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孝敬父母是十誡中的第五條，這是耶和華你的上帝

用祂的指頭寫下來，然後刻在石版上，祂命令我們遵守祂

的誡命，祂就 必向他們發慈愛，直到千代 (出埃及記 20：

6) 。昔日祂曾對當時的猷太人說：要有富強的民族，必要

先有健強的家庭。我國古時聖賢也是這麼說，先齊家，然

後治國，才能平天下。敬愛父母是建立健全家庭的重要基

礎，要怎樣去孝敬我們的父母呢？ 

 

(一) 要無條件去敬愛父母 

美國民間有句常用的話： “沒有免費的午餐”，意思是說

要人家替我做事，必須付出代價的。當今世上連愛父母也

要附帶條件，他們對富有的父母特別孝敬，且有求必應，

希望將來收到一筆更加優厚的遺產。反之，對貧窮的就有

求不應，就沒有那麼幸運了。聖保羅在哥林多前書告訴我

們，愛是永不止息的，又有恩慈，不求自己的利益的。又

在以弗所畫(6：1-2) 對我們說 ：“你們作兒女 的，要在

主裡聽從父母，這是理所當然的。要孝敬父 母，使你得福，

在世長壽，這是第一條帶應許的誡命。 

(二) 不要將誤會長記在心頭 

父母與子女之間，誤會是免不了的，要知道世上沒有十全

十美的父母，當誤會發生時，應以大事化小，小事化無的

態度，保持雙方的良好關係，正如上帝在基督裡饒恕我們。

記得有一次，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阿，我弟兄得罪我，

當饒恕他幾次呢？到七次可以麼？耶穌說：“我對你說，

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太 18：22) 請注意耶

穌所斷言的是說，若不是從心裡饒恕別人，絕對沒有希望

得到神的饒恕。 
     ……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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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與大家見面之時，即牧師離開之日。我們相處多年，臨別聖加百利
堂，真是萬般不捨。首先，大家對我所表達的心意：無論是有言的、無
言的、具體的、感情的…牧師都銘記在心。 
  
人間有情，萬物有情呀。牧師感謝天父，讓四周的景物也向我惜別。由
五月初至今，家門前的白蘭花花香四溢，好像要我出入時，都要注足一
刻，回味它的芬芳。這些日子，窗外的小鳥日夜歌唱，好像要向我訴說
什麼似的。在晴天的日子裡，那朵朵的白雲特別皎潔，又好像俯身向我
道別。但萬物皆有定時，相聚有時，分散有時，該走的時候還是要走。
但在此我正告各位，牧師走了，形勢大好，因為上帝恩待我堂。 
  
首先，今年本堂將再迎來六位小寶寶，連剛剛領洗的宇軒，今年共有七
位小寶寶。再加上另外七八位小孩子，上帝交給我們聖加利堂的孩子真
不少呀！他們是本堂的種子，本堂的希望。兒童聖工的推展真是大有前
景！若我們穩定地在這裡培育這些孩子成長，他們的父母也會更加投
入，本堂佳境將至。另一方面，Meher Montessori 中學去年開始租用本堂
部份活動室作教學之用，逐步發展他們的中學。由於本堂與學校的關係
良好，他們的學子與家長每天都踏足本堂土地上，所以，他們是我們推
動外展的對象。此其二。其三，我們有不少平信徒相當長進，學無前後，
正在接受各式各樣的信仰課程，假以時日，他們將是本堂的新力軍。 
  
上帝給我們這些恩待是實實在在的，但我們若不好好把握，這些恩待就
稍縱即逝。不是上帝收回，而是我們放棄這些恩待。在此借用一典故。 
  
漢武帝愛妃李夫人病入膏肓，臥床不起。武帝難過不已，親自去看她。
她一見武帝到來，急忙以被覆面，推辭說：婦人貌不修飾，不見君父，
妾實不敢與陛下相見。堅持不讓武帝見她最後一面。後來她歎氣說：大
凡以色事人者，必因色衰而愛弛，愛弛則恩絕。意思是，武帝之所以寵

1 



` 

 

愛她，是由於她美好的容貌。今若見她美貌不再，必會棄她而去，又怎
肯再追思她呢！李夫人有智慧，她知道武帝給她恩寵是外在於她的，是
靠她的美貌贏取的，並非她能自主的；美貌沒有了，恩寵也煙消雲散了。 
  
如果我們視自己為主的雇工，我們就自外於主的恩典，覺得主的恩典時
有時無，不能掌握。我們要掌握主的恩待，關鍵就是要“常在我裡面的，
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約翰福音 15:4)。常在主裡面的意思
就是與主同活，與主同工。我們已是主身體中的一部份，主的苦杯也就
是我們的苦杯，一起共嘗。主的擔子也是我們的擔子，要共負一軛。當
然，主的喜樂也是我們的喜樂，主的平安也是我們的平安。這樣，我們
就不會離開主的恩待。 
  
請寬恕牧師離開時還喋喋不休，我真希望大家明白，上帝的恩典大大的
與我們同在，讓我們能好好把握這形勢，與主同工，榮耀上帝。上帝永
遠愛我們，主恩永偕。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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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個生日慶祝會安排於六月第一個主日(七月五日)午膳團契聚會當中
舉行。敬請後列七月生日的弟兄姐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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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 Yien 李義恩         TAM, Valerie 譚陳慧兒  

WANG Ruolan 王若蘭    MAK, John 麥懷炯     MAN, Tonson 文華東   

LI, Leonard 李國亮      WU, Charles 吳梓舟    CHU, Wing 朱泳   

MARK, Susan 麥鄺淑新  HONG, Vu 洪世武     CHEN, Ning-Yu 陳寧宇 

 

 
 

 

ZHANG, Paul Cai-Zhong 張才忠 6 月 5 日  KWAN, Robert 關甘澍  6 月 16 日 

LI, Frances  李安蕊 6 月 9 日  LI, Yi 李怡 6 月 17 日 

TAN, Angela 譚穎茵 6 月 11 日  ZHANG, Meng 張萌  6 月 19 日 

WU Kam Wan  胡金勻 6 月 12 日  LI, Joseph 李福培 6 月 19 日 

CHANG, Wood 張申林 6 月 16 日  WU, Cai-Chu Deng 吳鄧彩珠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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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慶賀吳家長孫 宇軒 百日誕辰，維健和  
霏雯 於五月三日特備自助午餐 款待本堂 
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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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九日，同心團契於文美圓姊妹之
賢婿 Derek Tam 府上舉行聚會。盧牧

師特別為他們的新居舉行祝福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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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ul Zhang 

 

 

 

 

前言： 

1. 此文為感謝盧牧師多年來在聖加百利堂的事奉而寫。作為牧師他

所付出的代價和犧牲往往是我們平信徒所難以體會的。然而這些

辛勞正是神職人員將來帶到天家的獻禮，願慈愛的天父悅納。 

2. 文中內容是我在學習 “摩西生平” 四卷時的一點體會，這只是在

閱讀、學習、接受和信靠上帝完美神性及作為時的一種思考方法。

它不是要解釋或論証上帝的某些屬性；因為靠人有限的智慧是不

可能全釋上帝無限的全能的為和神性。 

3. 以下是對幾個概念的粗淺理解： 

〈悖〉相反的、違反的意思。 

〈悖逆〉“違反正道，犯上作亂”，聖經裡多次用此辭彙。 

《悖論》英文 Paradox，來自希臘語，意思是 “奇怪的”， “未預料

到的”。通常是從形式邏輯上無法判斷其正、誤的一種導致矛盾的命

題。後來在嚴謹的數學理論中發現了《悖論》，才對悖論作了科學

的研究，得出有益的結果。所以現在常把它看作是“似非而是”的命

題。 

表面上看來是互相矛盾的，但實質上它們卻揭示了同一事件的兩個

相關方面。因此它也用於 “並行而不悖”，同時進行，相輔相成的事

情上。 

正文：以下僅僅是通過十個例子簡單說明 “悖論思考”在我認識上帝

神性和作為中的一點體會。 

I .   救贖----審判。上帝是救贖主，也是審判主。 

    在摩西五經裡，上帝為了把以色列人從被奴役的

埃及中拯救出來， “祂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膀臂，並

大可畏的事”施行了許多神蹟，如：過紅海，使磐石

出水，賜嗎哪和鵪鶉，降雲彩、火柱；最後領子民進

入迦南福地， “歸回耶和華”。 (申 4: 31, 35)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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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新約裡，神為了拯救全人類，把我們從罪的奴役中贖回來， “甚至

將神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 3：16) 

  上述這一切都是神發自本身屬性的救贖。 

  然而摩西生平的四卷中也記載了另一些事實，當神的子民悖逆時，也受

到嚴厲的審判和懲罰：因為他們拜自己造的金牛犢，一天之內 “百姓被殺

的約三千”。當以民第一次到達迦南附近 (巴

蘭)，由于探子不忠的報導，百姓再次悖逆，放棄

了與神盟誓的約，寧可死于曠野，也不進迦南；

並正式提出重返埃及。神就罰他們繼續飄流曠野

38 年。直到統計人口時已是 20 歲以上的人全部

死去，才得進入迦南福地。 

  將上述兩方面的歷史聯想起來，往往令人感覺上帝是否太嚴厲了，祂的

作為好像是 “胡蘿蔔加棍棒”？ 

  然而如果我們放開視野，全面思考上帝的作為和人類的罪性歷史就應當

得出下面兩點認識： 

  ⑴人類的罪性的確頑劣。而且不可能自救，也不可能自善。 

  ⑵上帝的憐憫和愛是偉大的。祂的神性是完美的。 

試想一下： 

⑴如果有救贖而無審判 (人不用為自己的言行負責) 。人就會活在縱慾且    

“任我行”的“自由世界”裡，這樣人類社會也不可能存活到現在。 

⑵如果只有人的審判，而無神的救贖 (生、死、善、惡由人自己掌握)，人

們就只能活在言、行、思、情都被禁錮的囚籠裡。人類社會則被窒息而沒有

生命。總之：  

  有審判；救贖才能結出完好的果實。 

  有救贖；審判才有真實的意義 

    救贖與審判是相輔相成的，彰顯著上帝的完美神性。 

II .   慈愛----公義 

    不少人說基督教就是提倡博愛的，但這個博字卻不夠確切 (似乎說這種

愛是  沒有原則的)。 

    不錯，上帝就是愛 ，是要求信徒愛罪人，甚至愛仇敵，要“以善勝惡"。 

然而，我們還知道，上帝創造宇宙和人類是本於他的愛，第一天就說“要有

光”而且肯定“光是好的”，並把“光暗分開”，這就在實質上分別了善與

惡。經文 (約 8：12，約Ⅰ4：08，詩 106：1) 也告訴我們，神就是光，就是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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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而且本為善，這樣在他的慈愛中就分別了光和暗，善和惡，義和罪。 

 

 

    因此上帝“在他一切所行的無不公義；在

他一切所作的都有慈愛(詩 145：17)”。這就是

說神的慈愛本身就包含了公義和真理。沒有公

義就不可能實現真正的神愛；沒有神愛公義就

不存在了。神的愛和義是並行而不悖的。 

 

III 

阿拉法一俄梅嘎[α一ω] 

    西遊記裏有一個小鬼的名字叫“有來有去”。這也可以說是我們在世上

的人所共有的名字。 這個名字同時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人生問題： 

“ 生為何?死何往？ 或者說人的生命從何而來(α)？ 他的歸宿又是什麼

(ω)？ 來和去，始與終似乎是對立的概念，其實他們是同時存在的，共有

共無的。 

    一般宗教都承認現世的生命是有來有去的，但不同宗教對生命的“來”

和“去”，有本質不同的看法。 

    佛教和印度教都主張生命是循環的，無源的《輪迴論》。有如宇宙天體

的運行是循環的，生命也是輪迴的，這實質上是主張生命是無源無歸，無始

無終的。 

    基督教主張人的生命是有源頭有歸宿的。聖經中創世記和啟示錄講人類

及宇宙萬物的源頭和歸宿就是耶和華─我們的神。上帝說“我是α，我是

ω；我是始，我是終。＂(啟 22：13)。 

    從自然科學的發展來看，起初認為宇宙天體

的運行只是循環的（月繞地，地繞日，日繞銀河

中心)。自然界就是“自然”的，自有的，他自己

就是自己，沒有神的創造，也沒有人類“使其然

＂。無始無終，無源無歸。 

    但是 100 多年來，近代科學家的一連串發現，都在不斷地證明宇宙萬物

是有源有終的。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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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5 年愛因斯坦的廣義相對論預言宇宙不斷地在膨脹。 

1929 年，科學家哈勃根據觀察到的 “紅移現象＂，証實宇宙在加速膨

脹，而且膨脹的開始，必有它的源頭。 

1946 年美物理學家伽利莫夫正式提出宇宙大爆炸理論，並推導出現在

的宇宙是在大約的 140 億年前的一次大爆炸、膨脹形成的。1973 年的 “人

擇宇宙原理”和 2012 年發現 “上帝粒子”的存在，都在證實宇宙有源的這

個大爆炸理論。美國科學家索爾和亞當在 1998 年的研究報告 (2011 年獲諾

貝爾物理奬)發現超新星爆炸，證實宇宙膨脹速度不斷加大，由此推論我們

的宇宙將要以冰凍狀態終結 (約 3000 億年)。人類的科學發現雖然有起有

伏，有實有虛，但總是不斷地靠近聖經所啟示的真理。証實上帝的完美神性：

“我是α，我是ω。”、“我是始，我是終。＂       

IV                                                         

至善----全能                                  (未完，待續)                         

 

 
 

﹝讓人看見我們的好
行為，歸榮耀給我們的父！﹞ 

    「人有不同的性格和屬靈質素，既有光明面也有黑暗面，」二者互相滲
透、制約，從而在日常行為表現出來。大家公認的善人、好人也不見得絕無
瑕疵、永遠行善；若是長久相處，細心觀察，你可以在他身上找到缺點，行
為錯失。 
    我們要彼此包容，讓弟兄姊妹有更多機會顯露和發揮他的優點、強項，
讓他感到自己是備受尊重，得到信任。我們可以在其中看見他的好行為，看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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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他的恩賜；毫無疑問，他亦找到自己的生命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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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瓜（二） 
用木瓜製作中式菜肴，是以鹹味湯居多，相信眾多家庭都能做出多款木

瓜湯品。以下我向大家介紹兩款做法： 
  
材料：[六人份] 六成熟的木瓜 1 磅、猪扇骨 6 盎司、 6 只、花生 3

盎司、去核紅棗 3 枚、生薑 2 片、鹽、 精。 
製法：（1）木瓜去皮去籽後切成大塊；花生和红棗用水浸泡半小時。

豬扇骨洗淨、斬件， 洗淨、斬去指甲。（2）將豬骨和 水，撈起
洗淨待用。（3）在湯鍋锅裡放入適量清水，燒滾後放入
扇骨、花生、红棗、生薑，猛火燒滾後調為慢火煲 30 分
鐘，加入木瓜塊、 ，猛火燒滾後調為慢火燒 60 分鐘，
用適量鹽和 精調味即成。 

功效：補血養顏、潤腸通便、滋潤皮膚、健脾養胃。 
注：不用豬扇骨，可以用排骨；如果你喜歡，也可以加入適量乾木耳，

木耳先用清水浸發 1 小時以上，煲湯時不要過早放入湯煲裡，浸發好的木耳
煲 10 分鐘就好了。 

木瓜花生豬蹄湯  
    材料:[八人份] 半熟的或較生的木瓜 1 磅、豬蹄 16 盎司、花生 4 盎司、
生薑 2 片、鹽、雞精。  

製法：(1) 木瓜去皮去籽後切成大塊；花生用水浸泡半小時。 豬蹄洗淨、
斬件。 (2) 將豬蹄飛水，撈起洗淨待用。（3）在湯鍋裡放入適量清水，燒
滾後放入木瓜、豬蹄、花生、生薑，猛火燒滾後調為慢火煲 2 小時 30 分鐘，
用適量鹽和雞精調味即成。  

功效：抗皺養顏、潤腸通便、滋潤皮膚、健脾消食。 特別適合皮膚早
衰、消化不良、乳汁不通者食用。 

聞遠方團契友儕假日聯袂旅遊
香港金督馳馬徑有感 (五言絕句)                 

                              梁金培                         
雲遊金督徑， 
落日耀南培； 
幾許枯榮事， 
歌聲夜夢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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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督徑 指香港近郊之 
   金督馳馬徑 Sir Cecil's Ride 
②南培乃 南培城 South Pasadena  
  之中文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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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w months ago, Rev. Peter Lo of San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gave 

me a book named "Ten thoughts to take into Eternity" by Dr. David 

Yount.  He indicted that he would like me to write something about my 

thought of eternity for the Tiding. No one knows what will 

become of you after you die.  Every in spring, I always admire trees that 

have flowers of different beautiful colors, especially my favor color of 

purple.  I used to paint and whenever I needed the color of purple, I had to 

mix blue and red in order to make the color of purple. 

Yet, those trees turn naturally purple every spring.  Do they have eternity 

life?  I wonder. It is very natural that a lot of people are looking for eternity 

life.  There are saying “If you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you will have eternity 

life."  It is very true.  Everyone is born from 

God's love, wisdom, faithfulness and 

kindness, renewed by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in righteousness and holiness 

modeled after Jesus Christ.  The new self 

has to be motivated by the same kind of 

love for ourselves and others that prompted 

the Savor to suffer and die on the cross for 

us. Lastly, I believe that Jesus Christ gave 

us warnings to change and repent in order 

to see the light of life to enter eternity 

life.  Pray that Christ's Love and Faith in His redemption and His promise 

of eternity life be bond that unites us to Him and with one 

another.  Therefore we should always pray to God for the Holy Spirit to 

speak and do what pleases God and help others. 

 

My favor quote: Jesus said," I am the resurrection and the life.  He who 

believes in me will live, even though he dies, and whoever lives and 

believes in me will never die…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his great mercy he has given us new birth in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 and into 

an inheritance that can never perish, spoil or fade…” ( Jn 11:25 & 1 Peter 

1: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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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the time when this letter meets its reader, it is the day I have to leave for good. I really 
miss St Gabriel as I have been living with you for almost 9 years. First of all, may I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to your kind compliments upon my retirement, whether in 
words, or in silence; in physical or in other ways. 
 
I must thank our Father that I bathe in His world of human love and also in the love of His 
creatures. Since the beginning of May, the white orchids in front of the rectory continues 
to bid me farewell with its fine floral fragrance. It is so sweet that as it is asking me to stay 
for while to sense more deeply its scent and smile. These days, the birds outside my 
window keep singing day and night, as they are having something to say with me. Oh, 
the white clouds in the clear sky, so bright and vivid as it is leaning over to say goodbye 
to me. However, there is a season for everything, a time to embrace, and a time to be far 
from embraces. When the time comes, I have to go. However, I have to let you know: 
despite my departure, St Gabriel is heading for an excellent prospective! It is because 
God is gracious to us. 
 
First of all,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St Gabriel is welcoming 6 more babies to our 
congregation, and including Winston who was christened in April, we have 7 babies for 
this year! Bear in mind of the half dozen children in our congregation for the time being, 
we have been entrusted by God quite a lot of little souls! These little darings are the seed 
of our Church, the hope of our parish future. Hence, we cannot afford to overlook our 
children ministry! Shall we nurture these little souls nicely, their parents will naturally 
become more dedicated to the church. We a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to that revival! 
On the other hand, Meher Montessori high school has made our church a place of 
learning since last year. She has been provided with our church activity rooms to 
establish her secondary education programme. We are partners, and we are good 
partners. Everyday, their students and parents set foot on our church ground, and we 
shall have ample chance to approach them (in a suitable manner) in future, and introduce 
our church to them. Thirdly, we have a number of church members who are taking lay 
ministry training in various ways to strengthen their religious knowledge. In time, they will 
be stronger supporters of the Church. 
 
All these are gifts of God, and it is real tangible gifts. However, if we do not take 
advantage to realize these gracious gifts, we shall just miss it unknowingly and remorse. 
It is not God who confiscates His gifts, it is we who make these gifts unwanted. Let me 
quote a leg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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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Han Dynasty, Lee, a beloved imperial concubine of Emperor Wudi (206BC - 8AD) was 
in her dying bed. The emperor was so concerned and he went to visit her at her room. 
Knowing that the emperor is coming, she refused her countenance to be seen by him and 
coated her face with a quilt. She made an excuse that she dared not to offend the 
emperor without greeting him with a proper makeup. Later on, she explained with a sigh 
that- as for those who build human relationships by whose beauty, when the attractive 
appearance fades, love will eventually cease. Lee knows very well that the Emperor 
loved her just because of her beauty, and as she lost her attractiveness due to illness, 
she will never be remembered but abandoned by the emperor. She is a lady of wisdom, 
she knows pretty well that she can never get hold of the grace granted by the emperor. 
The grace she enjoyed was external to her; it was just a trophy of her beauty, and 
whenever the beauty is gone, all graces shall die off. 
 
Likewise, If we just deem ourselves as a hirer of Christ, we are alien to God's grace, and 
we fail to recognize His grace with faith. For us to live out God’s grace with faith, it is 
crucial to "Abide in me as I abide in you. Just as the branch cannot bear fruit by itself 
unless it abides in the vine, neither can you unless you abide in me." (John 15: 4). Abide 
in Christ means to be one with Him, not an external part of His body. Abide in Christ 
means to take Christ’s cup as our cup, Christ’s burden as our burden, Christ’s joy as our 
joy. In this way, we shall never astray from God’s grace. 
 
Please forgive me for chattering even when I am stepping out of the parish, I really hope 
my beloved congregation to be reassured that God's abundant grace is really with us, so 
that we can take advantage of his kindness and be the co-worker with the Lord, for the 
greater glory of God. God always loves us, and His grace be with us ever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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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盧牧師！ 

盧牧師搬遷在即，他將一些 

日用品和珍藏的書籍，擺放 

在副堂供弟兄姊妹瀏覽。若 

合用，請領取收下，歡迎隨 

意捐獻，助我堂午膳團契經費。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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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卷首語 

          …… 

(三）在百忙中仍要關懷父母 

不要忘記我們的父母化了一生的心血把我們撫育成才。今日出去社會

服務，終日繁忙，在百忙中仍要分出時間給他們，如撥一個親切的電

話向他們請安，以示關懷。這點小小動作足令他老人家心裡感到無限

的甜蜜。又假如他們需要交通接送的話，做兒女的應樂意答應，切不

可在他們面前怨聲怨氣；若勉強依從，會對他們的心靈產生打擊。 

（四） 在美國常聽到青年們以名字 FIRST NAME 來稱呼自己的父

母，予父母常人一般看待。我們華人家庭是以禮傳家，父母是我們的

尊長，不論在家或在外面，都應以禮相向，不應以普通人看待。這是

中國傳統固有的文化。 

(五) 善待他們 

人是有情感的，你待他好，他自然會感受到的，父母也是這樣。因此 

“耐不耐”請他們出來飲茶，或在他們生日和其他的節日，請他們參

加團隊旅行或坐遊船河 (Cruise)，他們心裡自然會感激你對他們的孝

心。久坐家裡，有機會出去散心，換一下環境，增進身心健康。 

 

上述幾點，雖是老生常談，但講就容易，行就難了。祈求上主差遣聖

靈來到我們裡面，指引我們，勉勵我們遵守上帝的誡命，做個孝順兒

女，深信在明年的母親節和父親節將會看到他們的慈顏展現出詳和燦

爛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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