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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後 話 

 讀者諸君和兄弟姊妹們可能不會在意，佳音月 
刊自1999 年二月創刊到現在，七年半來、“風雨無 
阻＂，今期已經是第八十九期了！ 

 在過去這段時間，雖然有時偶遇一些小困擾和 
阻礙；不過，在大家的努力下，這些都變為“不是 
問題＂了，我們感謝上帝的看顧。 

 近數十年科技進步的速度驚人，三十年前誰會 
想像得到今天的報紙雜誌完全用彩色出版？今人看 
到只有黑白色彩印刷出來的“素色＂版面，反而有 
“陌生＂的感覺。為了追上時代，長久以來，編者 
有一個“夢想＂：「希望“佳音＂月刊有一天能作 
一個「劃時代」的更新（改為彩色印刷）。我們知 
道這麼做的話，成本一定比目前高，負擔會更重； 
不過，為要趕上潮流、提高讀者朋友們的閱讀興趣， 
我們無視自己的能力，實行以“土法煉鋼＂的精神， 
用最原始的工具，出版一本彩色繽紛的“佳音＂。 

 我們知道，這樣做將會有很多問題跟隨著來； 
只要大家能夠堅持一個信念：「我靠著那加給我力 
量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 有問題出現的話， 
上帝一定會為我們解決的！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6 年 7 月 
第八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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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單瓊珠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  七月天是炎熱的夏天，孩子們都放暑假了，

有些父母都趁這機會帶孩子們出外渡假，也有的父母安排孩子們趁

假期參加一些特別活動，或者學習一些特別的技能充實他們的人

生。反正不像平日緊張著孩子們的學業，忙得透不過氣，可以說這

段時間是全家都較為輕鬆的時間，可以安排特別活動的時候了。我

們在主的家裡也準備安排一個全堂退修會，我們已定於七月十五日

(星期六)在本堂舉行聚行一個全天的退修會，希望男女老少都一起參

加。 
 
有人說退修會是認為自己已經學了很多，要退下來整頓一下；所以

教會應該辦進修會，大家所有不夠，一起再去進修一下。我覺得，

進與退都無所謂，或者我們進與退都需要，其實只要我們明白我們

要舉行這個會的目的是什麼就好了。各位弟兄姊妹你希望在這全堂

的退修會中做些什麼事呢？ 
 
教會過往的工作活動，有什麼是很有意義的、很受歡迎的，我們應

該注意保留。又有什麼是我們想得著的，可以在這會議中表達出

來，讓我們以後可以進行。在這全體弟兄姊妹都聚在一起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做一些活動，讓大家享受一下團體活動的樂趣 
，增強彼此之間的感情。在這充足的時間裡，我們也可以嘗試用不

同的方法學習聖經裡的教導。我們也可以想想有什麼問題阻礙我們

教會的發展，我們要改良的----- 
 
各位，我們已經邀請了一些弟兄姊妹負責領導，你有興趣參與領導

嗎？你又有什麼意見想給我們，幫助我們安排在這退修會裡呢？請

你在七月八日以前向我們提出，我們會儘量安排適合大家需要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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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容。希望我們的退修會可以很充實的讓大家享受一個快樂滿足的週

末。 

主內平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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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區議會六月份特別會議報導       

本堂堂議會於六月十一日下午舉行了一個特別會議，討論本堂暫代

牧師的空缺問題。 
單牧師自一月一日到任本堂擔任暫代牧師，本來簽約半年，在這期

間亦已聘請了下任的堂主任牧師，然需明年一月一日始能到任。單

牧師本來亦願意繼續，然其女兒在台灣將於九月初有第一個小寶寶

出生，也是單牧師的第一個孫子，所以她需於八月中前往幫忙照顧

女兒和孫子，已向堂議會提出請辭。堂議會為了尊重牧師的需要，

已經接納了，並且聯絡了 The Rev. John Phalem, 他八年前曾在本

堂擔任暫代牧師職，現在願意再次前來擔任此工作。堂議會亦經討

論，並已得本教區主教批准。本堂在這期間的崇拜，早堂將有人負

責翻譯國語，午堂亦有人負責翻譯粵語，請大家放心並踴躍參加崇

拜。八月十三日將是單牧師最後一個主日在本堂，之後她將先回家

再起程往台灣。在此謹祝單牧師一切順利，蒙主祝福。 

六 月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堂慶的歡樂： 

單牧師說，堂慶是我們回憶的時候，是我們團聚一起歡樂的時候，

也是我們對未來提出我們的盼望的時候。當然回憶讓我們對前人付

出的勞力，奠定的基礎表示感謝， 前人的努力也留下了鼓勵的作

用。讓我們想到要更加的努力，我們也要為後來的人留下更好的資

源，讓他們在主的事工上能有更輝煌的發展。單牧師在該日的講道

中，借用了以賽亞書四十章三十一節「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

力，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不困倦，行走卻不疲乏。」強

調了從新得力，鼓勵大家對未來的工作，在教會的事奉再接再勵，

對教會的將來充滿期望。為了慶祝堂慶，我們準備了每人一個章，

上面除了有教會的名字，慶祝二十四週年的字樣以外，一個展翅上

騰的鷹，兩旁寫著從新得力，象徵著大家都要「加油」努力。 
當日的感恩崇拜後，有豐富的午餐，本來是 BBQ 午餐，然而負責人

考慮到天氣忽然變熱，結果為大家準備了變相的 BBQ，嘴裡有 BBQ 

的感覺，卻不用受熱的辛苦，大家可以在涼爽的副堂裡享受著這 
BBQ 的午餐。我們要謝謝策劃人 Carol  的功勞了。 
慶祝會的表演節目也是大家都期待欣賞的一環。午餐後的甜品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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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本堂的金牌司儀 Charles 已經開始宣佈節目表演了。首先是小朋

友的演出，Matthew 的鋼琴獨奏開始了表演序幕，雖然是小朋友，但

是彈奏的並不是簡單的歌曲，而且是很熟練的，讓會眾都靜耳的去

欣賞。Eric 也是我們主日學的小朋友，當然也把握機會參與表演，

他是表演魔術，幾個魔術表演下來，都贏得了觀眾熱烈的掌聲，這

小魔術師真的似模似樣呢！小朋友之後，論到了年青朋友們的表

演，Ning Yu平時在早堂擔任司琴，今天為我們彈奏了他自己心愛的

歌曲，有一首還是很特別用鋼琴演出中國曲，聽起來真是另一番滋

味。還有我們另外一位司琴 Bill Wong，自彈自唱為我們演出，大家

都非常佩服他的才華，因為實在不容易呢！還有所有的青年團契的

團員一起為大家演出大合唱，他們的導師 Anne Wong 也一起參加。

他們的表現讓我們都感覺到，這些青年人都是教會未來的希望，我

們要珍惜他們的參與。司儀 Charles 宣佈壓軸好戲是由單牧師帶領的 
Line Dance. 實際上是論到了成年人，而且都超過了四五十歲的人了。

不過他們跳起來，還都很靈活呢！結果年青人也自動的加入隊伍，

真是還滿有氣氛呢！ 
遊戲比表演更刺激，Joe Chan 一家「SPIRIT」表現真是值得被稱讚。

他們一家四口都穿上教會的T恤，全家先表演一次游戲的方法，然後

向大家挑戰。結果是四位男的先接受挑戰，遊戲的要求，三國人站

在窄窄的一張長凳子上，然後要幫助第四個人從凳子的一頭走到凳

子的另一頭。這是要靠這三個凳子上的人很小心的扶著這第四個

人，要表現出大家的合作。結果他們還都可以成功了，只是剛剛走到

就都掉下來了。接著是四位女的接受挑戰，可能女的身材都比較細

小，所以也都成功的通過了，而且還可以站得住一會兒。所以女的都

在聲稱她們贏了。最後由 Joe Chan 高歌一曲，結束了這歡樂的時刻。

但願我們的堂慶真的可以再一次讓我們從新得力，把教會的工作帶到

更興旺的目標。 
 

   
 切 餅 禮 ：  

                                                當日的生日大蛋糕由 



 單牧師，李福培、陳

 景球堂長伉儷與陳漢

 明副堂長共同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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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牧師封職六十週年感恩會： 

尤牧師是一九四六年的聖靈降臨節被按立的，至今已經六十年了，

他雖然已經是八十多高齡的人了，但是仍然

不放下工作，仍然擔任本堂的義務牧師。本

堂為了慶祝他這重要的日子，我們徵求他的

意見，結果，他願意在這這一天為我們主持

聖餐。我們除了為他而舉行這感恩的崇拜以

外，特別為他準備了一個封職六十週年紀念

牌與一個大餅，還特別定了一隻乳豬表示喜

氣洋洋，尤牧師表示感謝上帝的恩典，讓他

有這事奉的機會，也特別對大家的關懷表示

感謝。 
 ＊＊＊＊＊＊＊＊＊＊＊＊＊＊＊＊＊＊＊＊＊＊＊＊＊＊＊＊＊＊＊＊＊＊   

喜喜    訊訊  ：：
  
單牧師的愛兒謝炳迪弟兄與王安琪小姐已 於六月十七日在三藩市灣區舉行婚禮，恭喜！ 

 恭他們婚後生活美滿，身體健康，又願   主恩永偕。 

 單牧師亦可以名正言順地晉升為奶奶了！可喜可賀！ 
             ＊＊＊＊＊＊＊＊＊＊＊＊＊＊＊＊＊＊＊＊＊＊＊＊＊＊＊＊＊＊＊＊＊＊ 

單牧師的致謝： 
小兒炳迪與王安琪小姐已於六月十七日在灣區聖公會聖多馬堂舉行

婚禮，謝謝本堂容許本人放假回去主持他們的婚事，並送上賀卡與

利是，在此謹向各位兄姊致謝。 
 ＊＊＊＊＊＊＊＊＊＊＊＊＊＊＊＊＊＊＊＊＊＊＊＊＊＊＊＊＊＊＊＊＊＊ 
青年團契消息： 
本堂的青年不算多，但是他們對教會事工的支持卻不少，擔任崇拜

當中的侍從、司琴、翻譯、讀經、每年一次為母親節烹調午餐給全

體的教友等等。暑假是年青學生們較為輕鬆自由的時間，他們策劃

了一年一度的暑期出外的活動。這次的計劃是到 Las Vagas 兩天遊，

是由他們的導師 Anne Wong 與多位的家長帶領一同前往。在這種團

體一起出外的活動中，讓他們可以有很多的學習計劃，學習著共同

有靈修時間的習慣，也可以在實際的相處中發揮著彼此關懷，彼此

照顧的基督徒應有的精神。希望他們每年都可以有這樣的機會。 
青年團契的團員都在漸漸的成長，今年有兩位在學業方面完成了一

個段落，在此我們恭喜他們。Angela Tan 協助擔任侍從、與讀經員，

現在剛剛除中畢業。Bonny Chan 協助擔任侍從、讀經員、司琴、翻

譯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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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等等，她剛剛高中畢業並考入了 UCLA  大學。他們真是可以說，

都有多方面的才能，求主保守，讓他們都能讓主大大的使用。 

父親節：  在教會這個大家庭裡，父親節也算得上是一個大節日。

今年的父親節很特別，有李福培名譽堂長講道。更難得有香港回流

的韋（啟鑾）家一同慶祝。看這群父親們胸前掛著鮮花，臉上露出“蓮
子蓉”一樣的表情就可想而知了！ 

 

成人英文班與入籍班簡訊：在四年前的一個夏天，徐牧師、
Fr. Rose 和關甘澍弟兄三人，在主的帶領下籌劃開辦英文班（免
費）。主要宗旨是幫助一些新移民、英文有限的華僑，學習日
常英語會話。使他（她）們在工作和日常生活中，有所幫助和
方便。 

起初將學生分成初級，由王永良弟兄擔任。中級由 Fr. Rose 擔
任，高級由袁瑞老師擔任。後來又增添入籍班，由關弟兄負
責。最近又由袁老師於星期六擔任數學輔導。 



每年英文班按照本地學年放假，今年在六月已結束，至九月中
復課。為表揚王老師和袁老師之辛勞，諄諄教導，特如學期結
束典禮中頒贈感謝獎牌予他們。袁老師與 Fr. Rose 已告老退
休，目前教師短缺；盼望本堂弟兄姊妹同道加入我們行列。有
意者請與 Iris 姊妹接洽。Janice 和 Iris 兩霍家姊妹，數年來如
一日，貢獻她們的時間，將學生服務和校務打理得極為妥當完
善，且熱心教育，堪稱一對模範教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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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禱告會，六月份的聚會在本人（明仔）家裡，剛巧當天是今

年特別熱的一天，家裡地方淺窄；所以份外「熱鬧」。 

我們唱聖詩作開始，我的感覺是比詩班還好。聲量雄渾諧和，

整個 91801 都清晰可聞，名符其實的報「佳音」。 

 

 

 

 

 

 

 

在座有新的朋友，所以每個人自我介紹一下；可能說來動聽，

也可能想解開一些疑團，真的往事知多少！ 

可惜時間卻苦短；原來計劃從七嘴八舌中，找尋有什麼活動會

受絕大部份教友喜愛又樂於參予的，唯有「二叔公割禾」，下

次吧！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欠安的弟兄姊妹禱告，其中有：譚吳巾雄、陳

 沈雪英、關新、古萼春、吳伍梅芳、黎張亞莉……等；求主

 醫治、安慰，使他（她）們的身心早日康復，感謝讚美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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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繼續為主任牧師尋找之工作祈禱，俾早日能順利完成。 

3. 請為教會事工的發展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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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是六月份的生日慶祝會，當日出席的壽星們：   

 
              

 

Birthday    July    七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ι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ι 
 

譚陳慧兒 ( 4日)  李國亮 ( 13日)  麥鄺淑新 ( 16日)       
陳寧宇 ( 23日)  陳錦華 ( 24日)  王從欣 ( 25日) 
文美圓 ( 30日)     韋建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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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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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月底，香港聖馬利亞堂教友黃芷芳訪洛，單牧師特設盛筵，以表

歡迎；餐後，主人家、賓客與陪客合影留念： 

 
 

       本 堂 活 動 預 告  
 

 

英文班由 6/12 ~ 9/11 放暑假， 
下年度將於 9/12 繼續開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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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教 友 園 地   

    教教  會會    再 談： ““   友友  善善  的的  ””     － 良 仔 
    

牧 的 
 

 不 知 道 大 家 有 沒 有 讀 過 單 牧 師 上 月 發

EAM 的““ 友友 善善 的的 教教 會會 ””單張？似乎未見大家有

談及、有關注。教會的的增

改善，務必使

大家來教會不應該只是來“崇拜＂，而是應該視教會為大家

庭。希望大家多關心教會的事工和成長、發展。多參與、多加力、 

多和會友交往。 

望有能之仕多些做教會事工，不要只做“旁觀

者＂，也不要只用口來“彈東彈西＂，請大家多做實務，我們要 

同心合意聖徒聚會的地方，大家同是兄弟姊妹，

不應常分“你＂、“我＂，大家不宜計較誰人“Give 少＂，

Take

 教 會 須 要 更 多 、 、

A N 、 SUPPORT 、

HA

人願意有承擔，便是難能

可貴。大家都是 ，做教友的應該多讚賞、多支持、

？  ◎    

  

長和大家有關，要改善的地方便應該

St. Gabriel's教會成為更“User - Friendly＂、更友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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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良仔誠心希

“重新加力＂。 

 教會是一個

“ 多＂。我們要有長遠眼光，大家不要用“異樣眼光＂來看

待初來者和年青人。在神的地方，要“一視同仁、不分彼此＂。誰

多給、誰多取，由主來決定，各人各盡其份，不是我們可以來“判

斷＂的。大家在主殿中，多包容、多寬恕、多歡迎、多表示愛心、

多欣賞別人。 

我 們 的 LOVE CARE
PPRECIATIO

FORGIVENESS、PEACE；而不應該心存

JEALOUSY 、 TRE 、 CRITICISM 、

PRIDE、PREJUDICE，and UNEASY。 

 本堂教友願意做事工的人不多，有

VOLUNTEERS
多扶助，切勿使熱心人仕由“熱＂變“冷＂為要。 

 我們可否共同為“User - Friendly＂而努力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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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再再    談談  非非  法法  移移  民民 ＊＊      －  關  生  

      非法移民，因政府未能及早積極去處理這個日趨嚴重的問題，

參議院

 

使問題日益惡化而影響到美國的政治、經濟的運作和發展及國土的

安全。政府應儘早將這頭痛問題，一勞永逸，澈底解決。 

 繼今年三月廿五日和四月十日的兩次百萬合法與非法移民上

街遊行示威後，又於五月廿一日由四十一個團體組成之全國移民聯

盟，發動一場更大規模的示威。同時呼籲民眾於改日實行全面罷

工、罷市和罷課，以展示移民對美國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不可

一日無之；因此他們將該日命名為“無移民的一天＂。這場示威雖

喚起國會山莊議員們的關注，然而兩院對移民的辯論和堅決，極為

分歧。茲將兩院主要提案之差異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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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准許在美居留滿五年的非法移民，可繼續工作，最後繳付至

（二） 在美觸犯一次重罪或三次輕罪，不論在美

（三） 

（四）規定雇主在十八個月內，開始使用電子系統查證僱用人手是

罰款提高至二萬元，對累犯

公里。 

 少三千二百五十元罰款、補稅以及學會英語後，可申請成為

 合法永久居民。 

居 留多久，將勒令驅逐出境。 

每年提供二十萬新的臨時客工簽

證。 

 否擁有合法居留身份。 

（五）雇主每僱用一名非法移民，最高

 者，得  判處徒刑。 

（六）興建邊界圍牆 370 

  眾議院： 

（一） 反對放寬入籍及給予永久居留，將非法移民視為重罪犯。 

（三）對客工提案不贊成。 

（二） 凡企圖引誘，直接或間接或走私非法移民進入美境，應受嚴

 厲處罰。 

 

（四） 僱用非法移民的雇主罰款由一萬元至四萬元。累犯者判刑

 三十年。 

（五） 沒有把英語列入提案。 

（六） 興建邊界圍牆七百公里。 
 

 布殊總統亦於下午黃金時刻向全國人民發表講話，有關解決

非法移民問題。他提出五項改革方案： 

（一） 鞏固邊界，主張調派六千名國民警衛軍前往美墨邊境協助防 
 守和建築工作。 

（二） 每年准許四十萬名客工來美工作，期滿後離美返國。 

（三） 僱用無証移民，違犯者被處罰。 

（四） 給予在美根深蒂固的無証移民，特別是那些他們的配偶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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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女已是美國公民。 
 

（五）尊崇美國傳統的大熔爐，加強教育移民，效忠美國，融入主流

 社會。  
 

 從上面三方面之提案，不難看出參議院與白宮之方案，至為

接近，可以說是大同小異。反觀眾議院之方案，與兩者背道而馳，

且他們的立場堅決，不肯與參議院磋商妥協，使改革移民法案緩慢

進行。 
 

 目前兩院仍在辯論，且對布殊之五項提案，至為重視，尤以

調派國民衛隊前往邊界協助，諸多爭議。他們擔心這些軍隊從未受

過防守邊界的訓練、與戰鬥訓練迴然不同，收效不大。調派這些衛

隊，可能會影響到伊戰的進展，還有可能影響到美、墨兩國的友好

關係。贊同的人士認為增添這些軍隊、自然增強邊界的防守；況且

這些軍隊沒有擔任巡邏任務，他們只是負責錄取情報和建築工程，

更不會涉及軍事行動。據報參議院於日前已通過一方案：在阿里桑

那州和加州南部之間，建立一條長達 370 公里圍牆。因在這一段邊

界即加州的 YUMA 和阿州的 TUCSON ，每日偷入的人數最多，且最易

於進入。自去年十月至今年五月間，捉到的偷渡客，YUMA  有 96,188 
人，TUCSON 有 280,390 人。 

 另一爭議有關建立圍牆所帶來相關問題。美、墨邊界由加州

至德州（Texas）長達二千公里，他們認為不要以為有了這座圍牆，



就可安枕無憂。要知道除了圍牆還要有維修工程，如收到從電眼探

到有偷渡時，巡邏隊能否馬上及時趕到地點制止？還有遇到毒販和

偷渡集團聯手向巡邏隊伍襲擊時，應如何對抗？捕到的偷渡者關入

拘留所，他們的食、宿和醫藥之供應等，種種相關帶來之問題，難

於預料，每日之人力物力耗費無法計算。單以一條圍牆，要化上二

十二億美元。而且單靠一條圍牆或巡邏隊伍或現代化之裝備，對防

守偷渡是不夠的。必需同時互相配合，互相聯繫和運用才可收效，

缺一不可。 

 防守邊界的任務，除了對付偷渡移民外，還要顧到“蛇頭＂

和毒品走私集團。他們有財力物力、有組織，他們擁有自己的地

盤，新進的武器，利用金錢去賄賂當地政府官員。他們有能力鑽掘

隧道，擁有私人飛機，真是飛天鑽地，神通廣大；要對付他們，更

為頭痛。 

 據說 Tijuana 七十公里以東，有一小鎮叫 Tacume，居民只有八

百左右，和加州一欄之隔，偷渡客與走私者都在此進出。巡邏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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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每月虜獲得海洛英（marijuana）四百多公斤，捕獲非法移民六百

多人。該鎮居民大多參與偷渡、走私活動。有的每星期可　美金千

元不等。邊界的情況，形形色色，不是外界人士所想像得到的。 

 自從六月中期選舉初選（Primary Election）過後，參、眾兩院對

移民改革之討論，隨即冷落下來，論來論去只是一個“論＂字，沒

有具體進展。一般熟識移民改革人士，認為他們在玩弄政治把戲，

把移民問題作為政治皮球，盤算在今年十一月中期選舉時，爭取票

源。 

 一位中立人士對兩院和白宮處理移民改革的態度，有這樣的

評語：“如果政客圖的是激化對立，以凝聚選民支持，政治道德就

十分可議；如果政客畫餅充飢，像移民法案那樣，只想騙取選票，

通過與否不重要，政治手段便十分卑劣。＂ 

 作為一個基督徒，對這次移

民改革的立場，一位橙縣主教說出

我們基督徒的心聲：“我們不應讓

恐懼來控制我們，基督要我們愛人如己，即使是我們的仇

敵。我們不應讓恐懼使非法移民失去他們的工作、教育和醫療，這

是違反道義及愛人、助人的基督精神。 

 以平常心而論，生活在黑暗裡的無証移民，的確是可憐與同

情。盼望國會山莊的議員先生們，拋棄政治成見，以國家民族為

重，同心合力，早日制定一個兩全其美的方案，使一千二百萬的無

証移民，重見天日；把圍牆建立起來，阻止非法移民和不法之徒繼

續湧入，吾等仰頸待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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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青  年年  維維  加加  斯斯  之之  旅旅      － Auntie Anne 

 青年團自三月上旬已計劃一年一度的遠足活動。目的是利用暑

假期間，既可享受旅遊樂趣，又可聯絡感情。本年度由於團友中

Bonny 考入UCLA，大家藉此活動慶祝她努力的成果。 

 經大家討論，決定時間、地點、日期，便開始去籌備。原意是

到一處較遠之地，既可玩樂休息，又可聯絡感情；討論中，大家決

定拉斯維加斯。 

 唯一不好之處是拉斯維加斯之旅費高昂，青年們恐怕無法負擔

全部費用，于是便計劃籌款活動。青年們利用保齡球之夜、收集

“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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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活動、回收塑膠瓶、售賣二手雜物等，如此種種都盡量去籌

款，結果在大家努力下籌到六百多元。當中包括李堂長、Uncle 
Charles 和Auntie Anne 的資助，無限感激。 

 Auntie Ada 特別提供零食包，使青年們在車上口部活動不停。

Ada 姨特別有意思，在出發前和回程後都特別致電問候；可想而知 

Ada 姨對青年團關心有加。 

 青年團在回程時有一段安靜和分享的時間，由 Bill 領導。他分

別請團友讀本週的經課，數位青年更分享他（她）們的感受。之後大

家分享個人要感謝神對自己所做的事，和希望能做到的事。車上十

五人包括車長 Joe 叔都有分享自己的看法。此情此境，也十分令人

感動。 

 大部份青年對是次活動有肯定的看法。值得一提是青年們懂得

欣賞車長 Uncle Joe 的辛勞。有青年用言詞致謝，回程後不禁給車長

緊緊擁抱表示謝意，車長功勞不可抹。來回十多小時的車程，定力

十足，妻子婉萍在旁伺候，無微不至。副車長 Dennis 也跟足全程。 



 是次旅程不是盡善盡美能完成任務已不是一件易事。有不是之

處是團友的目標仍有分歧，可能在出發前的交流仍是不足。此次活

動是可以有學習的空間。在將來的聚會時間 大 家

可以好好地檢討。希望在將來的活動更能

發揮我們團契的精神。請教友為

青 年 團 的 成 長 付 上 關 心 和 禱

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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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自 言 自 語     

“自歎自憐＂是一般“老年人＂的通病，平凡如我自然不

會例外。近年來，動作緩、思路鈍、體態龍鍾、精神不振、且有愈

來愈甚的趨勢。有時想寫一些“東西＂，就算坐在桌前半小時，也

無法寫出幾個字來。 

 想到：「人的生命」很“玄＂，年齡的增長和體能（智力與體

力）的高、低、強、弱，相互間有著很大的關聯。因為雙方都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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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向著各自的目的、作反方向前進，年歲愈長（增），體格愈弱

（減），完全沒有絲毫妥協的餘地。無論你如何聰明、多麼有智慧，

不管你的財富怎樣雄厚、在世間上的權力有多大、都無法制衡；等

到面對“它們＂的時候，完全起不到任何作用。 

 很多人說：「往事如煙、逝者已矣或舊夢不堪回首」……等感

歎的說話、想把過去的一切完全“忘掉＂。可是，我祗要稍稍挑

起，那一種滋味，依然是“點滴心頭＂（可能是自己的“死心眼＂，

也許是記憶力強）；總而言之：忘不了、就是忘不了！然而很奇怪：

昨天做過些什麼？今天要做些什麼？明天將要做些什麼事情？無論

自己怎樣苦思、強想，記不起就是記不起！誰說：「歲月不留痕」？ 

 人生匆匆幾十年，沒什麼值得自豪。看齊白石的畫，有許多下

款都落以「八十老人」自稱。我呢？如今祇敢用「八十衰翁」來形容

自己了！獨自一個人的時候，免不了胡思亂想；偶然會勾起生命中

那些已逝（差不多三萬個日子）的往事。好像銀幕上的畫面，隨著不

同的時空、境遇，無論是“好的＂、“醜的＂，“喜樂的＂、“痛

苦的＂，一幕繼一幕湧現出來，有如不久前才發生過的一樣。事實

上自己早已進入“衣帛食肉＂（孟子說：七十者“衣帛食肉＂）之

年，還有什麼“捨不得＂的？ 

 我生性“愚魯、頑皮和反叛＂，孩童年代的所作所為，在一般

成人的眼中，是一個不折不扣的“壞小孩＂。抗日戰爭結束前後（二

十歲前三、四年），時局動盪，而我又血氣方剛，入世未深；不管是

否被人煽動？或意志不堅、受不了誘惑？雖然沒有做過“偷＂、

呃＂、“拐＂、“騙＂……等事；不過，所有“嫖、賭、飲、

吹＂……等不良勾當，在“同事和朋友們＂的慫恿與唱和下，為了

“面子＂而參與他們的群體，與他們“同流合污＂，做盡了所有不

義、不潔的事。年紀愈大、對年輕時做過的“錯事＂悔意愈重，大

有“悔不當初＂的感慨！（所以，千萬不要做“壞事＂，那個影子會

不離不棄地永遠跟隨著你！） 

 感謝上帝！在我仍是嬰孩、不懂事的時候，已將耶穌的故事、

聖經的道理灌輸到我腦海了。每當自己做了不當做的事時，我內心

的深處，無形中有一股力量在“鞭撻＂，也“推動＂著我到上帝的

面前作懺悔祈禱！在主前，我就是一個頑皮、不懂事的孩子。有如

那一頭小羊般迷失了方向、誤入歧途；祂沒有放棄把我找回來，祂

的愛仍然環抱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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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來看到台灣的新聞，對那群貪污舞弊者的頑梗、不知廉恥，

感到非常不舒服。讓我記起從前在主日崇拜中，牧師總會讀出那幾

段關於“勸勉＂和“安慰＂的經文，其中有一段是這樣：「我們若說

自己無罪，就是自欺、心中無真理；上帝是信實的、公義的，我們

若認罪、上帝必赦免我們。」（約翰一書 1 章 8 + 10 節）    ◎  
***************************************************************************** 

 

    From.  The Rev Becky Shan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July is summertime.  Many children are out of school, but some are attending 
summer classes.   for the summer.  Some no more school for kids, unless some of 
them who are going to summer classes.  During summer, many parents take this 
time to have vacation with their kids here or abroad.  Some are visiting friends and 
relatives.  Some kids are joining the summer camp.  In our church we are planning 
to have a summer retreat.  The date is July 15th, Saturday, at our own church.  It will 
last a whole day.  I urge all of you to participate. 



 
Some one may think that we have had retreat every year, and would like to have a 
change, say a training work shop.  To me retreat or workshop are equally important 
and good.  The main thing is that, as long as we are understand the goal and 
purpose of conducting this retreat is good enough.  Then anyone of them will serve 
our purpose, Brother and Sisters, let us join hand and work together to make this 
retreat a fruitful one. 
During the retreat, we are going to evaluate the works we have done in the past, 
and to discuss plans for the future.  We also try to learn more lessons from the 
bible, in which our lord Jesus and His Disciples have taught us.  If you have any 
opinion and sugg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share with us, or let me know them 
before July 8th.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all at the retreat.  May you have a 
nice and peaceful summer.   
Birthdays usually bring lots of memories, lots of happiness, and  
 
Translated by Robert Kw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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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