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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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288-4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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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漢明先生/ Mr. Joe Chan                     （626-943-7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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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它請直撥牧師 / At other times, please call Rector direct 

辦公室電話 /  Of f i ce  Phones :                    626-571-2714       6 2 6 - 2 8 8 - 4 2 2 9 
http://www.saint-gabri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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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敬祝祝    所所有有父父親親們們都都有有健健康康的的身身體體，，  

幸幸福福的的家家庭庭，，歡歡歡歡喜喜喜喜慶慶祝祝父父親親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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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後 話 

 五月裡，我們有機會再次見到徐子賢法政牧師伉 
儷，雖然分別了已有五個月，但是能夠看見他們風采 

依然，大家都很高興！另一方面，他丈母娘的突遭意 

外、蒙召回返天家，也確實讓他們伉儷和家人好難過 

（尤其是師母）；我們求主安慰、保守和帶領他們一 

家人，希望不久的將來有機會再作歡樂的相聚。 

 每年的五月底（國殤日假期）到九月中旬，是美 

國人朝夕盼望的 vacation 季節。一整年日以繼夜的辛 

勞，可以暫時停下稍作休息（喘氣），是很難得的機 

會，非常值得大家的珍惜。兄姊們在盡情享受 vacation 
的樂趣時，希望不要忘記上帝的恩澤。 

 趙蔚藩、劉思義伉儷記掛著老家（北京），卻又 

捨不得洛城的女兒、孫兒、教會和一群兄弟姊妹。於 

是決定暫時回去小住，一年後再返美國。早堂（國語 

團契）的兄弟姊妹特別舉行了一個“歡送會＂，有百 

樂聚餐，興高采烈之餘也有絲絲不捨，愿能珍重！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6 年 6 月 
第八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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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單瓊珠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人的生日往往帶給我們很多的回憶，很多的

喜樂，也有很多的盼望。這個月第一個星期就是聖靈降臨節，聖靈

降臨節也是教會的生日，六月份也是本堂的週年紀念日，真可以

說，六月份是我們本堂慶祝生日的時候，也是一個特別值得紀念的

日子了。那麼又有什麼是我們的回憶，什麼是我們的喜樂呢？我們

又有什麼盼望呢？ 

各位，有很多的弟兄姊妹都是和這間禮拜堂一同成長，也就是說他

們是從開堂就在這裡參與事奉的了，有些是一出生就在這個禮拜堂

的，當然有很多的回憶，我相信在回憶當中，我們不會忘記第一任

的鮑宣睿牧師，也不會忘記在開始的時候，本堂是一個簡陋的地

方。但是都在困難缺乏當中努力的耕耘，而奠定了穩固的基礎。再

加上徐子賢法政牧師在這裡多年的發揚光大，現在可以說是一個很

有規模的教會。因此我們每到這六月份週年紀念的慶祝時都充滿了

喜樂，我們會用各種不同的方式來慶祝，而慶祝會中充滿了喜樂。

不過在我們這高興的日子中，我們的盼望應該是最重要的一點吧！ 

我們回憶過去的時候是充滿了感恩的心，對未來的盼望，乃是應該

充滿信心地向前展望。我雖然是暫代的身份，但是在這幾個月裡看

到的，感受到的，除了可以與大家一同為過去上帝對本堂的看顧獻

上感謝，與大家一同享受著在這大家庭裡的歡樂之外，我可以很有

信心的告訴大家，這裡是上帝重用的地方，是一個能服務華人甚至

於不分國界的英語人士。這裡有好的環境與設施，又是靠近華人聚

居的市區中心，正如我們中國人說地區在旺中帶靜的地方，又有牧

師的住宅。發展工作，把福音傳出去是有了優秀的條件。對未來的

盼望應該是求主賜給我們有信心，並且有智慧在這美好的土地上結

出更多豐盛的果子來。求主加添我們力量，讓我們在慶祝二十四週

年的日子裡，就如以賽亞書40﹕31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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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不困倦，行走卻不疲乏。聖加百

利堂的弟兄姊妹，讓我們都充滿信心的一同展翅上騰，從新得力，

去發展教會的工作吧！ 

祝 

主內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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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悼悼 徐子賢師母（凌碧茵女士）的母親凌劉曾馧女士不幸於五

月十五日在斑馬線上被車撞至昏迷，並於翌日逝世。眾弟兄姊

妹得聞此噩耗都非常震驚並感到悲傷，此種情形，大家只有求

主接收她老人家的靈魂並為師母和她的家人禱告，求主親自用

祂的話語安慰他們。 

  凌 劉 曾 馧 女 士 生 平  
  

凌女士是於1943年大學期間就信主加入教會，1948年與大學團契之

團友凌忠楊先生結婚。育有一子一女，師母就是凌女士的唯一女

兒，凌女士獨立堅強，對上帝有無比的信心。細心照顧丈夫，對兒

女注重身教，對教會主動參與事奉。曾在台灣聖公會聖約翰座堂26

年，擔任主日學老師，丈夫出任詩班指揮。 

在工作上也是一位出色的工作者，於1957年開始在美國駐台軍事代

表團工作長達22年，在此期間慮獲頒獎表揚。1980年來美，與女兒

女婿同住，1983年丈夫亦結束台灣工作退休來美團聚。在美期間夫

婦兩人仍熱心參與教會從無間斷。今雖因交通意外突然離世，但是

她的一生卻留給大家的盡是美好的回憶。 

       牧區議會五月份會議報導      －  書記王永良提供  

1. 六月四日（聖靈降臨節），本堂將於該主日為「尤牧師封職 60 
 週年紀念」舉辦慶祝會。 

2. 七月初， EAM 在夏威夷舉行之年度會議，本堂出席代表將為

王鄭安妮及王從邦二人。 

3. Valerie Tam 申請參加 7/24~8/2日Good Shepherd  Level Two  
課程，費用將由Tree of Life，LA 之EAM 及堂長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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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六月四日慶祝 Pentecost （聖靈降臨節），是日希望大家“穿紅

衣＂出席，是“Red Shirt Day＂！ 

5. 一致通過四月份之財務報告。 

6. 討論“Lila's Garden＂及“Living Water”噴泉事項。 

五 月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歡迎前主任牧師徐子賢法政牧師夫婦由台灣來到美國探望女

兒，又適逢母親節，特別邀請徐法政牧師前來講道，同時亦可與眾

弟兄姊妹敘舊，該日充滿歡樂大家庭團圓的感覺。  

母親節是每一個人都要有所表示的一個節期，在教會裡這個大家庭

裡更是少不了的一個大節目。年青的弟兄妹妹一大早就開始烹調該

日崇拜後的午餐；每一位母親來到教會的門口就有人為她配戴上美

麗鮮艷的襟花。崇拜中，詩班也獻上了一首民間流行的歌曲，「母親

你真偉大」，

單 牧 師 為 了

增 加 表 達 上

帝 賜 給 我 們

母 親 ， 母 親

用 上 帝 的 話

語 教 導 我

們 ， 讓 我 們

能 在 主 的 家

裡 成 長 ， 而

感 謝 上 帝 ，

對 母 親 這 寶



貴的教導發出讚美的歌聲。她加上了一節歌詞在這首歌上。該日的

崇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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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了感謝與溫馨的氣氛。不過有弟兄們卻取笑幾位母親，花是你們

做的，歌是你們唱的，一會要好好的坐在那裡等年青人來服侍你

們，享受一個豐富的午餐了。原來這幾位母親負責做美麗的襟花，

又是詩班員，還有那些花都是她們自己種的蘭花呢！ 

該日還有古萼春姊妹特別送出一個大蛋糕慶祝母親節快樂，也對各

位弟兄姊妹對她身體健康的關心。 
 

家庭禱告會，每次都有不同的題材，不同的收穫，這一次在趙翁少

芳府上舉行，人數不多只有十個人，雖然菜式不多，但是每一樣都

非常美味，大家可以細心的品嘗每一樣的菜式。這一次因為是接近

母親節，主人家要求大家分享一下在母親節的盼望。 

一位母親表示很想兒女可以為她慶祝一下，但是又怕他們工作，又

有他們自己的應酬，不想他們難做。於是她想到了一個很客觀的方

法，她告訴孩子們，母親節到了，自己的時間是什麼時候有空，如

果他們要一齊吃飯的話，有這幾個時間比較方便。結果孩子們很快

就有了回應，大家很順利的、很快的安排好了母親節的慶祝。後來

知道，她這一年的母親節過的特別快樂。而且是很愉快的度過了。

有一位母親說，她最快樂的是在母親節做一些特別好吃的菜式，一

家人一齊享受一個豐富的晚餐。另一位夫婦卻表示，他們孩子多，

孫兒也多，在這類的節期中，都是孩子們的老大安排，到時候只要

出席就好了。總之所有的分享都表示了用開放的思想對下一代，並

不會堅持或者要求，乃是給機會孩子們自動的反應，大家做父母親

的在這樣的討論下，都確認這樣才是兩代之間的相處之道。 

耆英會，本堂的長者們差不多都參加了耆英會，但是這個月的月會

剛好大家似乎都有很多節目，未能全部參加，雖然人不多，但是大

家的分享卻充滿了愛心表現。這一次的主領者楊馬美德姊妹主持，

她提到了健康的問題，特別感謝主，沒有什麼大毛病，卻是不能好

好睡覺。於是就有人提出很多辦法，怎樣可以容易入睡。整個聚會

是圍繞健康問題來分享，大家分別提出了自己的健康問題，而使用

一些民間的獨步單方(用食料的方法)，結果幫助了自己恢復健康。

結果這一次的月會，大家都收集了不少的獨步單方，以後就可以預

防萬一，或者幫助傳給有需要的朋友了。 

圖書館近況，本堂的圖書持續增加，可惜借書的大多數是英文班

學員及少數早堂堂友，午堂堂友則興趣不在此，他（她）們常說沒時

間看書，但卻花不少時間在“其他地方＂裏。開卷有益，希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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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多利用本堂圖書館。 

希望大家都捐贈圖書，近期有教友想借兒童刊物，希望大家能多捐

贈。圖書可交給 OFFICE。借書可問 OFFICE 或填好書架上表格。謝

謝。 

歡送我們親愛的趙先生夫婦，雖然是歡送，但是我們並不是真正

的送走他們，只是暫時的送他們回老家--北京。到底他們回去多

久，還是未知素，基本的計劃是一年，但是我們都在催促他們，不

要停留 

得太久，希望他們可以儘快的回來。差不多全體的早堂弟兄姊妹都

來了，午堂也有多位的弟兄姊妹，又是教會裡一個充滿笑聲，不停

地在拍照的一個聚會。百樂午餐後，我們大家一起禱告，分享，尤

單牧師與大家分享“愛＂ 

這是主角趙劉思義姊妹的要求，她要深入了解在上帝裡的愛，人與

人的愛。單牧師引用了很多段的經文跟大家分享“愛＂。最後趙先

生夫婦兩都分別對大家那種在主裡的愛深深受到感動，對大家表示

衷心的感謝。他們也希望可以快一點回來。 

為了他們回到老家可以繼續在讀經方面的學習，大家送了一本啟導

本的聖經給他們。這樣，自己用功查經，就方便多了。願上帝祝福

他們在老家有一段快樂而豐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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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的外展工作，在關甘澍弟兄的領導、霍惠榆姊妹的協助下，

做得有聲有色。得蒙 王永良弟兄多年來的支持，不停地教導英文

班，最近又得袁瑞老師為我們開始了課後補習數學。因此，每星期

二、四晚上、星期六的上午，都是人來人往的，有成年人，也有年

青的學生們。現在暑假來臨，定於六月十二日至九月十一日放假，

將於十二日重新開課。 

又原瑞老師是 Pasadena City College 的老師，他剛退休就來幫我們

開數學班，然而他因兒女們要求他搬到接近他們的家，大家好照

顧，因此下一期恐怕他不能來幫忙了，我們五月份的最後一課後，

為袁老師開了一個小小的茶會，一方面表示對他的感謝，一方面也

對他的歡送，並由關弟兄送上紀念牌一面以表示教會對他的謝意。

王永良弟兄默默地為我們多年擔任教導的工作，我們也藉此機會送

上一面紀念牌表示我們對他的感謝。 
 

五月份的生日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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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為五月的壽

星： 

 
 

       本 堂 活 動 預 告  
 

尤牧師感恩慶祝會，尤振中牧師是一位受人尊敬愛戴的老人家，

他是本堂的義務助理牧師多年，對每一個人都是充滿了關懷與照

顧，對教會是忠心耿耿地隨時隨地參與協助。他是 1946 年的聖靈降

臨節被按立而踏上了聖職的行列。可以說是一位特別年青的牧者，

如今已是 

7 

六十年了。本堂全體弟兄姊妹實在是為他而高興與感恩，我們決定

在今年的聖靈降臨節（六月四日）為他慶祝，並由尤牧師親自主持聖

餐。請大家踴躍參加該日的聖餐崇拜。 
 

週年堂慶及慶祝活動： 

本堂將於六月十一日舉行，該日除有聯合感恩崇拜之外，並有 BBQ 

形式的午餐。備有各項表演節目，邀請各部門分別擔任，又歡迎各

家庭提供節目，請加緊準備。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或臥病中的弟兄姊妹，特別為譚吳巾雄、陳沈雪

 英、關新、古萼春、吳伍梅芳……等兄姊祈禱；求主 醫 治 、

 安慰，使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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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長和議員們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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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班將於 6/12 ~ 9/11 放暑假， 
下年度由 9/12 開始繼續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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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不收任何費用。完全免費） 

。   初、高 兩 班 繼 續 招 收 新 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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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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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Birthday    六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ι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ι 
 

張才忠 ( 5日)  李安蕊 ( 9日)  譚穎茵 ( 11日)       
Cassandra kwong ( 14日)  關甘澍 ( 16日) 
李福培 ( 19日)   吳鄧彩珠 ( 22日) 尤振中 ( 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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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友 園 地   

    ““   友友  善善  的的  教教  會會   ””           － 良 仔 

    “User -Friendly Church＂ 
 

 上星期，單牧師的講道談及我們應該怎樣接待歡迎訪客及新來的

教友。牧師也派發了她曾在教區EAM得的中、英文單張，是關於

“友善的教會：怎樣接待訪客和初來者＂。我仔細地閱讀並做了功

課，覺得值得討論。 

 這份單張的小標題（sub-titles）包括：“吸引新會友＂，“主日

早上＂，“聯絡工作＂，及“吸納新朋友＂等。這單張開宗明義指

出：“不管是甚麼特別節目，或是甚麼教會成長計劃，若是缺乏每

一位會友的支持斷不能成功。每一個肢體必須肩負基督徒推廣福音

的責任，邀請未信主之家人、鄰居和同事們都到教會去。＂ 

 我們目前教會做已到了的項目只及所提議的百分之 60 左右，看

來仍須努力。可能是 1）“地利問題＂：教會座落不太明顯。 2）

“人和問題＂：和過往歷史有關，同時大家對“傳福音＂、“接待

人＂認識不足、不太重視。當然，單牧師來後，教會已  User 
Friendly了；包括：禮文、聖詩、及 LENT 期間有查經會。但是我們

自己教友們自己做得仍未夠好。其實這兩樣問題並非不能解決，祗

是大家“願不願多跨一步＂而已。 

 所派的單張，有幾項議題，我們可以參考；而且短期內可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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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向市政府申請告示牌，在大路交匯點。（路牌可參考

“Holy Trinity Church － Alhambra＂的。） 

（二） 多設置“指示方向箭頭牌＂，包括教堂入口、主日學、

辦公室、副堂、洗手間、會議室等。 

（三） 邀請社區人仕參與特別節日。 

（四） 牧區議員及各教友應向新來的教友問安。 

（五） 各招待員應帶“招待牌＂並介紹自己。 

（六） 招待員及各教友隨同新朋友到茶點室及副堂午膳。 

（七） 一年至少辦一、二次新朋友資訊課程，介紹本堂活動及

禮文儀式。 

（八） 牧師及堂長多拜訪新會友。 

此外，就本堂而言，良仔，有所“盼望＂： 
（一） 希望大家能守時。 



（二） 希望大家多展露笑容，多打招呼。 

（三） 希望大家能夠多欣賞新教友及青年、兒童，並加以讚許

支持和鼓勵，給他（她）們多些“溫情＂。 

（四） 希望大家勿再替自己找 Excuse，說“人少才好＂。 

最後，我們的大家族們：你們似乎沒有邀請你們的子女、孫兒來

教會。希望大家能多邀請家人來崇拜。為大家庭著想，希望大家

一起努力。      ◎    
***************************************************************************** 

 

     我我  的的  父父  親親－劉 老 秘      － 寶 珠 

 父親劉文澤，字惠民，是祖父十七個兒女中排行居長。曾歷任

善後救濟總署及中央航空公司主任秘書。他的屬下和老朋友都親切

稱他為劉老秘。 

 祖父營商，經營金山莊及多項生意，是廣生行的大股東。可惜

在年未到五十時便感染風寒驟逝，那時他的最小兒子，即我的十七

叔父才三歲，剛好與我大哥，即父親的長子同庚。 

 祖父突然逝世，留下很多業務待處理。時適我父親留學在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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歷時八年，祖母即電召長子回國。 

 父親聰明好學，對母親孝順、對兄弟友愛、待人厚道，卻不善

經營。接下祖父的棒子，業務無起色兼且連連虧損，他的弟弟們即

要分家產。我不知道父親分得多少，只記得我懂事時生活已過得相

當拮据。錢用完了，當然得找事做。父親心高氣傲，多年來工作並

不順心。直到第二次大戰發生，他離港入內地，在昆明受聘為央航

主任秘書。 

 我父親有六個兒女、四位妻房，各分開居住。我是我母親的獨

生女兒。二戰前，父親多住在我家。並不是對我母親特別寵愛，只

因母親生性善良，克苦耐勞、共同渡過最艱辛的歲月。 

 印象中我父親是個手不釋卷、不多言的人，和我的對話更少。

記得我曾批評某人滿口仁義道德，卻不是身體力行；

父親則說應該是“不以人廢言＂的。又當年嫁入植

家，多少因戰亂時母親曾被照顧；父親又說那也用

不著以身相許。 

 長兄寶琦是嫡母所生，性情溫厚，待我如同母所生，長嫂也很

痛愛我。他們旅居加拿大，每次我去看望，嫂嫂都說這是你的娘

家。而今他們都已歸道山，我也真正成為孤兒。 

 望風懷念，無限哀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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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書  怡 

   

 四月卅日國語團契查經班向大家獻愛心，呈上一份豐盛的美味

－ 北京炸醬麵條與南方涼拌麵線。十多味調料，外加糖醋排骨和

紅燒排骨；還有一道“小排荸薺湯＂，滋潤您的腸胃。 

 哇！好好吃啊！吃得那叫美，那叫舒服！！         不少男士嘴裡嚼

著，手撫著肚皮連聲說：“好吃，好吃！真好吃，再來點＂；有的

女士吃飽後還捨不得走開，等大家都吃好了，將各種調料全部“取

樣＂回去，可能是想如法炮製與家人同享吧。 

 誠然，看到大家“腦滿腸肥＂面帶喜悅離去，再看看器皿內一

掃而光的陣局，製作者們的心情便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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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刻的我，可謂“美味穿腸過，回味則無窮＂，留下的只是感

恩為永恆。 

 首先想到的是感謝上帝為人類創造了這麼豐富取之不盡用之不

竭的物質；再感謝上帝賜給人類聰明才智、信心與愛心，才得有今

日之美。 

 從而聯想到，這“北京麵條＂與“南方麵線＂，這條條線線，

是有型又無型，好似千絲萬縷的金絲、銀絲、情絲、聖靈之絲，從

天國申向地面，在天地之間，在你我之間編織著美妙的信仰網絡，

牽著我，牽著你，也牽著主，永不分離。這絲是永遠扯不斷的信念

之絲，盼望之絲，崇愛之絲。因為有了這些絲使我們與主永遠同

在。使我們才能時刻崇拜主，時刻榮耀主，時刻遵循主的意願作

人，時刻以“信心、盼望與愛心＂三大美德，作為我們生活的原動

力。 



 好一個條條線線啊！使我難以忘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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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饒饒恕恕   不不能能沒沒有有  愛愛心心     
 

 我們在日常生活中，很容易遭遇到或接觸到一些不如意的事情

（尤其是“對自己不利＂的事）。我們在不知不覺間，很自然地將一

切過失推卸到別人身上，還自以為這樣做是“天公地義＂。誰知如

此做會引至心中剛硬、嫉妒、怨恨和憤怒。到了這個時候，內心完

全忘記了“饒恕＂的存在了！個人認為：「做一個“好人＂很難，做

一個“好基督徒＂更加難。」若要做到“好＂，就有很多事情必須要

認真學習；其中，“恕＂和“愛＂所佔的份量最為重要。 

“恕＂和“愛＂大家都非常熟識。馬太福音5、6、7三章聖

經，裡面記載的、全都是耶穌基督在世時的教訓（最有名的「登山寶

訓」）。其中有基督教導我們禱告的「主禱文」（也是我們個人或團

契聚會，用得最多的禱文）－主禱文的後一段有「……求主饒恕我

們的罪，好像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雖然我們時時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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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日唸，很難想像，我們有沒有確切“行＂出來？ 

 以自己為例，饒恕一個家人、後輩和好友的小錯誤或無心的過

失，勉勉強強也還可以；要我饒恕一位刻意傷人或專門“損人利

己＂的人、就難乎其難了！雖然在人生中，有很多事情是我們必須

要“學＂習和履“行＂的，可惜，就是沒有幾個人會實實在在地

“行＂出來。這就是前人所說的：「知易行難」啊！不過，無論怎樣

艱難，只要我們有信心、多禱告、也許未能做到百分百，最低限度

亦可以做出一點成績來的。 

在港澳教聲讀到天主教周景勳神父、在退修會和與會者分享的

話題：「僕人‧領導」中，有：「“饒恕＂應該用心： 1，心要大，

心大就不會把事情混亂、選擇性。 2，心要虛，心中無物才有位置

包容。 3，心要平，心平氣自然靜、才可以講出不會傷人的說話。 
4，心要潛，心潛能思、將事情看得透徹。 最後，心要定，世事千

變萬化、唯有心定才可應變。」 

其實真正的饒恕必先存有愛心，沒有愛心的饒恕只是“剎那

的＂（暫時的）、不能永久。聖保羅在哥林多前書十三章對“愛＂有

非常透澈和詳盡的闡釋，大意是：「……無論說甚麼、做甚麼，若沒

有愛，祗不過是一堆毫無意義的廢話。就算有很高深的學問和知

識，沒有愛，結果也一樣－對任何人都沒有好處。……」那麼，什

麼是“愛＂？他說：「……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不嫉妒、

愛是不自誇、不張狂、不作害羞的事，不求自己的益處，不輕易發

怒，不計算人的惡；不喜歡不義，只喜歡真理，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不止息。……（哥林多前書13章4 ~ 
8節）」事實上只要有“愛＂，“饒恕＂自自然然會在心裡燃燒起來，

“饒恕＂只是“愛心＂的一部份。 

看看聖經上記載那兩個最有名和最偉大的“饒恕＂故事，也是

最具“愛心＂的故事：  

（一） 聖士提反被人用石頭打死，蒙難的時候，大聲喊著 
  說：「主阿！不要將這罪歸於他們。」 

  （使徒行傳7章60節） 

（二） 耶穌被人釘在十字架上，臨死前仍然說：「父阿！赦

  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不曉得。」 
  （路加福音23章34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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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頭再看自己日常面對的、只不過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兒＂，沒甚麼“大不了＂，何必看成“天崩地裂＂般嚴重呢？是否

要認真“自我檢討＂一下？    ◎ 
***************************************************************************** 

   分 享 文 章      －  摘自香港聖馬利亞堂週刊 
 
  

  人國與狗國的故事      
           摘自《不一樣的啟發》       － 謝日二著 

 智勇雙全的王子不單只得到公主的芳心，更獲得國王的信任，

將外交事務交由王子處理。 



 王子其貌不凡，更練得一身強健的體格，英勇善戰，口才了

得，他的智慧更不在話下，在五餅二餘事件後被百姓公認為國家最

聰明的人。唯一不夠完美的地方，就是他的身高僅僅五尺，差一點

兒就高不過公主了。 

 國王第一件要女婿辦的差事，就是要他到鄰國外交。 

 王子攜同幾個士兵，幾匹馬，經過兩日的路程，終於來到鄰國

的城門前，門外寫著「大寸國」三個字。 

大寸國的大臣們早知道王子是一個五尺的傻瓜，便已於數天前吩咐

下人在大門旁邊另外開一個四尺高的出口，像似一個有門的狗洞。 

 王子在大門外抬高頭，禮貌地道出自己的身份及來意，請他們

打開城門。可惜城門沒有打開，旁邊那小得像狗洞的小門卻打開

了。王子一看便知道大寸國有意戲弄他，於是原地站著，再一次大

聲地請他們打開城門。 

 結果依然一樣。城池上還有守衛示意他往小門那邊進去，王子

更看他們偷偷在笑。 

 王子的士卒們互相對望，不知所措，於是王子就大聲說：「我

們要到訪的是一個屬人的國家，我們必須從屬於人的大門進城。如

果我們要到訪的是一個屬於狗的國家，那麼我們必須從屬於狗的門

口進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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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寸國的大臣們立時笑不出來，更將怒氣發洩在身旁的守衛

上，叫守衛馬上打開城門，讓那僅僅五尺的小伙子進

來。 

 於是王子進了城，好好休息一下，準備明天

與大寸國國王及其大臣的會議。而大寸國的大臣們

因 為人國與狗國的事大大憤怒，決定要在

明天 會議的時候一雪前恥，便紛紛商

量對策 怎樣戲弄這個五尺高的傻瓜。                        

               翌日，王子、大寸國國王，與大寸國大

臣們進入了金碧輝煌的會議廳，大家問過安後，就正式開始他們以

眾敵寡，針鋒相對的唇槍舌劍。 

 大臣說：「聽聞貴國的資源非常豐富，土壤肥沃，是不是將所

有的人力都投資在農業上，而忽略了培育人才，賢能之士也躲在田

裏，所以只好派一個小角色到我大寸國訪問呢？」國王及大臣們都邪

笑起來，以為已經佔了上風，將王子玩弄於股掌之內。 

 王子深知他們會因為自己的身高來取笑他，便已經計劃了下一

句話應該如何應對，才不至有損國威，亦為自己爭回一口氣。 

 王子等笑聲停定了，喝了一口茶，不驚不惶，慢慢地說：「我

國非常注重外交事務，尤其在挑選甚麼等級的官員派往甚麼等級的

國家。舉足輕重的國家，我們會派賢士到訪；至於小國，我們自然

會相應地派一個小角式到訪，請問國王對我國的做法有甚麼意見？」 

 國王及大臣們完全沒有發出半點聲音，國王的兩撇鬍子甚至往

上拉了起來，頭頂也好像冒起煙來。最後，因為國王說他有點兒不

舒服，便取消了會議，請王子回國代他問候國王。王子再一次嬴了

一場漂亮的仗。 

 我們作信徒的，應該存著一顆馴良的心去對待別人，但有時人

們卻將傻瓜與馴良的人錯對了，用玩弄傻瓜的行為去對待馴良像鴿

子的人。相信很多的信徒也曾遇過這樣的經驗，聖經中有一句說話

提醒我們：「要靈巧像蛇，馴良像鴿子」（太10:16）。我們既要有

馴良像鴿子的心，也要有靈巧的智慧，以至我們不至成為一個愚昧

的信徒，而是一個智慧又良善，被別人敬重的基督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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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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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v. Becky Shan 

Dear brothers & sisters, 
 
      Birthdays usually bring lots of memories, lots of happiness, and 
lots of hopes to us.  The first week of June is Pentecost,   “birthday” 
of churches.  This month is also the anniversary celebration of our 
church.   
  



     Many of our church persons grow up with the Church.  Some 
become church persons when they were born.  I believe we will not 
forget our first Rector, the Rev. Benjamin Pao and we will not forget 
that our church building was so old.  Through the efforts of the 
church persons, we had a firm foundation.  With the efforts of the 
Rev. Canon  Chee, now we have a church with better set up.  We 
will use various ways to celebrate the anniversary with great hopes. 
 
     When we remember our past, we were filled with gratitude.  We 
have great confidence for our future development.  Although I am 
an interim rector, I have the feeling that this place is a place to serve 
the Chinese communities and English-speakers.  Our church has 
good environment and facilities and is close to the clusters of 
Chinese communities.   It is quite well located with a rectory with 
good scenery.  We  hope that God will give us more confidence and 
wisdom to spread His words.  In the celebration of the 24th 
anniversary of our church, I quote the scripture of  Isaiah chapter 
40:31, which says: “But those who wait on the Lord, shall renew 
their strength.  They shall mount up with wings like eagles.  They 
shall run and not be weary.  They shall walk and not 
faint.”  Sisters and brothers, let us fly high with 
confidence and renew our strength,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our church. 
 

Peace be with you.  
 
Translated by Wing Wo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