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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後 話 

 今期，我們在這裡歡迎久違了的關生和小魚兩位 
文友，他們的重現“江湖＂，讓我們非常高興。希望 
以後在這片園地裡能夠時常看到他們的身影和努力耕 
耘的成果，我們大家會靜心等待著。 

 母親節和父親節將接踵而至，這時推出“不但學 
懂珍惜，也要學懂愛惜＂這篇文章；提醒大家要對雙 
親多一點關愛，編者以為很合時宜，“賣點正確＂。 
切莫等到「樹欲靜而風不息，子欲養而親不在」的時 
候才後悔、那就“悔之晚矣＂！ 

 六月中，有一年一度的 “堂慶＂，今年除了感恩 
崇拜，還加上 Fountain（陳李麗嘉紀念泉）落成的奉 
獻禮，是如假包換的“雙料慶祝＂。慶會中將有BBQ 
午餐、音樂及表演……等節目。兄弟姊妹們：敬請依 
時出席，萬勿錯過如此良機！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6 年 5 月 
第八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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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單瓊珠牧師               

 

親 愛的主內弟兄姊妹： 

復活節的來臨帶給基督徒是充滿了興奮與喜樂的，我們在復活節的

崇拜中，詩班為我們唱出了美麗天城歌，讓人不單有興奮與喜樂，

還有平安的感覺。的確，每年的復活節都讓我感覺到真的再一次與

主一同復活，裡面有一種新鮮感、信心更堅定、有主的同在，罪惡

遠離了、心裡充滿的是平安。 

每年在復活節來臨之前，會有一連串的查經、默想、分享，今年是

跟本堂的十多位兄姊一同有這樣的學習機會，而大家可以說是今年

一月份才在這同一個教會裡一同事奉，雖然有些從前略為認識，但

是能這樣在小組裡一同查經、禱告、分享，卻是新的機會。這樣的

接觸，讓我聽到每一個兄弟姊妹與主的關係，對主的認識經歷是那

麼美好的見證。跟大家分享著在主裡面的生命是最甜蜜的，最讓人

回味的，總是感覺充滿了新鮮的感覺。 

這兩天因為感冒的後遺症，聲音完全啞了，醫生說一定要睡覺才可

以好。可是我就是不想睡，結果表姐推薦了一本書給我，是我們的

教友，一位當代的作家羅思凱姊妹的著作，書名是永遠有新鮮。這

書名吸引了我，結果睡在床上把這本書追了一大半。她是描寫很多

有名的人物。描寫他們的建業，成功背後的刻苦，成功後對社會的

回餽。這些人物有些已經是八九十歲的人了。但是他們的事跡的確

是仍然新鮮的展現在讀者的眼前，而且有著強烈的激勵。 

每個基督徒跟主的關係都是最活最真的見證，他們之間的關係建立

在不同的情況當中，發生在不同的事情上，主顯現了在他們的生命

裡，因此在他們的經驗裡鞏固著他們的信心。在我們查經小組的分

享中，從別人身上看到的經歷也幫助了我們信心的堅定，經過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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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齋節的積極學習更讓我們感受到主的臨在，只要我們對祂的信靠，

我們的軟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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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會堅強起來，罪惡就會遠離我們，當復活節的來到，祂帶給我們

那無限的平安，沒有任何事物可以把這平安遮蓋住的。 

謹希望我們在教會的家裡，每一個成員之間能建立起彼此分享，互

相學習的機會，讓主在我們當中不停的顯現，讓我們跟主的關係更

密切，而且時時感覺有新鮮感，信心 更堅定，因主的同在，我們遠

離罪惡，不再軟弱，心裡充滿平安。 

祝主賜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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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區議會四月份會議報導      －  書記王永良提供  

1.  大齋節期間，約有16 人參與查經班，感謝 Phebe 每次都為大

 家準備粥品。 
2. 青年團將於六月十七、十八兩日作年度旅行（有家長陪同）。 
3. 堂慶定於六月十一日（星期日），到時將有聯合感恩崇拜，並於

該日舉行 Fountain 奉獻禮， 午餐將以 BBQ 形式、還有音樂及

表演等精彩節目。 
4. 感謝 Joe Chan 副堂長的努力，廚房已清潔完成，面貌一新。 
5. 七月二十九日 Hollywood Bowl 的 Sound of Music 節目，每位

$35.00元（包括食品），報名截止日期為 5 月31日。 
6. EAM （教區亞裔事工）2006 年本堂代表：王鄭安妮，王從邦將

繼續參加七月六至十日，在夏威夷舉辦的會議。 
7. 六月份（暑假期間）牧區議會照例休會一次。 
 

四 月 份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二手店近貌：    － 李陳景球報導 

 本堂的二手店由創辦、成立到營業，至今已有多年。一向以

來，都蒙王永良和鄭安妮伉儷的熱心支持，感謝他們夫婦經營有

術，近期再重新整理、煥然一新，業務也日有起色。以往的顧客以

西語裔佔為主，但最近多了華人新移民買客，收入有了起色。又感

謝黃松伉儷捐贈中、英文的福音小冊及單張，可以在店內派送給顧

客，很受歡迎。最後也感謝關甘澍弟兄，代向蒙市政府申請懸掛廣

告招牌，希望不久的將來能在二樓的圍欄懸掛，到時生意一定會更加

興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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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書館新消息： 

本堂圖書館在王永良弟兄主理下，成績斐然，大家有目共睹。最近

良仔再度捐出一批新圖書，包括兩岸三地的小說、傳記及益智……

等，又有靈修書籍，歡迎大家借閱。 

青年活動短訊： 

青年們都希望今年有一次外出旅行的機會，經和導師 Ann Wong 多
次會談討論，祇因學業上各忙各的，找一個共同能夠參與的日子不

多。如今決定在 June 17 & 18 兩天作為年度的暑假旅行，今年的目

的地是 Las Vegas。旅費籌措方面如：Bowling Fund Raising，五月有 
Garage Sale……等，希望兄姊們大力支持。 

一家團圓的喜樂：  

本堂教友林傑弟兄的妻子和女兒分別在美中兩地十年之久，現已平
安從中國來到這裡定居。國語堂的弟兄姊妹在王永良夫婦府上，特
別為他們舉行了一個歡迎會，午堂的弟兄姊妹也有代表參加，單牧
師選用了多段的經文與聖詩
來歡迎他們，充滿了愛與溫
馨的氣氛。他們夫婦的重
聚，就好像重度蜜月一樣。
他們九歲多的女兒，長得又
大方又漂亮，爸爸領著她拜
見每一個在場的弟兄姊妹，
聽到她那親切的聲音叫著奶
奶、公公，大家都用燦爛的
微笑，熱情地去摟摟這可愛
的小姑娘。                  
歡  迎   

家庭禱告會：                        

每月之第一週末舉行，四月份在陳錦華夫婦府上舉行，並得蒙他們

準備了一套見證短片給大家欣賞，使該晚參加者不單享受著美味佳

餚，也在追求信仰的熱誠上，有很大的鼓勵。 

受難主日手持棕枝的行列： 



當大家手持棕枝在聖堂門口集合時，那種氣氛真不敢想像，主耶穌

是這樣的被歡迎進城，然而短短的時間內就被捉拿而釘在十字架

上。在崇拜中當耶穌基督被捉拿而被釘的一段福音讀出後，會眾一

同唱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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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當我主被釘，你是否在場？心裡真有說不出的難過與戰競。難

過的是主受那種的痛苦，怎樣度過的呢！戰競的是，如果我們在

場，會是場上的那一類人呢！感謝主讓我們今天都能認清楚祂是上

帝的兒子，祂來到世界是拯救我們的。當我們領聖餐後每人都領一

個棕枝做的十字架，願我們藉著這十

字架提醒我們主為我們所留的寶血，

我們已經因主而得到拯救的恩典了。 

主受難日： 

晚上七點半在副堂舉行聚會，先以苦

路十四站開始帶領會眾進入默想主的

受難，每站並點著一枝蠟燭在十字架

的兩旁。然後一同唱出空手見主歌，這時每個人都一邊唱一邊點一

枝蠟燭放在十架之前， 表示要為主把福音傳出去，帶領更多人來親

近主，不能空手而見主，作出自己對主的一個應許。第二部份乃以

基督的十架七言為主題，此次的聚會，與平時傳統的聚會不同，是

有實際行動作出表達，讓參加者更容易體會十架七言對我們今天基

督徒的意義。我們

要因基督的犧牲，

讓救恩臨到我們每

個人，讓我們可以

為主而活。該晚參

加者有三十多人。  

復活日聯合崇拜： 

4 月 16 日是復活主

日，教會早、午兩

堂舉行聯合崇拜，

連平時難以見到的

兄弟姊妹都出現；

再加上主日學、青少年，人數接近一百多位，幾乎全堂滿座。如果

每個主日崇拜都是這樣，那是多美好的事？崇拜後有尋蛋遊戲和大

家都喜歡的百樂大餐，大家歡天喜地聚集一堂，每個家庭都帶來一

個“拿手菜色”。當天有好幾十個不同的“靚菜”：其中有飯、豬、牛、

雞、鴨、蝦、魚，還有不同的蔬菜、生果和甜品，眾人都吃得很開

心。堂長，趙翁少芳，關鄭桂好﹐古萼春等姊妹更送出復活蛋，又有

多位姊妹幫忙染蛋，給復活節帶來更多歡樂。在此謹代表教會謝謝

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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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本    堂堂    喜喜    事事                      

梁金培、鄭國貞伉儷

經已晉升泰山泰水多

年 ， 上 月 再 度 榮 膺

「 老 爺 、 奶 奶 」 名

銜，可喜可賀！  又 

 

梁力斌弟兄上月在

香港聖馬利亞堂舉

行婚禮，正式宣佈

脫 離 “ 寡 佬 陣

營＂。恭喜，恭喜！                  
※  新娘暫時仍留香港，很快會來          Alex 回港結婚前，     
 與大家見面， 請稍候。 本堂教友送蛋糕作    
我們恭喜，祝福他們倆﹗ 為預祝。 

 

四月份的生日會   
每月第一主日午堂崇拜後，午餐後的生日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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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四月的壽

星： 



 
 

教會的大掃除 

復活節前一天，我們舉行了教會大掃除，每人帶備手套，與舊毛

巾，小水桶。大家首先就把聖堂的座位清理一下，然後換上新的普

天頌讚和禮文小冊子。把聖堂裡的窗戶和每一個角落都清理一遍。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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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事處，我們也清理了一番，所有的窗戶都沖洗過了。我們也有兩

位小朋友一齊把停車場的野草拔掉。還有我們聖壇侍從的一位代表

陳志謙負責把所有的蠟燭燈臺都清理好。除此，相信最難清理的地

方是廚房了，我們有陳漢明弟兄帶領多位姊妹把廚房從新整理與清

洗，希望以後負責煮飯的弟兄姊妹找東西比較容易了。副堂的飯桌

上加添了美麗的花，這都是張已枝的功勞了。我們還要謝謝表姐供

應的茶水與小食，讓大家在休息時享用，可以說不單是清潔，也讓

大家享受著一同工作的樂趣。這次的清潔工作全靠大家的合作與參

與，我們未能一一的在這裡提名致謝，但是在這主的家裡，我們的

天父是知道的。 

新添聖堂用書--新普頌、新大字聖經、新印禮文小冊子： 

本堂添置新普頌、新印的禮文書與福音用之大本聖經皆已於復活日開

始使用，並於該日舉行簡單而隆重的奉獻儀式，由本堂名譽堂長李福

培弟兄代表獻上。希望大家在崇拜中能更順利地參與敬拜。舊普頌尚

有很多是完整可用的，請各會友可以自由取回家使用，亦可藉以留紀

念。 
 

＊＊ 致   謝 ＊＊ 
 

三月二十七日是單牧師被按立聖職之 

日子，她本想藉此與大家分享上帝之 恩 

典與獻上感謝，特別在講道時間分享 讓 

主使用這十三年來，上帝的引導與垂 

顧，崇拜後準備簡單午餐與大家分享 表 

示對上帝的感謝。事前並未透露，然 本 

堂堂長卻在高度秘密中收到消息，預 備 

了一個紀念牌代表全體教友作為對單 

牧師之恭賀，並堅持反客為主。午餐 由 

大家請她，該日她的兒子與其未婚妻亦從灣區前來參加。她表

示 

本來預備給大家一個驚喜，現在是大家又回敬了一個驚喜，她

在 

這裡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本 堂 活 動 預 告  
 

堂慶及活泉奉獻： 

本堂將於六月十一日舉行，該日除有聯合感恩崇拜之外，並舉行噴

泉奉獻禮，午餐以 BBQ 形式舉行，該日將會有各項表演節目，邀

請各部門分別擔任，又歡迎各家庭提供節目，請開始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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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臥病中的弟兄姊妹，特別為譚吳巾雄、陳沈雪

 英、關新、古萼春、吳伍梅芳、張才忠……等兄姊祈禱；求主

 安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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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長和議員祈禱；

 求主賜他（她）們有健康的身體、有聰明智慧協助發展教會的

 各項事工。 

3. 請繼續為主任牧師尋找之工作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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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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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May    Birthday    五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ι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ι 
 

吳伍梅芳 ( 1日)  Virginia Ye ( 5日) Queenie Ngan ( 9日)       
吳江順意 ( 12日)  霍楊琬明 ( 13日) 殷雁萍 ( 18日)   
黃志雄 ( 20日)     關文傑 (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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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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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園 地   

    ““   同同  心心  合合  意意   ””           － 良 仔 
 

 本堂的早堂，規模越來越大，有了很好的發

展。在單牧師帶領下，加上各堂友的努力，人數

由13至15人，增至23至25人。上星期更有30位教友。有一位早堂

教友，她來了不久，但十分熱心，她告訴良仔，她覺得教堂近期有

了新氣象，我也有同感。 

 早堂教友的組成，有老移民，有菲律賓華僑，有老聖公會教友，

有新移民，也有說英語的年青人。他（她）們多說普通話。近期很難

得地有年青人擔任司琴、翻譯及讀經。早堂教友對年青人事工，多

加支持及鼓勵，給予正面評價。他（她）們很著重聽講道，也很慕

道，有些堂友更做筆錄。早堂的弟兄姊妹查經時很認真，並且踴躍

參與提問及討論。 

 有幾位姊妹，對教堂很有歸屬感，也很喜愛查經班，她們親自駕

車接送新人來教會。她們很團結很齊心，如一家人一般。 

 和早堂弟兄姊妹談話，由於他（她）們學識豐富兼且謙虛。和他

（她）們說話“如沐春風＂，他（她）們都有北方人本性，說話率

直，不愛“轉彎弄花巧＂，也不會說出“Sour  Language＂，我很

怕愛“單打＂別人的人，還是直講的好。 

 本堂教友，大家都是一家人，不應該因為形式上分兩堂，而分開

為“說國語的”，和“說廣東話的＂。彼此文化差異不大，不應該斤

斤計較，大家理應多包容。有位早堂教友認為一些午堂教友的口頭

禪 ： “ 你 們 早 堂 … … ＂ 有 些 礙 耳 。 大 家 都 是 一 家 人 ， 何 必 分

“你＂、“我＂。彼此不應如此陌生，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我很欣賞早堂教友的自覺性及自創性，他（她）們決定辦一件事，

一定踴躍參加，傾全力，由於態度認真，很多項目都很成功。他

（她）們是“做多於講＂的人，因此效率更高。 

 近期，早、午堂教友交流多了，早堂辦項

目，一些資歷老教友及名譽、正副堂長們都參

加了，是大家的好榜樣。他（她）們這樣親力

親為，給早堂弟兄姊妹打氣，讓大家做起事來更有幹

勁，希望以後大家能夠不分彼此，多作交流溝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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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足           － 明 仔 

  星期三晚上的研經課，談到有一些基督徒放棄到教會去；我猜

想是因為「醜陋、逆境、不幸、貧窮、平庸……。」自己不快樂時，

真想找一個洞躲藏起來。人的心靈雖然強壯，但肉體是軟弱的。 

 人是不是要齊備「美麗、平安、幸福、富有、才能……。」才

會去愛自己，去愛人呢？ 

 觸景傷情，性情中人是難免的。歲月留痕，海浪不斷堆積沙

灘，總有風和日麗的日子。躺在細軟的沙灘上，身心舒泰。 

 人長了歲月，不再只為擁有而快樂，也為失去的而快樂。擁有

失戀的感覺很快樂，過去的光輝永恆在心中而快樂，

當然也為結婚二十週年而快樂。（自問不會那麼笨，

再揭新的一章－一個就夠數。） 



 和朋友分手的時候，總會說：「再見，保持聯絡。」風和日麗

的日子，請來，享用表姊泡製材料豐富的粥，一起研經和讚美上

帝，“知粥常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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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珍 惜 你  的  傻女人               － 小 魚                 
 

 剛收到朋友寄來的電子郵件，內容是「珍惜你的傻女人」，看

完後很感動，很想與人分享。原來女人真有點傻，男人非珍惜不

可。 

 女人有時真的很傻！為了一棵樹，放棄了整個森林。為了一個

自己鍾情的男人，放棄無數、無數的追求者。為要與心愛男人長相

廝守，甘心捨棄父親給她的姓氏，而情願用「我的名字和你的姓

氏」。嫁給他來成就這段美好的愛情故事。 
 婚後的女人更傻，義無反悔、懷胎十月，為

丈夫生孩子，延續下一代。產後更毫無怨言，纖

體、節食及減肥。更為減輕家庭負擔，上班工

作、下班煮飯、做家務、照顧小孩，任勞任怨，而且

經常超時工作；做一個無加薪、無公眾假期的女

傭。到了丈夫年老、生病、軟弱乏力時，也要在旁照

顧，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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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他倒屎抹尿；絕對是身旁的傻女人。 

 男士們：若幸運地擁有這個女人，請好好珍惜去愛護及照顧

她。特別當她不開心時，請作一個傻的男人，做個鬼臉、傻動作，

逗她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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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女仕們：請妳們也用同樣的心情、以相等的尺度去體諒妳身

 邊的“笨男人＂。可知道他寧可肩負「一生兒女債」的重擔，

 還要背著「半世老婆奴」的臭名而與妳踏上紅地毯，難道他

 不是很偉大麼？？   （一笑）       －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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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移移        民民      ＊＊        －  關  生  
 

  沒有和教友讀者見面差不多有一年多了，主要原

因可能是懶吧！一懶就懶下去，就與筆墨脫了節，同時腦袋也就跟

著硬化。前主日幸得懷順弟兄提醒，勸我不要懶下去了，我試圖去

拿起筆來，但茫然不知要寫些什麼，同時感到手上的 Ball Pen 似有千

鈞之重，心裡感到忐忑不安。我曾聽人家講過，當你感到山窮水盡

的時候，主的聖靈就會在你身上運行。記得前天是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我冒著細雨趕去赴單瓊珠牧師第一次主持的主受難崇拜。

她用對白方式來描述主耶穌背著重而長的十字架，在痛苦中走過十

四站的苦路，和釘在十字架上所說的七句名言。在敘述和歌聲配合

下，內心深處默想主耶穌當時為世人流血贖罪的痛苦。崇拜完後，

在牧師祈禱和祝福下，在寂靜的氣氛，各人步出副堂。我開車返回

家裡，電視裡播放著一年一度的“十誡＂。當我看到摩西（Moses）

帶領著成千上萬的以色列百姓逃出埃及，向著美好寬闊流奶與蜜之

地－迦南前進的場面，我就連想起上星期在移民權益領袖帶領二百

多萬的拉丁裔移民在華府上街遊行示威，要求政府給予無証移民合

法居留的那種情景。這兩個場地，雖時代不同，環境不同，但兩者

有一個共同點，那是嚮往著一個自由康樂的居所。此時我內心深處

頓然向我提示我將要去寫些什麼了。 

 最近兩星期來，一扭開 T.V.、收音機或打開報章，都可看到或

聽到有關移民權益團體發動遊行示威的新聞。 

 移民問題，特別是在美國，是個極為複雜的問題。在全世界心

目中認為美國是個最富強、最自由民主的國家。為要達到來美淘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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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切望，有的採取正當途徑申請來美，但有的因某種原因或環境，

挺而走險，非法潛入。自從 9-11 恐怖份子撞毀 New York 世貿大樓以

來，為著安全，移民局加緊，移民條例嚴厲施行，因此移民越來越

難。因而非法移民日增，問題亦隨至更為複雜，且難以處置。據移

民局統計，目前有非法移民一千一百萬之多。當中 78 % 來自拉丁美

洲，13 % 來自亞洲，亞洲以華人最多。（在 1882 年，美國施行排華

政策，禁止華人申請來美，直至 1943 年，中美並肩對日作戰才開始

解禁，恢復移民申請。） 

 據移民史記載，自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初期，歐洲移民大量湧

入，為阻止新移民激增，政府開始實施移民配額；即每年分配申請

人數給予某國或某一地區。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亞洲裔和拉丁

裔才大量湧入，至 1989 年止，每年合法移民進入美國，有五十至六

十萬左右。目前很可能超過百萬以上，這數目未包括無証移民在

內。 



 這裡最近有個有趣統計，將在美無証移民分成六大

類：（一）單身漢37%。（二）家庭與美籍兒女23%。（三）

單身婦女11%。（四）家庭與非美籍兒女11%。（五）

兩夫婦10%。（六）家庭與美籍和非美籍兒女7%。由上

面數據看來，在美出世的子女，依法自動成為美國

公民，美國的人口也因此而增加。人口之增加，勢

必影響到美國的政治和經濟動向。就以政治來看，

美國的政府，上至總統，下至縣市，都是由人民選出來的，候選人

的命運，操在選民的手中。不少族裔有見及此便團結起來，形成一

股政治力量（如猶太裔、黑人裔等）藉以左右候選人的當選。近年來

拉丁裔開始掘起，由墨裔為首領，聯合起來，團結一心，向政府當

局發出他們的呼聲。從四月十日動員二百萬之眾，分別在一百多個

城市上街遊行示威，他們的訴求：要求政府當局不要將無証移民列

為重罪犯（Felony）；特赦無証移民，及反對在美墨邊界高築圍欄，

呼籲各界人氏的支持與同情，足見他們的勢力持續增長。 

 為著順應示威群眾的訴求，共和黨參議員Chuck Hazel提交二項

議案，他建議凡在美居留五年以上之無証移民，且已履行下面幾個

條件：即學習英語，在這五年內曾工作三年，補還工作期間收入應

納之稅務等，即可申請為合法居民，且不必返回母國申請；凡在兩

年至五年者，可申請暫時工作之簽證，但必須返回母國申請，即可

以臨時工人身份申請回美工作；少過兩年的必要離美返回母國，等

候名額才可重返美國。另一項提案：它建議在五年內准許一百五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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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名客工（Guest Worker）來美作短期工作，及今後要嚴防非法的偷

渡，主張在七百里（從加州到德州之間）的美墨邊界，高築裝有電眼

的圍欄，和進行高科技的巡邏，以保收效。 

 一些接近國會山莊的人士，認為這提案說時容易做時難，況且

兩黨的參議員，意見極為分歧，同時受到支持與反對兩方面的壓

力。在短期間，難以順利通過。 

 非法移民對美國的經濟多少受到影響。雖然低廉勞工（Cheap 
Labor）使一部份生產成本減

輕，但另一方面藍領（Blue 
Collar）勞工也因此而減少收

入，得不償失。 

 根據 Harvard 大學的調查報告：非法移民的湧入，搶去不少本地

工人的飯碗，失業率因而上升。報告中又指出，特別是打工族平均

每年減少收入 3.7 % 即 1,700 元，沒有中學畢業的工人，收入更慘，

收少 7.4 %。以加州為例，納稅人平均每年多納 1,200 元。雖是如

此，這些移民並未構成對美國經濟的傷害，只是輕微而矣。反過來

看，每年非法移民由美匯回去他們本國有二百多億，對窮困家國的

經濟，有極大的幫助。 

 又根據華爾街日報與國家廣播公司（NBC）最近完成的民意調

查，有 56 % 的受訪者，不支持布希總統提出的客工計劃。而另一項

調查發現，有53%受訪者表示，非法移民應被強制離美。從這兩項

調查看來，逾半數美國民眾不大歡迎非法移民，且認為（除一部份商

界）他們是美國人的負擔，要爭取廣大民眾的支持與同情，還要經過

一段長而艱巨的道路，才可到達流奶與蜜之地。 
  

 筆者認為非法移民是個複雜而非一朝一夕可以解決的問題。這

些可憐而無知的男女，被偷渡集團和“蛇頭＂所騙來到此地。他們

的目的無非是追求自由和美好的將來。目前我們面對著一些人面獸

性之徒，以非法技倆混入美國，從事恐怖活動，嚴重打擊國人的安

全和日常生活。政府應從速加緊捉拿及立即遣配出境，以保證人民

的安全才是當前之急務。盼望國會山莊先生們，停止玩弄政治把

戲，以百姓的安居為前提，將這個嚴重問題早日解決，阿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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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基基  督督  馨 香 之之  氣氣   
    

感謝 上帝，常帥領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

著我們在各處顯揚那因認識基督而有的香氣。                     
  （哥林多後書 2:14） 

     

 四月份的家庭聚會，在 Philip & Lisa 伉儷府上舉行。這次聚會

的人數雖不很多（比平常少），然而，團契的“熱鬧＂和“樂趣＂絲

毫未減。會中除了百樂聚餐、唱詩、祈禱和靈修短講等（例行公事）

外，最後的節目，以播放一段“名人（名嘴）的見證＂來做壓軸，甚

為精彩。 
 



 香港有很多位“名嘴＂，可以在香港被稱為“名嘴＂的人，必

定是個“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一號人物。今晚做見證的主角是香

港眾多“名嘴＂之一的 X X X 先生（筆者在未徵得當事人同意前，不

敢指名道姓）。他既非政、商界名流，也不屬電影或體育界明星，祇

是，他具有一張攻擊與殺傷力都強的“利嘴＂。憑著這張利嘴，在電

視和無線電台上論述時政、新聞，對當局、主事者、或關係人……時

常給予無情的批評或猛烈的攻擊；甚至可以毫不顧忌，用近乎“尖酸

刻薄＂的言詞，入心入肺，直指要害。如此一來，這些被批評或受攻

擊的人自然視他為眼中釘、恨之入骨了！另一方面，他也代那些無辜

的、被傷害的、受牽連的、或所有對這群人同情的人，替他（她）們

找到一個發洩的縫隙，可以將那股強烈的不滿和忿怨舒放出來！在這

個情形之下，他自然受這一群“弱勢份子＂的喜愛和擁戴。所以，不

論好壞，他們的大名都能夠傳揚整個港九甚至遠達海外。 
  
 在他的見證裡，他說：世間上所有宗教都是導人向善，他從來

都不反對別人對宗教的信仰。年青的時候他就讀天主教學校，學科

成績不錯，聖經課也獲得一個大“B＂；所以，他早就知道聖經的

道理，也相信有上帝的存在。那麼，為什麼遲遲沒有洗禮、加入教

會呢？他引用傳道書三章說：「凡事都有定期，天下萬務都有定

時…」來做解釋：“也許是時間未到吧＂！ 
 

 一向以來，我祗知道他是一位有名的時評和政論家。除了在報章上

曾經讀過他的新聞，偶爾也會在電視螢幕上見識到他的“尊容＂。除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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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外，其他的就“濛查查＂（霧煞煞）了，對他的認知可謂非常有

限。若問我對他的印象如何？講句老實話：鄙人祗能用“不敢恭

維＂或“沒有好感＂來形容。正如見證會中主持人的介紹：很多朋

友說：「以前未見過他的，不可能知道他過去是怎麼樣一個人？有什

麼分別？」那些從前認識他的人都說：「一向以來，X X X 是個惡形

惡相的人，可是今日看到他作見證時，面容安詳、語氣平和，完全沒

有往日的桀驁囂張的表情和刺人心嵌的語氣，感到非常驚訝！」因為

大家都心知肚明，今日的他與往昔相比，真正“判若兩人＂了！ 

使徒保羅說：「在上帝面前、無論在得救的人身上、或滅亡的

人身上、都有基督馨香之氣。（哥林多後書 2:15）」更何況我們信耶

穌的人呢？所以，信徒們祇要內心有聖靈的同在，自然就會結出

“聖靈的果子＂。（聖靈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樂、和平、忍

耐、恩慈、良善、信實、溫柔、節制。－加拉太書 5: 22~23 節）基

督的香氣就會藉著聖靈的幫助從他或她的身上散放出來。 

世界上的香氣祗能讓人在嗅覺、視覺、聽覺、味覺、甚至在觸

覺上感受到。唯獨“基督馨香之氣＂就算不聞、不看、不聽、不

吃、不碰；祇要有寧靜的內心都可以感受得到。 

至於 XXX 先生、他前後為什麼有這麼大的轉變呢？我們祗要

稍作分析就不會感到稀奇了。一粒老鼠屎可以弄臭整鍋粥，一小團

麵酵可以發起很多麵包，一滴香油可以讓整個大堂的氣味一新。因

為他已是一位真正的“基督徒＂了。他內心有

聖靈的同在、已經結出「聖靈的果子」來

了，所以他身上附著“基督馨香之

氣＂。一切言行，跟從前相比，自然

有“天淵之別＂啦！怪不得俗語說：

「相由心生」，前人也有：「有諸內必

形諸外」的說法，信焉！       ◎ 
***************************************************************************** 

 

我們若說自己無罪、便是自欺、真理不在我們心

裏了。我們若認自己的罪、   上帝是信實的、是

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切的不

義。 

（約翰一書 1 章 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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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享 文 章      －  摘自香港聖馬利亞堂週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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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阿！……請給我多一點時間，不但學懂珍惜，也要學懂愛

惜。 
 有一個女生，因為跟家裡相處得不好，所以很少回家，後來有

一次回家，發現年老的母親走路一跛一跛的，不經意的看了母親的

腳一眼，這才發現母親的腳指甲太長而長到肉裡面造成流血，流

膿。這時，她認真的看著已經很久沒有正眼看過的母親，她才發現

在她眼前的母親已經年老，老到已經沒有辦法彎下身來自己剪指

甲。所以才會   讓雙腳的指甲傷到肉，她哭了！ 



 從此她便每個禮拜回家，用一盆溫水先幫母親泡腳再幫她剪指

甲，泡溫水是讓腳指甲變軟，才不會因為這樣不好剪而傷到母親的

腳。 
 一直以為父母也應該跟我們一樣能適應這個變化的世界，新的

科技，新的資訊，新的理財觀……，直到最近幾年才知道他們追的

很辛苦的，遙控器太多太複雜、聽不懂的專業術語、完全陌生的理

財工具……直到最近幾年才知道為了怕我們不耐煩，父母偶爾忍住

了想說的話，想做的事，如果沒有這次遠遊，遲鈍的我也不會知

道。 
 一向熱心打點照顧我們子女無微不至的父母，退休十幾年的老

爸，竟衰老得如此快速。 
 我們五姊妹只湊足了三個，決定陪爸媽去新加坡玩。在去程的

飛機上，老爸四小時都不願如廁，任憑我們好說歹說，他依然老僧

入定，不肯起身。在一站觀光區，他也是非到萬不得已才進男廁。

有次我觀察到他小解很久才出來，看不到熟識親人身影，先是向東

搜尋，繼而向西眺望，即使在這節骨眼，他也不願放聲大喊大叫，

讓我們子女沒有顏面，站在陌生人群中，一副茫然失魂的樣子，安

靜、耐心等子女們的出現。我終於瞭解他出門在外不願如廁的原

因。以前不解事的小兒子常笑他八十幾歲的外婆，連鈕釦都不會

扣，真慢！真笨！ 
 好簡單的一件事，為什麼老人家們就是做不好？我們還未經歷

到，當然難以理解，年紀大了，有時候手腳會不由自主、不聽使

喚。我原以為老爸和婆婆之間還有一大段差距，誰知他也不知不覺

走到這個階段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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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後行程我根本無心玩賞，只要看到老爸表情稍有異樣，便好

說歹說強行押解他到男廁，自己則只好守巳男廁外頭，起初老爸感

到萬分不自在，後來也就慢慢習慣了。 

 回程飛機上，我陪老爸去洗手間，他忽然低聲對我說：「其實

我不會鎖機上廁所的門。」 

 我拍拍他肩膀，告訴他：「沒關係」，心裡卻翻湧出一陣心酸。

心裡很想告訴同行的妹妹，下次出遊，把各自的老公也帶來，也可

以多盡一份心。也很想告訴沒有同來的么妹，錢財日後都賺得回

來，唯有父母健在安康，又能帶著遠遊，這才是為人子最大的福

份。想告訴老爸，如廁問題解決了，我們下次可以飛到更遠的地方

去旅行。 

 這次旅行帶給了我許多感觸，也讓再度離開家、身在火車上的

我不禁滴下眼淚……或許是自己太多愁善感，也或許擔心自己的父

母狀況，只是自己一直沒發覺，才驚覺

原來老爸老媽也變老了，變脆弱了，不

再是以前那「強壯的膀臂」、「溫暖的避

風港」，原來一直幫我扛著頭上那片

天的巨人也會變老…… 

 你留意過自己的父母嗎？

你的父母還有多少時間等你？ 

《   樹欲靜而風不止，子欲養而親不在。  》      ◎ 

  From The Rev. Becky Shan 

Dear brothers & sisters, 
 
Easter has brought excitement and happiness to Christians.  During the 
service, our choir sang the hymnal, “Beautiful City”; we felt not only 
Excitement and happiness also with peaceful feeling.  Every year, during 
this occasion, I feel that I am reviving with my Lord.  This gave me 
assurance and refreshment.  With accompany of my Lord, the evil was far 
away from me and my heart was filled with pe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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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upcoming of the Easter, we had a series of Bible study, meditation 
and sharing.  This year, more than fifteen parishioners joined our special 
Bible study.  This is a new opportunity for me to share with the parishioner. 
This types of contacts, gave me the chance to listen to the relations 
between God and each of them. All these refresh my beautiful memories.   

Over the past few days, I had a bad cold so I lost my voice.  The physician 
said I need more rest and sleep for recovering from that. However I did feel 
sleep at all.  Phebe turned a book to me from her bookshelf that was written 



by a parishioner S.K. Lo, a famous female author in Los Angeles.  The 
name of the book is “Always Refreshing”. I read most part of the book and it 
was about many famous persons, describing their career and successes.  
Many of these persons were in the 80s and 90s but what they did were so 
“fresh” and so “new” to us, with encouragemen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ur Lord and Christians are real witnesses.  They 
have been “built” under different occasions and in various incidents.  Their 
lives show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and their experiences consolidate their 
faith in God.  During our group sharing, the experience of other persons 
helps us to strengthen our faith in God.  Our active study during the lent 
helps us to feel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Our reliance on Him gives us 
power and our sin will leave us.  It brings us great peace. 

Here I hope that all parishioners can have more opportunity for sharing and 
learning. Our Lord will appear among us.  Let us have closer relationship 
with our Lord.  We will have “fresh” feeling.  Our faith will be firmer. Because 
of our Lord being with us the evil run away from us. We will not be weakness 
but more peaceful in our heart. 
 

Peace be with you. 
 
Translated by Wing W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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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Tree of Life (TOL) funds sent a parish team to the Ministry Fair on March 25, 
2006 at Campbell Hall in N. Hollywood.  The team included the Rev. Becky Shan, 
Anne & Bill Wong, Virginia Ye and Valerie Tam.  Each member participated in 
leadership training and workshops of their choice.  Hopefully they will be able to 
utilize knowledge & skills acquired in furthering the various ministries of our church.  
A big Thank-You goes to TOL for providing the registration fees & bag lunches for 
the participants.  Thank-You also to Charles Cheung for providing transportation to 
and from the event. 

Sunday School Easter Celebration                        Aunty Val 

 
This year St. Gabriel’s children’s Easter celebration took a different format.  Instead 
of hymns, games and refreshments, an arts & crafts activity class was organized 
for them.  Children gathered around craft tables in the classroom to make various 
projects to take home.  All projects had either the Easter or Spring Season theme.  
These included craft stick crosses, crepe paper butterflies, Tangram animal 
collages, Origami paper windmills and Risen Christ necklaces.  Some children did 
egg-decorating, drawing or coloring.  The younger children were helped by their 
grandparents or parents to complete the craft items of their choice.  Later the 
children joined the adults in the church worship for the Holy Eucharist and 
blessings.  They participated in the Egg Hunt & Pot Luck lunch afterwards in the 
Parish Hall.  Many thanks goes to Philip Chan, K.K. Kwan, Charles Cheung, Ken 
Kuo, Cecilia Lin, their families, and many others for refreshments and their help in 
making this event a happy and fun Easter celebration for St. Gabriel’s children. 

“Amazing Women” Group                                    Aunty Val 

 
The 2006 Ministry Fair took place on March 26, 2006 at Campbell Hall Day School 
in North Hollywood.  I participated in three workshops and found the “Amazing 
Women” presentation to be not only informative but exceptionally interesting. 
 
The “Amazing Women” Group is a women’s ministry that was first developed and 
organized by Kathleen Phillips of St Francis of Assisi Church in San Bernardino.  
The group meets one Friday evening a month in Kathleen’s home in Rivers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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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ach month a different theme or topic is chosen for the meeting.  All themes or 
topics relate to stories of women in history, women in the Bible, or women of 
present day who are doing amazing things.  There are stories about female 
composers, artists, lawyers, clergy, writers, doctors, etc. 

As a demonstration in this workshop, Kathleen introduced biographies of women 
pirates, cowgirls, biblical women – Abigail, female primatologists and astronomers.  
She read poems and excerpts from books relating to these stories, and brought 
craft items and materials to illustrate her presentation.  In her regular meetings, 
group members take turns each month to research the theme of their choice, and 



prepare visual aids or hand-craft items to enhance the story-telling.  A discussion or 
sharing follows the presentation. 

Kathleen asserts that the “Amazing Women” Group provides an alternative to 
those women who do not quite fit into ECW (Episcopal Church Women), Altar Guild 
or those who want something different.  Her stated goals for the group are to 
educate, to entertain and to empower.  The group provides opportunity to learn 
about female relatives whom they admire in their own lives.  The group also 
provides opportunity to form friendships among members. 

“Amazing Women” seems a wonderful and fun women’s ministry.  Kathleen shared 
her ideas and gave valuable resources to anyone who might want to form a similar 
ministry in her own church. 
 

 

The Hollywood Bowl Orchestra  conducted by John Mauceri 
    will be playing：    “  THE SOUND OF MUSI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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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ickets can be Purchased through the Hong Kong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California for $35.00 per person.  The price includes picnic 

treats and concert for section M bench seats with cushion.  Picnic 
starts at 6pm and the concert starts at 8:30pm.  To purchase tickets to 

the concert, Please contact Grace Chew no later than May 28.  
             Thank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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