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加百利堂歡迎你！ 
   如您有教會可以服務的事，請與我們聯洛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Welcomes You! 
133 East Graves Avenue, Monterey Park CA 91755 

********************************************************************************************************************** 
 

暫代牧師/ Interim Rector:     單瓊珠牧師/  The Rev.  Becky  Shan   (626-571-1184) 
義務助理/ Associate Pastors: 尤振中牧師/ The Rev. Peter Yu           (310-548-3052) 
堂長/Senior Warden: 李陳景球女士 / Mrs. Ginger Li         (714-256-8002) 
副堂長/Junior Warden:      張 茂 棋 先 生  /  M r .  C h a r l e s  C h e u n g 
 ( 3 2 3 - 2 5 5 - 2 3 2 2 ) 

辦公時間/Office hours:    Tuesday - Wednesday : 10:am - 12noon      Thursday - Saturday : 9am - 4:30 pm  
義務辦公/Office Volunteer:   徐潘婉廉女士/ Mrs. Phebe Hsu                              (626-281-8943)

  

對外事工助理/ Outreach Assistant: 霍惠榆小姐/ Ms. Iris Fok                (Tue & Thur 7pm-9pm) 
 其它請直撥徐牧師 / At other times, please call Rector direct 
電話/Phones:                           辦公室/Office:  626-571-2714                                傳真/Fax:   
626-288-4229 

http://www.saint-gabriel.org 
*********************************************************************************************************************************** 

   

編 後 話   

 一年一度的“春茗＂（新年聚餐）向來是興高采烈的，

今年的節目除了“抽獎＂外，主持茂哥（Charles）更加插

上幾項“遊戲＂節目，有如在電視看翡翠台的無敵掌門

人一樣，看得大家笑到合不攏嘴，非常成功；餐會能夠

辦得如此有聲有色，Carol 的統籌和 Iris 的全力襄助，功

不可沒！ 

 感謝華語團契的弟兄姊妹，他（她）們很有愛心，特

別在二月十八日晚上的例會中，以“包餃子＂的晚宴和

表演等餘興節目，熱誠招待本堂的牧區議員與午（粵語）

堂的兄弟姊妹。當晚的廚房出現了前所未見的擠迫，人

頭湧湧，他（她）們高高興興地做了很多各式各樣的北方

食品，供應源源不絕。由於食物太多，到後來，眾人眼

見著食物、手摸著肚子、實在是無法再吃了，終於有人

使出了“高招＂－打包，才能解決這個尷尬的場面。 

 有讀者問我：佳音月刊裡的“讀者園地＂，近幾期好

像有點荒涼的味道，是“人手＂缺乏、“園丁＂倦勤、

還是其他原因的？其實都不是，沒那麼嚴重，所以如此

不過是“剛剛碰著喑喑＂（巧遇），他（她）們最近或許

因為工作和其他事情忙碌吧了，對佳音是絕不會放棄

的，我對他（她）們有信心。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6 年 3 月 
第八十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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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單瓊珠牧師               

 

親愛的弟兄妹妹，你參加了我們今年的春茗嗎？如果你沒有參

加，我覺得是很可惜的。在這春茗的聚會中，不單是可以吃一頓美

好的佳餚，也是我們這大家庭的一個大團聚，有些平時少見面的也

一同來參加了，還有些弟兄姊妹邀請了他們最親近的親戚或者朋友

一齊來參加，大家都盛裝赴會，可以說是我們教會的盛事了，真是

歡聚滿堂。整個的會場，充滿了歡樂的笑聲，大家都為新春的來到

而快樂；彼此的問侯，有些是很久沒有見面的舊朋友了；同聲的稱

讚，大家都稱讚對方的精神飽滿，又保持著青春的氣色，每個人都

帶著滿足的笑容，享受著大會的一切。 

我是第一次參加本堂的春茗，它的歡樂氣氛讓我想到在教會的崇

拜，它是我們每週一次的大聚會，大家也都是穿著整齊地來赴會。

我們是以歡樂的心而帶著平安的感覺安靜地入座；我們是彼此的關

懷，在平安禮中彼此的互祝平安；我們也有同聲的稱讚，卻是齊聲

高歌讚美上帝的歌聲。我心裡暗暗地禱告上帝，讓我們也能夠在主

的聖殿裡歡聚滿座就好了。 

我們的大家庭的確給我這個剛到的人感覺有很大的歡樂，因為我們

有同樣的信仰，同為聖公會的教友，大家可以一見如故，不見了幾

十年的主內弟兄姊妹都可以在主的家裡再相聚，再一同在主的聖殿

高歌讚美上帝，這都是因為上帝在我們當中。今天我們有機會一同

在主的大家庭裡，讓我們再一齊努力為上帝的家，我們的大家庭去

邀請那些曾在我們當中，現在很少見面的弟兄姊妹回到我們當中，



也去邀請我們的朋友。還不能忘記，要好好準備節目，讓老、中、

青、連小孩子都 
可以歡樂地享受著上帝愛的節目，也能體會到主的教導，願大家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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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著感恩的心前來敬拜我們的上帝，相信我們的聖殿一定能夠歡聚

滿座的！      ◎  

***************************************************************************** 

單牧師放假 — Fr. Mc Bride 主持聖餐

單牧師來本堂擔任暫代牧師轉眼已經兩個月了，我們曾答應每兩個

月讓她回家一次，一方面讓她回家看看，辦一些私人的事，一方

面，她要回去為聖光堂團契主持每兩個月一次的聖餐崇拜。她已於

二月份第四主日放假回去，我們也得蒙 Fr. Mc Bride 前來為我們主持

聖餐。 

       牧區議會二月份會議報導  
1. 經過多位堂議員與教友的意見與討論，最後決定把牧師館前面左

邊的一棵樹砍掉，右邊的一棵要修剪，已請花王負責，費用為 
$500。 

2. 今後花王將連同牧師館後面的花園一并整理修剪，通過每月加 
$50。 

3. 單牧師於二月二十六日放假時，請 Fr. Mc Bride 前來主持聖餐，

該日午堂並請尹振愉弟兄翻譯。 
4. 通過2006年各委員會之會員與堂議員之代表名單並印發與各教

友。 
5. 牧師館客房之設備已由堂長安排一切妥當。 
6. 白蟻之問題決定暫由本堂之物業委員會負責保養與修理。 
7. 本堂之堂慶決定於六月十一日星期日舉行。 
8. 單牧師提出為配合聖公會聖詩的改變，希望本堂可以買新普頌，

最好買中英對照的，本堂有英文崇拜，將會方便使用。 
9. 聘請牧師委員會主席在會議中報告工作進行概況。 

二 月 份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春茗的歡樂 

教會有春茗，本堂算是一個傳統的活動了，又可以說，這活動是我

們這大家庭的一個大團圓了，二月四日在AAA海鮮酒家筵開六桌，

大家都穿著傳統的服裝，每個人都帶著笑臉來參加這讌會。Iris一早

就忙得團團轉，安排座位，招待客人。Carol 又是不停地先為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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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獎品忙碌地去收集與包裝。時間到了，一個穿著有如清初的一位

悄俊公子出現在舞台上，原來是我們大會的司儀 Charles，他的打

扮真是好像電視上賀年節目的司儀一樣，當然一開口更是有如專業

的一樣。在他的一陣子搞笑之後，就請我們新到的暫代牧師單瓊珠

牧師給大家認識，單牧師上臺，先向所有在座的賓客歡迎一番，跟

著就是對我們這出色的司儀稱讚一番，然後她請我們的義務牧師尤

振中牧師謝飯禱告。 

大家享受了美味的佳餚不久，司儀就開始了抽獎節目。說到抽獎，

就要謝謝我們的青年朋友，他們熱烈的售票，在宴席上不停的跑來

跑去，賣票的成績可真不錯。有這樣好的成績可要謝謝那些送出獎

品的弟兄姊妹，因為他們的獎品都非常吸引，尤其是應節的水晶小

狗最受歡迎，可惜只有八個，送出者是Grace 但是她人卻不在，到

日本旅行去了。她旅行回來大家看到她都在說我沒有抽到，怎麼那

麼少。有人還計算著告訴她明年是豬年，叫她要預備多幾個呢！ 

節目中的遊戲對年青人真是非常吸引，男女都熱烈的參與，連最小

的Matthew 也玩得滿頭大汗，如果你今年沒有參加，希望明年不要

再失良機了。 

請欣賞下面一輯攝於“春茗＂時的照片：  

    



    

精彩麼？下邊還有很多等著你欣賞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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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會每月例會

二月份的月會十五日上午十點半在吳伍梅芳姊妹府上舉行了，共有

十一人參加，主人家充份的準備了幾首她最愛的，也是參加者所喜

歡的詩歌，並且分享了一下她信主的經過，對帶她信主的一位傳道

人充滿了懷念之情。主人家又繼續分享了在她家裡掛著的一幅字

畫，上面是大家所熟悉的經文。她站在字畫的前面為大家朗誦了哥

林多前書十三章愛篇，聲音洪亮而且充滿感情，原來是她的妹夫所

書寫。與會者又一同背誦了十三章十三節，如今常存的有信、有

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剛巧這一天是情人節的第二

天，大家又分享了一下情人節愛的表示，大家似乎都懷念著有關愛

的往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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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室的新面貌

本堂之圖書室藏書豐富，範圍廣闊，小小圖書室堆得難以分別

資料的類別，可能正因此不是太多人來借書了。可惜！可惜！

日前蒙李福培夫婦與麥懷順弟兄前來清潔整理，還有表姐的幫

忙，謝謝他們的服務。圖書室裡亦有一茶水部，我們亦一并整

理了，歡迎大家前來參觀，你一定會留戀著不願離開了。圖書

室裡資料豐富，有中英文之宗教書籍與各類雜誌，亦有非宗教

之各類文學小說，名人傳等，又有錄影帶與各類學習英文之資

料，請切勿錯過這資源。 

歡迎主日學小朋友前來午堂領聖餐

午堂崇拜在平安禮後，你看見有兩位小朋友由老師領著前來參加我

們的聖餐嗎？我們的主日學雖然人數只有兩位，但是我們卻有兩位

老師，譚陳慧兒姊妹並不因為只有兩位，她卻仍然積極認真的去教

導，我們更高興有年青的關文傑弟兄協助教導。這是小型的主日

學，但是他們卻努力的付出精神來做。希望我們能介紹更多的小朋

友來參加主日學，也希望大家能注意他們的參與並為老師和小朋友

們禱告。 

大樹不見了

十年樹木，百年樹人。在牧師館前一棵大樹，相信也有十多年了，

本來一棵大樹是很難得的，然而這棵樹卻是諸多的「不是」。它太靠

近我們的牧師館了，結果樹根影響著我們的房子，與地下的水管，

上面樹葉都落在房子的上面，無法經常地及時去清理，使得屋頂在

樹葉的埋藏下，有些受不了。還有最可怕的老鼠也是借這棵書進到



了這座牧師館。經過多人的意見與討論，決定在二月二十一日把這

不當的東西斬除掉。這事讓我想到了主曾說，凡好樹都結好果子，

唯獨壞樹結壞果子。------凡不結好果子的樹，就砍下來，丟在火

裡。相信我們都會同意這樹是應該被斬下來了。再見了，「一無是處

的樹」。 

國語團契的盛會  
國語團契於每月都有一次的聚會，一月份因為是新年期間，教會裡

有一連串的節目，所以停了一次，二月十八日，他們決定在一年的

第一次聚會，要介紹北方傳統的餃子來招待大家，並且邀請全體堂

議員與廣東話的弟兄姊妹參加。於是一陣子的邀請，該晚有三十多

人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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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廚房裡在張忠才弟兄領導之下就像一個包餃子的小工廠，林傑 
弟兄揣麵就好像專業的一樣。在大家忙碌的幫忙之下，很快就包好

了幾百個餃子。廣東話的弟兄姊妹，不好意思光來吃，結果也帶來

了各類的菜與甜品，大家吃得飽飽的。這時候單牧師帶領玩了一個

遊戲，聖經金句配對，結果大家忙忙碌碌的去找另外的一半，當然

熟悉聖經的就會快一點了。 

遊戲完了，國語團契的朋友來了一個默劇的表演，要大家猜他們在

做什麼，最熟悉聖經的梁鄭國貞姊妹馬上就猜中了。原來他們表演

了聖經裡撒種的比喻，扮演撒種者是林傑弟兄，他撒得真是大頭小

汗的，那些石頭、荊棘、路旁的土地通通電話，每天彼此代禱，以

此增強彼此之間的關懷與代禱的習慣。最可惜的是有些人趕著回

家，未能參加後來的節目。表演以後，單牧師帶領我們用小組的方

式去討論這個比喻的意義，並彼此分享自己是在什麼的情況，要怎

樣去改善，然後互相代禱。單牧師還鼓勵大家要在一個月裡與該小

組的組員都把種子給扔得遠遠的，好土卻慢慢地開出了花朵。表演

得真是很逼真。 

   

    

每月一句金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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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牧師為了鼓勵大家多讀聖經、多用聖經、熟悉聖經，他選了十二

句又簡單、又熟悉的經文，希望大家每月一句，以後慢慢累積起

來，可在自己軟弱的時候，得到鼓勵與安慰，對人傳福音的時候，

有聖經的話語作為支持。全年的金句已經印出，請大家領取回家貼

在一個地方，每天都看看。因為我們現在才開始，希望大家可以把

一月份的也一齊背下來。 

一月份-----人活著，不是單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裡所出的一切

話。馬太福音 4﹕4 

二月份-----你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路上的光。詩篇119﹕105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特別為譚吳巾雄、陳沈雪英、關

新、 古萼春……等兄姊祈禱；求主安慰並醫治、讓他（她）們

的身心 早日康復，感謝讚美上帝。 



2. 請為教會事工的發展，特別為主教、牧師、2006 年度牧區議

會、 堂長和議員祈禱，求主賜他（她）們健康與聰明智慧，協

助發展 教會的事工。 

3. 請繼續為主任牧師尋找委員會之工作祈禱，求主指引和幫助，

俾 工作能順利完成。 

4. 請特別為我們教會青少年事工的發展祈禱。 
 

  ※  本刊新闢「代禱事項」一欄，兄弟姊妹們如需 
          代禱者，請通知辦公室代為登記以便刊登。 
               

 二月第一個禮拜  
 日，係本屆（2006） 
 牧區議員就職的日  
 子。 

 是日也，到堂參加  
 的議員共九人，有  
 四人因事未能出  
 席。  （見右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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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日會   

每月第一主日午堂崇拜後，午餐完後的生日會，特為該月份出生的

兄 弟姊妹慶祝而設。壽星們切生日餅與大家分享。 
  

                                                                                                 本堂為二月  

  
份生日的兄 

  姊舉辦的慶 
  生會，出席  
  的老、少壽 
  星只有四 
  人。   
  單牧師祈禱  
  祝福後，大 
  家一同唱 
  生日歌。左 

  圖是切蛋 
  糕的情形。 

英文初班每週二、四兩天上課， 
英文高班已開始，仍續招新生。 

 

上課時間由下午  7:30分－8:45分 
＊＊＊＊＊＊＊＊＊＊＊＊＊＊＊＊＊＊＊＊＊＊＊＊＊＊＊＊＊＊＊＊＊＊＊＊＊＊＊＊＊＊＊＊ 

 

（不收任何費用。完全免費） 
。   兩 班 繼 續 招 收 新 生   。 

 
 

＊   好  消  息  ＊ 
 

數學補習班已於二月十一日開課，希望大家不要只

是自己來也告訴你的朋友，讓他們一起享受這免費

幫助的好消息﹕ 
 
 

報名時間﹕ 每星期二、四     7:00pm –   9:00pm 

 每星期六             9:00am – 11:00am 
 

 

上課時間﹕ 週六上午  9:00am – 10:00am ( 6 – 8 年級 ) 

                  10:15am – 11:15am ( 9 – 11 年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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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ch    Birthday    三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ι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ι 
 

蔡婉潼 June  ( 1日) 黃松 ( 1日)       陳志謙 ( 3日)   
陳潤藩 ( 5日)  歐梁可師  ( 6日)      陳芳 （8日） 
梁力斌 ( 10日)  歐維中 ( 10日) 朱姚麗珠 ( 14日) 
陳何麗華 ( 20日)   李世照 ( 23日) 張彌敦 ( 27日)  
Nathan Cheung  (27日)   馮張富美  ( 28日) 
 

願   新一歲裡，主愛更深，主恩更豐！  
(如有遺漏，請務必通知辦公室) 

 

 



月刊歡迎投稿，請將稿件交給麥懷順弟兄

介紹自己的教會給別人 --  將月刊送人！ 

        教 友 園 地   

                  ““ 請請給給青青年年多多些些支支持持  ””       － 良 仔 
 
                            近期，本堂有一新氣象，是一個很好的兆          
   頭。雖然，我們損失了兩位司琴，但是配合了現

  實需求，本堂的青年們終於可以參與各項事工。以

往，由於“High Church＂觀念，對音樂及禮儀很看重，不願隨便

更改，也很看重“Technique＂及“Experience＂，以致沒有

“Back-up＂，也缺少生力軍。長江不能永遠沒有後浪的。 

 事實上，我們的青年質素並不差祇是沒有表現機會。當青年導

師安仔問及青年們對教堂事工參與的意向時，包括司琴、翻譯、及

讀經等，他（她）們的反應都很積極，也樂意參與，他（她）們敢

於嘗試。他（她）們都成長了，都是高中生、準大學生及大學生，

很有Commitment，及Potential，他（她）們對教會有了感情，也有

歸屬感。過去，大家總是“不放心＂，也由於不了解青年們，而不

願“放手＂。現在，有青年們的參與，是好消息。 
10 

 青年們大都參加早堂，他（她）們不單祇是會眾，也分擔了各

項事工。難得的是，早堂的阿姨、阿叔們都向他（她）們讚許和支

持。當阿萍姨看見又多了一位青年做司琴時，她便說：「原來本堂

人才很多。」有了他（她）們的認同，青年們都有了信心。因此，

早堂的Service，是一個很好的“青年事工訓練場地＂。現在祇是剛

開始，是很需要鼓勵的。 

 希望午堂的教友們同樣給青年們多加支持

及體諒。幾位家長告訴我，他（她）們很支持

自己的兒女們多做事工。我很想看見青年們各

顯神通，百家爭鳴，萬川歸海的情況。 

 現在才做，有些遲了，但是遲做好過不

做，還不快做，青年們都畢業了，到時，便“兩岸猿聲啼不住，輕

舟已過萬重山＂了！ 

 在此，希望大家都能多注重青少年事工，我們不應“見步行

步＂，應該有長遠目光，要多培養新血。畢竟這些青少年大都是我

們的“子弟兵＂，請多支持，，切勿“評頭品足＂，及“無的放

矢＂，否則便會打擊了他（她）們的信心及積極性，也浪費了這良

機，及僅有的“人力資源＂了。 

 天才是要栽培的，鋼鐵是要煉成的，要求新手沒有瑕疵是不可

能的。況且我們的青年做事工時，都不是“玩的＂而是很認真的。

他（她）們在家中苦練時，有誰知道？對他（她）們的認真態度及

勇氣，良仔看再眼中，很感欣慰。      ◎    
 

***************************************************************************** 

※   食  為  天  ※      － 明 仔 

 移民美國，農曆年三十和大年初一，沒有假期還要上班，心裡

總覺怪怪地。今年卻是特別的一年，年二十九和年初一在星期六和

星期日。 

 星期五，做工的公司請吃年夜飯，十分豐富，食物質素好和新

鮮；吃和看出來廚師很用心做菜。星期六在家裏吃團年飯，我心裡

很堅持從前母親的堅持，渴望一家人齊全和吃得豐富。星期日教堂

午餐是 potluck，長檯上（約30尺）滿滿是美味的食物，真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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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心花怒放，「食得是福」真不錯；「工作時工作，遊戲時遊戲」，

食大餐要開開心心食飽飽，不要客氣，明天再

節食和做運動也不遲。 

 食物是健康和快樂的根源，我相信（即

無事實証明）不同的食物，有不同的營養和滋

補的作用（即藥用）。基本的食物，不可不

吃，不可多吃，種類越多越好，要不停的轉

換；不吃變壞和太多加工的，煎、炸越少越

好，本人最愛是餚、蒸、和多喝水。Dennis 對媽

咪說：「每個週末回家裏，就是為了吃媽咪做的飯菜」。就這一句

話，可把亞萍樂透了！我心裏想：從此，週末有好日子過了！ 
  

 食物是上帝賜給我們的，也求祂保守我們的心思意念，不要迷

失。我們主日回到教堂，心裏對主說就是為了「活水」，必蒙主喜

悅的。       ◎ 



 

***************************************************************************** 

  早早 堂堂 弟弟 兄兄 姊姊 妹妹 向向 大大 家家 招招 手手     － 肥  王   

 

   本堂的崇拜分早、午兩堂，由於時間不同，兼且早崇拜以普

通話/英文為主，午堂則以粵語為主；彼此文化語言有所不同，故

此相聚的機會不多。如今，在二月十八日，新春期間，早堂的弟兄

姊妹特別邀請本堂的牧區議員及午堂教友來參與“普通話團契＂。

他（她）們包餃子，及安排節目歡迎大家。 

 我們不論南北西東、兩岸三地、本地及海外、世界各地華僑，

大家在同一信仰、同一屋簷下，理應多相聚、多溝通，更應“打成

一片，不分你我＂。當新牧區議員就職禮時，看見早堂弟兄姊妹都

來支持，肥王很感動。 

 作為牧區議員，大家應多了解教堂各項

事工活動。平日，大多數牧區議員祇在午

堂做崇拜，對早堂情況，便不甚了解。他

（她）們都是“Decision - Making” Body及

“大眾喉舌＂，倘若不明白實際情況，便

會成為“Armchair Vestry Members＂，流於“空談＂了。如今，有

了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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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希望各議員都能參與，不要使早堂教友失望。早堂後，常有

茶敘點心，由各教友輪流負責。茶敘後，更有“名符其實＂ 的查

經班。 

 他（她）們每次都由一位弟兄姊妹主持查經，大家認真討論，

更兼有主題。保羅弟兄對聖經十分熟悉，大家都很投入。各成員有

教授、專業人士、也有名作家。阿萍常告訴我，她很喜歡這查經

班，得益不淺。和他（她）們交談，如沐春風。阿萍很好學，牧師

講道，她常抄筆記。良仔也曾參加過數次查經班，很有感受。希望

以後能有更多機會來溝通了解。畢竟大家都坐在同一條船、在同一

旗幟下。       ◎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我  對   婚 姻  的  看  法 
  

 前幾天讀到一篇談及“婚姻＂的文章，閱後，內心有些兒“難以

釋懷＂的感覺，另一方面卻有無盡的感謝！如何說？  

 

 1949年底，華南一帶被“解放＂了，“前進份子＂到處高歌著

“人民大翻身＂、“扭秧舞＂大行其道時，我卻悄悄然由江門“逃＂

往香港。50年在香港聖馬利亞堂少年部認識她，不知是“機緣巧合＂

還是“天作之合＂，我們很自然地“戀愛起來。到1956年底，當時我

29歲、她22歲，前後交往了六年，到結婚為止；我們仍然在沒有事業

基礎、沒有計劃、沒有預算、沒有積蓄，靠著自己“一份牛工＂的微

薄薪酬，在“膽粗粗＂的衝動下，胡裡胡塗地在

「蒲霖叔」主禮下結婚的！ 
 

 婚後第二年，大兒子出生，緊接著女兒和另兩

個兒子也來湊熱鬧。到1963年二月初踏進美國時，

前後短短七年，小兒子才十個月大，我們一家由兩

個人而暴增至六口之家了。移民來美後，誰又曉得“百密一疏＂，小

女兒搶在年底前“硬要來贈慶＂。（因為男孩子都比較懶散，疏於家

事，而我們夫婦白天長時間都要工作，幸而有兩個女兒分擔了大部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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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需我們顧慮。可以說：她們是家庭中的“潤滑劑＂。）此後，有溫暖

的春天、有熾熱的夏日、有荒涼的秋景、也有寒冷的冬夜：“日日咁

工、餐餐咁　＂，既非豐裕，也不能說貧困。如是者過一天算一天，

從沒想過自己也會有“金婚＂這一天。回頭想到自己結婚時的衝動和

無知，能有今日，很多人認為我是“走運＂。可是，我自己清楚知

道，這一切都是上主的恩寵，能不感謝麼？ 
 

 看到時人或青年一輩，他（她）們對“婚姻＂

有新的觀念，大都接受“進步＂（前衛）的想法

－就是看得開，不像我們或上一輩的“重視＂

（頑固）保守。他（她）們在歡喜的時候，不論任

何場合，很自然地會來一句上海話：「鴨愛辣沸油」

（I Love You），不高興的時候，立時演出一幕四川



名劇：「變臉」。（是廣東話：「一時糖黐豆，一時水溝油」）愛到濃

時清晨立即結婚，午餐過後興緻淡了便趕著辦離婚。結婚只是一時衝

動、“下巴輕輕＂吐出「I do」兩個字的錯誤結果。他（她）們把“婚

姻＂看成一場“兒戲＂，只重視個人的喜好，完全無視對方的痛苦與

難堪。把“合則留、不合則去＂這句成語演繹、發揮得淋漓盡致。

“婚約＂對他（她）們只是一張“廢紙＂，是不具約束力的契約、也是

一紙失去效能的合同；並沒有維繫的能力和原來的作用。在現代人中

流行了一句新語，就是：「不在乎天長地久，只在乎曾經擁有」。他

（她）們忘記了婚禮時許下的：「……無論安樂困苦、富貴貧窮、疾病

健康……」一生一世的“盟誓＂，但求一剎那的快意、滿足，置往後要

發生的的痛苦與煎熬於不顧。弄到今日全世界的配偶們能夠堅定不

移、持守承諾的比數大幅度下滑，“離婚律＂反而達到前所未有的最

高峰。 

 下列幾點是筆者個人的“婚姻＂觀：  

 婚姻不是一幅圖畫那麼唯美。男女兩個來自不同地方的人，出生

自不同地方的家庭、成長自不同的環境，各具不同的性格、不同的教

育背景、不同的喜好，各有不同的朋友和不同的職業。要兩個如此多

“不同＂的人生活在一起，“抗拒＂？或“協調＂？就視乎當事人自

己如何選擇了！ 

 婚姻不在乎“郎才女貌＂而在乎“郎情妾意＂的配合。試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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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多少對俊男美女，於王子與公主般華麗的婚禮後，能夠生活得像

“神仙眷屬＂一樣？若要“郎情妾意＂配合得好，那就要看雙方的

“愛＂有多深（最好能緊記哥林多前書 13 : 4 - 8a 的經文），愛得愈深，

婚姻肯定愈美滿。 

 婚姻沒有“速成班＂、也不是“速食麵＂，上兩節課就畢業或想

吃的時候可以“即煮即食＂。婚姻能否美滿要看對象是否適合，一見

鍾情未必就是幸運；好對象必須細心慢慢尋覓，要用愛心播種，長時

間有恆地專心栽種和培養。世界上沒有“不勞而獲＂的神話、或“一

跈即就＂的良緣。免費午餐（Free Lunch）不會是最好的午餐。 

 愚意認為：既然結了婚成為夫妻，那麼二人之間首要諒解，次是

寬恕，最後則是忍耐。發生了問題，先設身處地替對方想想，“人非

聖賢，誰屬無過＂？就算是對方不合也不宜責怪，凡事可忍則忍。將

大事化小，小事化無，切忌“火上加油＂，宰相肚裏可撐船，退一步

海闊天空。應該想辦法解決問題，絕對不能讓破裂擴大而至不可收

拾。忍耐是維繫夫婦良好關係的最佳工具。  

 美滿婚姻不是枷鎖、監獄或墳墓，反而是陽光曦和、花朵處處的

樂園。一般人在熱戀中許下了無數山盟海誓，可是婚後不久，便將一

切誓言拋諸腦後了，因此才有“結婚是戀愛的墳墓＂這句“名言＂。

記得我在 50 年代，參加兩位男女同事在香港半島酒店的婚筵，宴會

中，新郎長輩－港大陳又文教授在他的致辭中，加插了一段關於宋末

詞人管道升與趙孟頫夫妻的小故事、和她給他的一首詞，寫著：「你儂

我儂，忒煞情多。情多處熱如火。把一塊泥，拈一個你，塑一個我，

將咱兩個，一齊打破，用水調和，再拈一個你，再塑一個我。我泥中

有你，你泥中有我，與你生同一個衾，死同一個槨。」假如雙方在婚後

都好像熱戀中的男女一樣，堅守諾言，幸福美滿、天長地久的婚姻是

必然的！ 

 2003年筆者在本欄寫過題目為“佳偶＂的一篇塗鴉，文內提

到：《……「好的配偶應該往教會裡找尋，最好能找到一個從小在基督

教家庭裡成長的對象。」這樣做最少可以得到一個保證﹕彼此有共同的

信仰、共同的目標、共同的話題和共同的興趣﹔最重要深心裡彼此都

存有感恩的意念，曉得感恩的人，內心就有喜樂與平安。而且每天大

家可以尋求一些共同的時間作讀經、祈禱，相互勉勵﹔每週可以一同

參加主日崇拜或其他教會的活動、每年有很多不同的節日要忙碌，平

常的日子也要抽些時間為教會服務。這樣可以減低不少無謂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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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莫須有的煩惱。……》奉勸年青和未婚的兄弟姊妹，找對象時，不

妨考慮考慮。     ◎ 
***************************************************************************** 

  From The Rev. Becky Sha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you participated in our last 
Lunar New Year Feast?  In the last feast, we had really good 
food, and it was a time for our “family gathering”.  We had met 
our old church members.  Some of our church members also 
invited their friends and relatives to join this occasion.  It was 



one of our major church events and  it was full of laughter.   I 
really enjoyed everything. 
 
 It is my first time to join the Lunar New Year Feast in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and it is full of joy.  In our Sunday 
service, the church members also dress up tidily and we have 
peace in our mind.  We care each other and say “peace” to 
everybody.  We also sing our hymns with all our whole hearts.  I 
pray that we will have more members in our services.   
 
I feel great joy in joining this “great family”.  We have the same 
kind of belief, we are all Episcopal Church members.  New 
friends and old friends can meet together in this big family to 
worship God.  Now, let us try our best to serve our Lord.  We 
should invite our old friends  and old church members to come 
to our services.  We have to prepare our programs well, 
greeting the seniors, the middle-aged, the young adults, the 
youths and the children.  I believe that our church will be full of 
joy and happiness.   
 

 Translated by Wing Wo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