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舊約聖經裡面，“愛”這一字出現過二百多次，有

關神對人的愛，人對上帝的愛及人與人之間的愛。一般聖

經學者一致認為整部聖經總括起來，可以說是一個〈愛〉

字，故此基督教的教義以愛為中心。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

雖然沒有寫下愛的定義， 但他描述愛是：恆久忍耐，又有

恩慈，不嫉妒，不求自己的利益，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

的惡，凡事相信，凡事盼望；愛是永不止息的。(哥前 13：

4-8)

    愛是從何而來呢 ？約翰一書告訴我們，愛是從上帝來

的，凡有愛心的都是由上帝而生的。下面是上帝賜給我們

的愛：

(一)救贖的愛 (羅 5: 8)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

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二)到底的愛 (約 13：1) 祂既然愛世間屬自己的人，

就愛他們到底。

(三)看顧的愛 (申 3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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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引導的愛 (賽 58：11) 耶和華也必時常引導你，在

乾旱之地使你心滿意足，骨頭壯強，你必像澆灌的

園子，又像水流不絕的泉源。

(五)永遠的愛  (耶31: 3) 古時，耶和華向以色列顯現

說：我以永遠的愛愛你，因此我以慈愛吸引你。

上帝的愛是永不改變的，祂的愛子耶穌基督，在短短

的三年內，所行的愛心是不可計其數的。祂向人講了     

許多關於愛心的事，是在日常生活習慣中普遍的         

愛心。祂教訓我們若我們毫不顧念那些受痛苦的       

人，就不能和祂做朋友。祂又告訴我們惟有那些              

不斷以愛心待人的人，才可住在天國。

     ⋯⋯               

今日迎來了四位領洗者：吳宇軒，鄧鏗信，張友諾，李秀荷；他們成

為基督奧妙身體中的肢體，聖加百利堂大家庭的一員，我們實在感

恩！五月了，牧師心中有很多話想跟大家?，又不知從何說起⋯這八

年半來已有六十六人在這洗禮盆領洗，但他們大部份都沒有留下來。

有些信徒要往他州工作，走了！有些信徒因家庭變素，走了！有些信

徒要找尋自己的天地，走了！有些信徒在教會中找不到自己所要的，

走了！有些信徒因熱情不再，走了！另一方面，一些忠心的長者因年

事已高，活動不便，再難每主日回來了。牧師更耿耿於懷的，就是一

些教友也因其他原因離開了這家！有些信徒因意見不合，離開了！有

些信徒因嚥不下一啖怨氣，離開了！有些信徒因感覺沉悶，離開了！

有些信徒因怕流言蜚語，離開了！都離開了！結果是，進來的信徒未

能補充離開的！

這麼多年來，牧師要說的已說過，還可以跟大家?什麼呢？但牧師還

要說：祈禱，短短的祈禱，天天懇切的祈禱。

在這，牧師與大家分享俄國大文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馬佐

夫兄弟》中〈佐西馬長老的談話和訓言〉那篇文章，內容是在佐西馬

長老這位德高望重的修士臨死時，與眾弟子們分享他一生的信仰體

驗。他叮囑弟子天天誠懇祈禱，而且在一切可能的時候，必須反復禱

告說：「主，願你寬恕所有今天來到你面前的人。」為什麼呢？因為

每一分鐘，每一?那間，都有千百人失掉他們世上的生命，他們的靈

魂將來到主的面前，而其中有不少人在離開地上的時候是孤獨而默默

無聞的，是帶著悲傷和煩惱的，是沒有人會為他惋惜的，甚至沒有人

關心他究竟還是不是活著的。若我們為這孤零零的靈魂的禱告，也許

會從天涯海角傳到上帝寶座前。而那戰戰兢兢來到上帝面前的靈魂，

看到還有一個留在地上的人為他祈禱！雖然你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

你；還有一個這樣愛他的人！在那一?那間將會感到何等的欣慰！這

樣，上帝也將更加慈悲地望著你們兩人；因為你可憐他。那麼，慈悲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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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 Julie WU, Shun-Yi Jiang

TANG, Alan FOK, Yeung Yen Ming

Feng Chai CHANG, Fiona 

May Chang YAN, Anne Ngan-Ping

MA, Lydia Padua WONG, Raymond 

TAM, Miranda WANG Ruocheng

WANG Huayun

Enoch Chang KWAN, Edmund

YIP, Virginia WU, La-kun, Debby

AO, Ning LEE, Sam 

和憐愛超過我們無數倍的上帝就更要可憐他了；上帝將看在我們的分

上，就寬恕了他。

那些不竟都是上帝家裏的人，雖然我們不認識那些人，我們只是盡家

人的義務為他們禱告，上帝竟因我們的憐憫而寬恕了一個孤單的靈

魂！我們內心難道不會因此感到喜樂與平安嗎？我們的屬靈生命難

道不會因此也得到新的鼓舞嗎？假如我們真的可以天天誠懇地這樣

祈禱的時候，我們接著會發現：我們既可以為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求寬

恕，我們怎可以拒絕寬恕我們所相識的人呢？當我們醒覺自己可以寬

恕仇敵時，我們怎會嚥不下一啖怨氣呢？所謂的流言蜚語又怎會阻擋

我們的團結呢？服侍教會而引致的「蝕底」又怎會嚇阻我們的真誠

呢？如此這般，我們愛人之心，愛主之心在不知不覺間就增長了！這

時，我們無論身在何方，都可以在主裏同歸愛的羊欄了。

各位兄姊，天天誠懇祈禱，說：「主，願你寬恕所有今天來到你面前

的人。」這是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做得來的；讓我們都從而可以得到鼓

舞；讓那些受傷了、玩累了的兄姊，都得到醫治。讓那些冷淡了的信

心，都得到溫暖。讓那些離開了的，都能一起齊心，興旺教會。主佑

大家。

吳伍梅芳 5月1日 吳江順意 5月12日

鄧國忠 5月1日 霍楊琬明 5月13日

柴峰 5月2日 張芳 5月18日

張孝寧 5月3日 殷雁萍 5月18日

馬陳麗英 5月5日 黃志雄 5月20日

譚恩宇 5月8日 王若程 5月20日

王華雲 5月8日 李非比 5月20日

張友諾 5月10日 關文傑 5月26日

葉慧兒 5月11日 吳嵐琨 5月26日

敖寧 5月12日 李志強 5月29日

ZHANG, Paul Cai-Zhong張才忠   LI, Frances   TAN, Angela譚穎茵 LI, Yi李怡  

WU Kam Wan 胡金勻   CHANG, Wood張申林 KWAN, Robert關甘澍    

ZHANG,Meng張萌    LI, Joseph李福培       WU,Cai-Chu Deng吳鄧彩珠

你的牧師

盧君灝

LI, Phebe

下一個生日慶祝會安排於六月第一個主日(六月七日)午膳團契聚會當中

舉行。敬請後列六月生日的弟兄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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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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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月五日

慶祝救主復

活主日，一

併舉行「獻

鮮花念先

人」。當日聖

壇周圍放置

了芬芳鮮

花，聖壇上

則擺設紀念

先人名錄。

四月五日， 姊妹領帶主日學同學 參與

尋蛋遊戲和於崇拜當中獻唱。

又當日中午，午膳團契舉辦 聚餐，弟兄姊妹

共慶復活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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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1-6

20 19-31

木瓜（一）

木瓜牛奶飲

木瓜雪耳蓮子糖水

木瓜，也被稱?“番木瓜”、“萬壽果”，在中國有“嶺南果王”之譽，

是四大嶺南佳果之一。木瓜色香味俱佳，當中含有大量水分、碳水化合物、

蛋白質、脂肪、多種維生素，17種以上氨基酸及鈣、鐵等，還含有木瓜蛋

白?、番木瓜鹼，營養豐富，可有效補充人體的養分，增?人体的抗病能力，

多吃可延年益壽。

食用木瓜對人大有裨益：具有平肝和胃，舒筋活?，健脾消食、潤膚養

顏、抗疫殺蟲、通乳抗癌和抗痙攣作用。

木瓜能消除體?過氧化物等毒素，淨化血液，對肝功能障?及高血脂、

高血壓病具有防治效果。

木瓜中維生素 C的含量非常高，是蘋果的48倍。

成熟的木瓜可作水果生食，生的或半熟的木瓜可作菜餚、湯水，都是清

心潤肺佳品。

在民間廣泛應用木瓜湯通乳和潤肺健胃，但在選用木瓜時有講究，通乳

湯要選用生木瓜，潤肺健胃湯則要選用成熟的木瓜。

今期介紹?款木瓜甜品：

材料：熟木瓜 8盎司、牛奶 12盎司、蜂蜜 2湯匙。

製法：（ 1）熟木瓜洗淨，削皮去籽，切成小塊。 （2）將木瓜、牛

奶和蜂蜜倒入打汁機內，開機打成汁即成。

注：木瓜與牛奶比例可按自己口味調整；不用蜂蜜，

可以用白糖，或者蜂蜜與白糖混合。 也有人喜歡加入一

些枸杞，你也可以試試。

功效：增加營養，增強免疫，排毒養顏。

材料： [六人份] 熟木瓜 12盎司、雪耳 2盎司、去

心蓮子 3盎司、去核紅棗 4枚、清水 、冰糖 。

約翰一書 ：

約翰福音 ：

製法：（ 1）雪耳用水浸泡至發開，去蒂後剪成小朵；蓮子和紅棗用

水浸泡 1小時，將紅棗切成圓形棗片；熟木瓜洗淨，削皮去籽，切成小塊。

（3）在湯鍋裡放入適量清水、並將蓮子放入，猛火燒滾後調為慢火燒20

分鐘，加入木瓜塊、雪耳塊和紅棗片猛火燒滾後調為慢火燒15分鐘，放入

適量冰糖，待冰糖溶解即成。

注：有人喜歡加入一點枸杞。 枸杞先用水浸泡30分鐘，放入冰糖時將

枸杞一齊放入即可。

    功效：排毒養顏，潤肺健胃。

當面對恐懼的時候，你會做什

麼？有些人面對恐懼時，希望握住安

全感，將一切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

因此應付恐懼的方法往往是攻擊、憤

怒或逃避。

聖經章節：

使徒行傳4:32-35

詩篇118:2-4, 16-18, 22-24

    

    耶穌復活之後

敬業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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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福音敘述，「一周的第一天晚上，門徒所在的地方，因為怕猶太人，

門戶都關著，耶穌來了，站在中間，對他們說：『願你們平安！』」

    耶穌基督復活後，向婦女和使徒們顯現。婦女的反應起初表現害怕，

但她們仍然聽從天使的吩咐，向使徒們報告耶穌已經復活的喜訊。但使

徒們聽後半信半疑，雖然耶穌曾三次預言自己要受苦受難，經歷死亡，

第三天復活，但使徒們沒有一個相信。

    因此耶穌復活的當天晚上，門窗緊閉，反映出使徒的恐懼，既然師

傅耶穌已被逮捕和處死，作為徒弟的可能要面對相同的命運。不過，縱

使門窗緊閉，亦無法阻擋復活的主向我們展示出祂復活的德能，因為他

不再被墓門或緊閉的門窗所限制：祂要來到門徒中間，祝他們平安。

    我們經常向別人關門，不讓別人進來，也不讓自己走出去，面對世

界。恐懼使我們武裝自己，將自己隱藏起來。每當我們遇上挫折的時候，

我們像使徒一樣把「把門窗緊閉」，關閉自己的心，拒絕面對任何人。我

們以為躲開任何人，就會安全。復活的主穿過門窗，因為祂願意進入我

們的內心，給我們鼓勵和安慰。

    在福音中，「門」具有重要的象徵意義。耶穌曾形容自己是「羊的門」

(約10:7），耶穌不是只穿過我們緊閉的門窗，更重要的是，祂自己就是

門，穿過這道門，我們可以獲得更豐盛的生命。門又象徵著從一個地方

到另一個地方的通道，只有通過耶穌基督才能進入擁有真正生命的地

方。耶穌穿過緊閉的門窗，使我們的生命獲得真正的平安。

    我是一個容易恐懼和焦慮的人，每當我害怕時，就會想起主耶穌的

說話：「放心，是我，不要害怕」。這金句便成為我擺脫恐懼的力量和泉

源，因為知道我不是孤軍作戰，而是有

天父與我同在。同樣，復活的主祝福門

徒：「願你們平安」，亦具有除去一切恐

懼與害怕的救援功效。當祂向門徒展示

祂那有釘痕的手和肋膀的傷口，表示祂

就是那位曾經和他們一起生活過的師

傅。門徒們因看見主而歡喜，先前的懼

怕也隨之消失。這份平安亦使多馬由懷

疑到宣信：我主！我的天父！

    各位兄弟姊妹，每次崇拜感恩，主禮都重覆耶穌這番說話：「願主的

平安常與你們同在」，提醒我們：復活的主就在我們中間，祂要讓這平安

佔據我們的內心，驅走我們的恐懼不安，使我們從今以後，不再依靠其

他東西，不再在其他東西上獲得安全感，而只依靠耶穌基督。

    當復活的主向門徒噓了一口氣：「你們領受聖靈吧！」這個行動使我

們記起天父創世的時候，向人鼻孔吹入生命的氣息，「他就成了有靈的活

人」(創2:7)，這個行動可以說是新的創造。耶穌賦予門徒生命之靈，這

份聖靈的恩賜更新門徒的生命，使原本害怕和困惑，為逃避危險而隱藏

的門徒，他們的生命找到力量，打開門戶，放膽宣講天父的真理，以耶

穌的名字治病、行奇蹟、度愛德的生活，甚至面對迫害，也一無所懼，

勇往直前。這個就是聖靈的恩賜，改變了他們的生命。他們不再爭論誰

最大，而是「一心一意」，就是同心同德，彼此相愛以達至團體行動的合

一，以他們的生命為主耶穌的復活作證，獲得眾人的愛戴。

我們都曾經領受聖靈的恩賜。這份恩賜，使我們擺脫恐懼和不安，

脫胎換骨，成為耶穌的勇兵。各位兄弟姊妹，今日，復活的主也親臨我

們中間，在每次主日崇拜完成的時候，我們都感恩接受差遣。我們又是

否已經準備好，被派遣向世界宣佈基督復活的喜訊，使人信從福音，分

享救恩呢？

盧牧師搬遷在即，有些日用

品和他珍藏的書籍，擺放在

副堂供瀏覽。若合用，請領

取收下，歡迎隨意捐獻助我

堂午膳團契經費。

多謝盧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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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we offer our thanks to God for leading His children: Winst n, Hansen, Enoch 
and Louise to the font and are baptised to be a member    the mystical body of 
Christ, and a family member of St Gabriel’s parish. It     ay now, there are a lot of 
thoughts I would like to express, however, I know not where to begin with… In the 
past eight and a half years there has been sixty-six people coming to this font for 
baptism. Yet, most of them do not stay with St Gabriel’s. Some of them for working 
in other States, away they go! Some of them for family issues, away they go! Some 
of them for pursuing their own dreams, away they go! S me of them for discovering 
that the church no longer offering what they want, away they go! Some of them for 
faith fatigue, away they go! On the other hand, some of the faithful members have 
come to their advanced age, they are too frail to come for worship every Sunday. It 
concerns me, however, for some long standing members left this parish in these 
years for other reasons. Some members disagree with others, off they walk! Some 
members experience some grievances, off they walk! Som  members found this 
church lack of incentive, off they walk! Some members       oubled by gossips, off 
they walk! As a result, in these years members leaving the church outnumber 
members coming in!

Over the years, I have expressed what I have to expres , what more can I say. Yet, 
I still have to voice out: pray, pray briefly, pray earnestly daily

Let us heed to the wisdom of the great Russian writer  ostoevsky. It is in the 
chapter of “Conversations and Exhortations of Father Zossima” of his classic “The 
Brothers Karamazov”. Father Zossima, a highly regarded monk, shares his faith 
before his death with his students and visitors. He urges his students that 
“Remember, too, every day, and whenever you can, repeat to yourself, ‘Lord, have 
mercy on all who appear before Thee today.’ For every    r and every moment 
thousands of men leave life on this earth, and their s     appear before God. And 
how many of them depart in solitude, unknown, sad, dejected that no one mourns 
for them or even knows whether they have lived or not! And behold, from the other  
end of the earth perhaps, your prayer for their rest w  l rise up to God though you 
knew them not nor they you. How touching it must be to a soul standing in dread 
before the Lord to feel at that instant that, for him too, there is one to pray, that there 
is a fellow creature left on earth to love him too! And God will look on you both more 
graciously, for if you have had so much pity on him, how much will He have pity 
Who is infinitely more loving and merciful than you! And He will forgive him for your  
sake.”

Those we know them not are, however, members of God’s      ion; we pray for 
them just because we are called to fulfil our obligation in God’s human family. Yet, 
God’s mercy is so unfathomable that forgive a poor soul because of our sincere 
prayers! Our inner joy and peace is far more than we can express. Our spiritual life 
will be vitalized with a fresh encouragement. Shall we    p praying sincerely 
everyday, we would slowly but surely find that we are  asier to forgive people wh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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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know. When we are ready to forgive our enemies, our grievances, no matter 
how grave, will be diminished. And the so-called gossips will no longer pose any 
threat to our solidarity in our Lord’s family. There will be no more suffers big enough 
to dampen our sincerity for serving our parish. Gradually, we shall find we are more 
able to love others and to love God. At that time, whe  ver we are, we are all united 
in the love of our Lord’s fold.

My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pray, pray sincerely everyday: ‘Lord, have mercy on 
all who appear before Thee today.’ This is a spiritual task every one of us can 
handle. Let us feel the fresh encouragement. Let those who are hurt, tired find the 
healing. Let those cold-hearted be warmed up again. Let those who are away can 
return to work together for a greater future of St Gab iel’s. Blessings

Peter Lo+

⋯⋯

上帝看到地上一般富有的人，終日勞碌去賺錢而不顧念那些窮困欠缺和

需要幫助的人，上帝就打發聖靈在他們心內作工，叫他們明白取於社會，用

於社會的道理。如主耶穌所說：“我來不是要受人的服事，乃是要服事

人”(太 20 : 28) 美國富豪洛克斐勒，富甲天下，卻身體軟弱，茶飯不思，

且不良於行。錢財不能給他健康，他開始省悟，要怎樣來服事人；他決意把

他的財產大部份回饋社會，設立醫院，創辦學校，支助無數救濟機構，凡有

利於公益，都儘量參與。蒙主悅納 ，他自己內心也體會到 “為善最樂”的

真實意義。

    在這個功利社會，家庭糾紛不和，兄弟因個人的利益而走上公堂等新聞

時有見報，主要原因是他們沒有遵從主的教訓─要彼此相愛。提起這金玉銘

言，不禁記起一個小故事，關於聖約翰本人，是這樣的：當他年紀老邁而不

良於行的時候，他時常被人抬到教堂去的。當他講道時，他

總是說：“小子啊，你們要彼此相愛。”有人問及他為何

要常常這樣再三的重覆復這一句話時，他就回答說：

“這乃是主的命令，倘若這一命令能好好遵守的話，我

們所作的就已經夠多了。”不錯，假如全人類能遵守這

條命令，這世界就變得更加美好，友善多了。

一個沒有愛心的人，生活在這個世上是沒有意義的，

且在他的心靈深處是空虛而孤獨的。保羅說：“我若有先知講道之能，也能

明白各樣的奧秘、各樣知識而且有全備的信，能夠移山，卻沒有愛，我就算

不得什麼。”(哥前 13：2) 誠然，一個沒有愛心的人，如同一塊石頭一樣，

有何分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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