向使徒報告：「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我

們不知道放在哪裡。」(約20:2)

她前後共三次強調：「有人把主從墳墓裡挪了去」，反

映她對耶穌有一份過人的感情和忠誠。

約翰福音二十章1-9節只是一個關於「空墳」的故事，

而真正的耶穌復活「顯現」的故事，發生在10-18節

的經文中。如果我們繼續讀下去，會發現?大拉的馬

利亞在使徒們離開以後，繼續留在墳墓外邊痛哭。她

遇上兩位穿白衣的天使，向他們覆述「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

裡。」(約20:13)隨後，當耶穌向她顯現的時候，她誤認耶穌為園丁，又向

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裡，我便去取

歌羅西書 3:1-4

約翰福音 20:1-9

他。」(約20:15)直至耶穌呼喚她的名字，她才認出耶穌。在耶穌呼喚她之

前，馬利亞的心情是消極和哀傷的，待耶穌呼喚她的名字後，她才獲得復活

的喜悅。所以，她回去向使徒見證：「我已經看見了主。」(約20:18)

「空墳」是一個記號，這個記號給人指出復活的基督。藉著裹頭巾和細麻布，

福音的作者一方面表示抹大拉的馬利亞最初對空墳的了解並不正確，另一方

面也使讀者聯想起拉撒路的故事。幾個主日前，當我們讀到耶穌把拉撒路從

墳墓中喚出時，他身上仍被裹頭巾和細麻布所纏繞。這表示雖然拉撒路復活

了，但他仍會再死(參 約11:43-44)；然而耶穌的復活是進入永遠的生命，再

也不會死亡，因此祂不再需要裹頭巾與細麻布。「就看見了細麻布還放在那

裡，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起，是在另一處捲著。」(約

20:6b-7)這番話同時否定了?大拉的馬利亞的想法：耶穌被人偷走了。裹頭

巾和細麻布那樣整齊地捲好放在一邊，不可能是偷運屍體的人在慌慌忙忙中

做的。

兩位使徒聽見馬利亞的報告後，聖經記載，「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

得更快，先到了墳墓」(約20:4)。尋找復活的基督需要

一份迫切性，瑪抹大拉的馬利亞、彼得、約翰三人都「跑

著」去尋找基督，顯示他們那份對耶穌的「愛」。雖然

他們在那刻還不明白耶穌必須從死者中復活的意義。同

樣，我們的信仰經驗都是一點一滴累積的。

其實，福音還有第四位人物，就是你和我，因為我們都

是耶穌復活的見證人，見證耶穌的復活為我們的生命所

帶來的效果，所以使徒保羅反覆勸勉我們要「求在上面

的事」，因為我們的生命已經不屬於我們自己，而是屬於耶穌基督，我們都

曾經藉著洗禮，和耶穌一起經歷死亡，並在祂內復活。

各位弟兄姊妹，經過四十天的準備之後，我們歡慶耶穌基督的復活。教會亦

邀請我們繼續用五十天的時間，去經歷耶穌復活帶給我們的喜悅，因為復活

的基督不懈地尋覓我們，祂常常與我們重聚。

    耶穌復活主日

敬業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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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joy of Easter Sunday, we offer our great thanks to God for His 
providence and care upon our little brother Alex Wong, who was seriously 
injured in a car accident on February 25 but now breaking bread and praising 
God with us. God is merciful and answer our prayers, a   it is now the third 
Sunday Alex is praising God with us on his wheelchair. He said in his eulogy 
to his wife: “My wife and I have been together since 1947 for more than 
three-quarters of our lives. My grief at her passing cannot be expressed in 
words...”In his book , he said: “I wish I can meet 
my wife in the hereafter, but I don’t think I will…” H s honest words is full of 
wisdom, and blows the whistle to those remarkable and successful in this 
world.

The wish “I wish I can meet my wife in the hereafter …” reminds us that no 
matter how distinguish and successful we are, this world still fails to satisfy 
our earnest cry from the desire deep down ourself. It is beyo   all doubts that 
few can surpass the achievements of Lee, few can enjoy   e status and respect 
of Lee’s political vision, few can experience a long and perfect marriage as 
Lee. However, the world still fails to satisfy Lee’s 
earnest wish. Hence, we shall not exhaust ourselves to 
find our ultimate satisfaction in this temporal world. 
We can’t! It is because our full satisfaction can only be 
found in the heavenly home to come. “Beloved, I beg you as sojourners and 
pilgrims…” I Peter 2:11.

“but I don’t think I will…” Lee is indeed a man of wisdom. He reasons that he 
cannot get what he wishes even though he is so remarka  e, so successful, so 
healthy with a long and happy marriage. He bothers not to struggle with his 
strength in this world. But a lot of people in this wo ld behave otherwise. 
Attempting to satisfy our tasting buds, a lot of people are searching with all 
their might for all sorts of delicacies, yet they end up with another searching. 
Attempting to satisfy our travel pleasure, a lot of pe  le are journeying 
intensively in peruse of a full satisfactory destination, yet they end up with 
continue travels. Many people fails in their marriage and end up in divorce. 
They keep on looking for a new spouse who can promise   em a perfect 
marriage. Yet they end up keeping on remarrying and re    rcing. They 
don’trealize that what they wish does not exist in this temporal world, and they 
are just drained out. For Lee, he gives up to look for something that does not 
exist in this world, and spare his energy for his work   t this point, he is much 
wiser than those who deem themselves clever in this wo ld.

We believe that the universe is created by God, and God is faithful, so the 
universe could never be a fraud. When a creature comes with a desire, the need 
will usually be met by the universe. When a baby feels hunger, there is suc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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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ng as food; when a duckling wants to swim,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water; 
when a bird wants to fly,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air; when men feel sexual 
desire, there is such a thing as sex… If I find in myself a desire which this 
world cannot meet, for example, to meet our beloved fa ily members after 
death, the most probable explanation is that I was made for another world. The 
pleasure in this temporal world is not supposed to satisfy our earnest desire in 
our lives, it is there to alert our desire for the perfect happiness in the world to 
come. As such, we have always to be thankful our blessings in this world, 
despite such blessings are only a kind of copy or mirage of the true blessing in 
our true home in heaven. “For now we see in a mirror, dimly, but then face to 
face. Now I know in part, but then I shall know just a    also am known.” 1 
Corinthians 13:12.

For us who profess faith, “I wish I can meet my beloved family members in the 
hereafter …” is possible. For God is faithful, God needs not to give us a 
longing that can never be met. Now, let us continue to move forward to our 
eternal home, and help others to do so. The God of hope fill you with all joy 
and peace in believing; Alleluia!

One Man's View of the World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最近又看到所謂伊斯蘭國的狂徒殺害埃及基督徒�的片段，在今年二月初，他

們將二十一名基督徒帶到一海濱沙灘行刑。當他們到達目的地，就命令基督

徒扑倒在地，面向下方。此時，從畫面可看到有些基督徒的咀唇不停的震動，

似是祈禱或是唱詩。不久，聽到一聲號令，劊子手立即拿起電鋸，向他們的

頭上鋸下去；跟著是血肉橫飛，慘不忍睹。這種殘忍無人性的手段，怎能不

令人心中感到震驚和恐懼呢！

不過，主耶穌安慰我們說：“你們心裡不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

信我。"(約14:1)只有信才可勝過心中的憂懼。除此之外，沒有別的方法。

僅口裡說信是不夠的，你要心裡完全仰望，依賴上帝，這就是信。信是心裡

一種感覺，你最好忘記了你的感覺怎樣，你只管聽從祂的話，

這就是信了。

有堅強的信，就可經驗祂的話是可靠的。心裡有憂愁恐

懼的人，就會變為穩當無疑惑，不懼怕，有勇氣和喜樂的基督

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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