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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後 話 

 我們大膽地以“土法煉鋼＂的精神、用最原始的 
工具來印製上（八十九）期佳音月刊。因為彩色的工 
序麻煩、影印的速度慢了好多倍，同工們對影印機的 
操作又不熟識；於是“近水樓台先得月＂，在本堂崇 
拜的弟兄姊妹便得到“先睹為快＂的方便，讓很多外 
地的讀書朋友久候了，編者在這裡誠摯地向您們致 
歉，希望有了這些不良經驗可以走出一個完善、正確 
的方向，相信這一期不用久等了。 
 佳音使用彩色，費用自然會跟著水漲船高；不曉 
得這樣做是否值得？可幸我們聽到一些認同的fit back 
和財力上的贊助。編者希望：“月刊將會繼續以彩色 
印製下去＂，事情既然已經啟動，也買了三部新影印 
機（家庭用的），無論如何，暫時是不會停止或變更 
的，總會堅持一段時間， 請放心！ 
 在這裡，我們得感謝辦公室的兩位義工Phebe 
和Iris，她們在愛心下忍耐地做做停停、完成了上一 
期。請大家為佳音的將來作禱告！ 
 單牧師月中將離開我們到台灣做“婆婆＂（揍 
孫）去。感謝上帝、在教會最需要的時候得到她的幫 
助；我們會在懷念中祈求上主保佑她和她的家人。◎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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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單瓊珠牧師               

 

親愛的弟兄姊妹：  「天下無不散的筵席」，是每個人都知道發生

什麼事了，一個分別的時刻，或者在我們教會裡的情況是不需要這

樣形容的，因為我們無論在那裡，我們都是在主家裡的弟兄姊妹，

我們彼此都是相通的，我們永遠都是同在基督裡。只不過我們會在

不同的地區，不同的教會裡，卻是一樣的去事奉主，我將於八月十

三日的主日崇拜後就回去灣區的家結束了我在這裡差不多八個月的

事奉，盼望我們都能在禱告中彼此紀念。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在這裡有另外一種的事奉經驗，雖然短短的半年

多，轉眼間過去了，然而各位弟兄姊妹對我初來此處的歡迎猶如昨

日的事，而我與各位弟兄姊妹的感情卻好像多年的老朋友了。在這

段一同事奉的日子裡，我深感上帝的恩典是豐豐盛盛地在我們當

中。在每個月的家禱會中，主人家開放家庭對弟兄姊妹熱誠的歡迎

與招待，讓我感覺在教會裡的溫暖；每月的耆英會，讓我分享著弟

兄姊妹之間互相支持的精神，讓我感覺到在教會裡不會有孤單與寂

寞。在崇拜中，年青人參與的事奉，讓我看到他們的重要，而他們

大多數都是本堂弟兄姊妹的兒女，所以也看到父母教導的重要。 
 
感謝主，在我們聖加百利堂有那麼多愛主的弟兄姊妹，他們對教會

愛護有如自己的家一樣，對教會工作積極的參與，年長退休的對教

會的工作就好像上班一樣。年輕的則在放工後即到教會幫忙，就好

像他們在教會裡擔任了一份副業一樣。這種表現實在是教會興旺的

基礎，也讓我心裡為這教會充滿了感恩之心。其實我特別要謝謝這

些經常到教會裡來幫忙工作的義工，若非他們的參與，我是不能在

整個的事奉工作上可以這麼順利，我是衷心的感謝他們的付出。當

然我們的名譽堂長與堂長李福培夫婦在教會的工作上真是又出錢又

出力，在聘請新牧師的工作上更是費盡心機，我相信每一位都會 
2 



有這樣的感覺。感謝主，讓他們有健康，有智慧為教會不遺餘力的

策劃，我謹在此表達我對他們的謝意。我雖然離開這裡，但是本堂

的工作與各位弟兄姊妹將常常在我的禱告中。 
 
主的恩典的確是豐豐盛盛的，我們已在三、四月間請到下一任的堂

主任牧師了，然他需於 2007 年一月始能到任。我本當繼續直到新

牧師上任，然小女將於今年九月初升為第一任媽媽了，我也升為第

一任婆婆了。我則在義不容辭的情況下要前往幫忙照顧。當初雖只

計劃暫代半年，然而到任後，與大家共同的事奉，眾弟兄姊妹的熱

情卻讓我很想長一點呢！在此我要謝謝堂議會對我的了解，願意接

納我的請辭。堂長亦在第一時間找到了八年前曾在本堂擔任暫代牧

師的 The Rev. John Phelan, 他亦已答應前來。感謝主，祂在我們有需

要時，都為我們預備。 
 
在此謹祝聖加百利堂今後更蒙主使用，聖工更興旺，各位弟兄姊妹

都從新得力。 
 

主內平安             ◎   

       全堂退修會特別報導      

全堂退修會 
七月十五日上午九時半開始韋林少蘭姊妹歡迎大家為大家報導，表

姐已準備好了西式的豐富早餐，參加者一邊享受早餐，一邊輕鬆地

彼此交談。十點準時，單牧師開始了退修會的序幕。她帶領大家用

運動的方式去思想上帝的臨在，借用了彌迦書 3﹕8「至于我，我藉

耶和華的靈，滿有能力-----。」鼓勵大家要讓聖靈在我們當中，我們

將會充滿力量，大家就會事奉得力。她選用了十二款式有關事奉得

力的金句卡，讓大家思想並為教會的需要禱告，也深入的思想自己

可以為教會做些什麼。 

在分組討論中，大家共同合力的找尋出怎樣成為一個友善的教會，

盼望以後大家可以以此為我們事奉的指標。 
我們也藉此機會去警惕我們教會在各方面的弱點與我們的長處，這

樣我們在參與教會的工作時就會走上一條健康的路。主題是「教會是

否能吸引人」，以一個辯論的方法去找尋我們所要的資料，由關甘澍

弟兄帶領幾位弟兄姊妹站在標榜我們教會的好處去發表意見。而張

茂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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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則帶領幾位指出我們教會有未週到與弱點之處，辯論頗為透

徹。辯論後並由全體會眾再加以發表意見。 
我們在退修會的設計中不單是討論教會的事，我們也供應一些對大

家健康有幫助的事。我們邀請了一位熱心的基督徒，一位對食療有

特別心得的朋友 Ms Susanne Tam 介紹健康湯水。而且我們的午餐，

照 Ms Tam 的指示，由蔡婉萍姊妹為我們煲了一個夏天最好的水果

湯。大家對健康湯水都感覺很有需要，尤其是一些做媽媽的，更是

小心詢問各種情形應如何處理。只可惜在進行當中，突然停電，讓

大家都汗流浹背。亦因此【電】不造美，把我們 30 分鐘的游戲活動

取消了，是最可惜的事。最後以聖餐結束整個退修會，我們準時下

午四點散會。總共參加者有二十七人，似乎有點可惜，希望以後這

類的活動，可以多一些教友參加，相信對教會

的發展會有很大的幫助。 
在此要謝謝所有幫助退修會的各工作人員。 
 
分組討論報告 

友善的教會 
七月十五日的退修會上午集中找尋本堂要達到為一間友善的教會應

注意的事項，在四方面分別以小組形式討論，再經大會的認可，希

望以後可以向著這目標改進本堂的工作。茲將討論結果報告如下﹕ 
第一組﹕如何吸引新會友                                 組長  Anne Wong 
1  人傳人，即每一位教友都負起介紹新朋友，介紹我們的教會。 
2  對外特別探訪，即通過教友們的關係接觸新人前往探訪。 
3  網站----應該每週更換新資料。 
4  歡迎資料包括有，教會背景、教會組織、活動、地圖與小禮物。 
5  教會招牌應更新。 
6 增強康樂活動吸引社區人士。 
7  增加青少年活動。 
第二組﹕歡迎到訪者和初來者﹕                          組長 Elaine KOO 
1 有新朋友到，要主動和他們打招呼、握手、自我介紹。 
2  請新來者填寫初訪者表格，並主動陪同新朋友坐在一起，幫助使

 用崇拜禮文，講解週刊與各樣程序。 
3  介紹本堂教友，讓新朋友有「回家」的感覺。 
4  崇拜後引領新朋友到副堂或圖書館參加早茶和午餐。 
5  增設明顯的指示牌，如辦事處、洗手間、主日學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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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有小朋友，請帶他們到主日學課室參加主日學，青年則帶他們到

 青年團契的房間，並介紹給他們。 
7  增設在崇拜時有專人帶領小童活動。 

第三組﹕簡單且迅速的聯絡工作﹕                              組長﹕ PHEBE HSU 
1  招待員在崇拜後將到訪者登記卡交與牧師，牧師則把資料通知辦

 事處與探訪部。 
2  牧師與探訪部人員一同前往探訪，並邀請與被訪者年齡與背景相

 似的教友同行。 
3  最好可以每星期都有人出發探訪﹕優先次序如下---有需要領聖餐

 者、病患者、新人、缺席者。 
4  在週內以電話聯絡問侯。 
5  邀請並鼓勵初到者參與教會活動。 

第四組﹕吸納新朋友成為教會團體的一分子﹕                組長﹕JOE CHAN 
1  提供聖公會資料﹕ 
   A 在主要路口設傳統的聖公會路牌。 
                      B 盡量在香港教聲報導有關本堂消息，詳細地址、網址等

等。 
2  應在定期舉行新人歡迎會。 
3  應該恢復舉行全堂教友會議 (TOWN MEETING) 。 
4  集中注意找尋流失的聖公會教友。 
5 本堂設有的生命樹與新設的噴泉，全體教友要藉此對外宣傳吸納

 贊助者，並積極與他們聯絡參與教會其他活動。   
 

教會是否能吸引人 

全體教友在退修會的下午則集中找尋出，本堂對吸引人來教會的

是與否，邀請了關甘澍弟兄組織一隊代表本堂對吸引人來教會的

是。張茂棋弟兄則組織一隊代表提出了本堂未能吸引人來教會的

地方。經過 30 分鐘的對駁，再由旁觀者提出了一些意見，最後由

單牧師先作一簡單總結。會後整理所有意見，謹將詳細報告列

後。希望大家在此資料中得以了解本堂對吸引新人的是與否之

後，我們可以知道如何面對這問題，而能吸引更多的新人來到我

們當中。 

大家似乎都喜歡去人多的教會，因此人少的教會就很難吸引新人

的加入。本堂人數本來不算多，但是因為遲到的人相當多，因此

在開始崇拜的時候，氣氛就更受影響了，有時有新人到，就會影

響了他們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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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會裡人與人之間都有密切的關係，本來是很好的一個地方，

然而，有人的地方也是會有是是非非的地方，也因此而有很多的

誤會。本身的教友有來往密切的關係，然而也忽略了讓新朋友的

加入，所以在這方面都是大家要留意的地方。 

聖公會的崇拜實在是太複雜了，因此新人來到根本無法享受崇拜

的內容，而因太多資料要翻不同的書而影響了寧靜的崇拜。本堂

在這方面已經作了改進，用小冊子的形式，經文也印出在週刊

上，只是再用一本普天頌讚即可。如果主禱員再加強報告頁數則

會更容易。其次是聖公會的崇拜儀式是很美的，我們自己一定要

深入明白其中的好處，對新朋友可以加以解釋將會讓他們更欣賞

我們的崇拜了。 

在教會裡擔任工作也不是完全沒有人，然而更需要有人在旁支

持，使參與者做得更有趣、更有力。其實本堂很多年青人在崇拜

中參與了很多的事奉，而且做得很不錯，然而他們的事奉是在早

堂的崇拜中，午堂比較缺乏年青人的參與。 

聖公會對新人的參與，往往不會給太多的壓力，這樣有它的好

處，讓新來的人可以有一個自由的空間，可以慢慢地加強他們與

教會的關係，但是這樣也是一個缺點，很容易，在他們沒有深入

參與就流失了，所以我們應該再積極一點。 

本堂的崇拜地方、活動地方，各種設備都可以說很不錯了，我們

也舉辦了有英文班、新移民入藉班，學生數學班等，是一個非常

好的外展工作，只是需要進一步的去接觸他們，帶領他們參與教

會其他的活動，慢慢可以接納福音。如果我們可以全面地使用本

堂的空間和設備，相信將會有很好的發展。 

 本堂的詩班，領袖人才，都很不錯，其實這些都值得我們為此而

感謝主的。希望我們可以多參與一些對外的活動，因此而讓自己

教會也可以被外界所認知。至于聖公會因為組織龐大，因此有很

多政策未必是每一間禮拜堂都認同的，也不是每一個教友都同意

的，現在聖公會對同性戀的問題都很分歧，但是我們希望不要因

為這些不同的意見而造成分裂卻是很重要的。希望我們都努力地

去傳揚上帝救恩的信息，讓我們恆切地為我們的分歧而多多的禱

告。   

我願為教會的禱告﹕ 

全堂退修會中，參加者願意為教會禱告的事項，以下是他們所重視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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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心的事項，綜合起來有下列各點。希望大家對有負擔的事項都放

在 
你的私禱中，相信在同心合意的禱告中，聖靈會在我們當中，祂必

垂聽我們的祈求。 
1 做一個友善的教會。 
2 希望有更多新人參加教會，即教友的增加。 
3 為新朋友禱告。 
4 多做外展事工，注意鄰舍的接觸。 
5 為教會的成長與發展禱告。 
6 為教會發展福音工作而禱告，求聖靈充滿

教會，差派眾多弟兄姊妹參與事奉主。 
7 教友們可以有個人靈修與熱誠，求聖靈幫助。 
8 為世界能夠停止戰爭，得到太平禱告。 
9 求主幫助我們可以成立一個少年合唱團。 
10 為長者教友，為青少年活動禱告。 
11 為青年工作的發展禱告(勿忽略其他語言的青少年)，希望能栽培

出新的領袖。希望青年可以了解他們對教會的重要性。 
12 為查經班禱告，希望多人願意參加。 
13 為家庭團契活動禱告。 
14 崇拜前十分鐘在副堂唱詩並用幻燈形式。 
15 為教會的主日學禱告。 
16 為教會的經濟禱告，希望大家樂意並增加奉獻。 

我願為教會做的工作。 
在退修會中參加者表示願意參加教會工作的行列，有下列各點，希

望大家也能參與共同事奉。 
1 教育活動。 
2 願意幫助策劃籌款活動。 
3 願意參加的工作有﹕讀經、收捐、詩班、團契、探訪、奉獻。 
4 願意擔任在崇拜中讀經。 
5 願意擔任招待，探訪。 
6 願意幫助各種事工。 
7 願參與支持。 
8 幫助教主日學。 
9 教導主日學與信仰綱要。 
10 願意擔任司琴，作為教會青年代表出外參加各種會議。 
11 願意擔任聖壇服務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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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願意擔任招待員。 
兩張當天照片：  ξ   υ        
 

 

 

 

 

 

 

尤牧師封職六十週年感恩會後的迴響： 

尤牧師是1946 年、聖靈降臨節在中國被按立的，到今年已經整整六

十年了，當天本堂為他舉辦了慶祝會。上週收到他的謝函，原文如

下： 
 

敬愛的李陳景球堂長： 
           今年聖靈降臨節，適逢本人晉牧六十周年。辱承 
閣下及諸堂董與主內各弟兄姊妹的厚愛，饋贈紀念品並付厚

儀。本人真是銘感五內，但卻之不恭，而受之有愧！唯有懇求     
父神，厚厚回報各位的愛心，在聖靈的引導下，使聖工大大地

發展。 
  謹此致謝，願 
主與你們同在。 
      主僕   
       +  尤振中敬謝 
                   06/12/06 

    ※   原函公佈在佈告板上。 

全國亞裔事工年度會議報 導   



Anne Wong 和 Bill Wong 代表本堂出席在夏威夷舉行的全美國聖公會亞裔

每年一次的會議已順利完成，他們參加回來都感覺得到很多新的意念，也

與很多舊朋友相聚，又認識一些新朋友，他們都深深感覺能在這會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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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在美國各處的聖公會代表分享教會工作，彼此鼓勵，彼此學習實在

是很有幫助。 

我們已於七月二十三日的崇拜中，由Bill Wong 代表將會議內容，由單牧師

以訪問的方式向大家作一介紹，以使大家了解參加此會議對教會的重要。 

耆英會：名譽堂長夫婦主持耆英會，他們為了不想大家跑的太遠，所

以，決定在教會的圖書室進行。該日有十多人參加，名譽堂長介紹了路加

福音十五章，失羊與失錢的比喻，請大家分別誦讀經文後，就先分享失去

一些東西的感受，又怎樣去處理。然後，請大家在這方面去討論各種面對

的方法與態度。 
在這主題下我們討論到在教會裡有一些流失的教友，我們應該怎樣去挽

回。又討論到同心團契對年青夫婦的維繫，彼此的支持是非常重要，有人

在席見間提出，我們是否可以重組同心團契等。在此也看到年長的弟兄姊

妹對年青一代的關心，對流失的弟兄姊妹的懷念，盼望我們大家在禱告中

為這些事禱告，也盡量提出寶貴的意見，讓我們可以重新得回我們應有

的，對內我們可以鞏固我們不同年齡各階層的弟兄姊妹。 

家庭祈禱禱告會：每月的家庭禱告會都是在週末的晚上舉行，七月初

剛好是美國國慶，又剛好論到在吳偉健夫婦府上舉行，他們的家是在半

山，正好是看煙花的好地方。因此我們就定了在七月四日的晚上，在他們

那裡觀看煙花，我們一方面可以欣賞煙花，一方面也可以輕鬆地彼此交

通。這天晚上我們不單有各人所帶的美味菜餚，主人家還準備了美好有益

的好湯，更準備了傳統地美國國慶的BBQ。該日除了本堂的弟兄姊妹，也

有主人家的朋友，多數都是年青人，跟我們的年青人玩在一起，可真是有

國慶的氣氛呢！ 
我們禱告謝飯以後，就紛紛享受這些美味的食物了，這一次，單牧師可輕

鬆了，因為我們沒有舉行一般家禱會的唱詩、禱告，查經等等，只是讓大

家自由的交談與分享。 
晚飯後，還沒到政府放煙花的時間，民間已經此起彼落的開始了放煙花的

序幕。正好偉健家的附近有專門發售煙花的地方，因此放煙花的人特別

多，我們不單只可以看到煙花，還可以聞到煙花的味道，在現代的社會真

是很難嘗到的一種滋味與樂趣，怪不得我們的年青人玩得都不願離去。希

望偉健夫婦不要搬家，每年都開放給弟兄姊妹們去享受這難得的樂趣。 
 
佳音彩色化：當大家收到彩色的佳音時，可能都會「哇」的一聲。真是

完全不同的感受，看起來是那麼清楚美觀，尤其是照片，所有人物都看得

清清楚楚的。不再是要猜猜是誰的照片了。很多回應都讚不住口，相信大

家都知道這應該是麥懷順大哥的功勞了，他不嫌麻煩願意製作。可是這背

後還有一位支持者，就是麥大哥的大女兒，Nancy Mark，她為了父親與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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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要，希望父親經手出版的刊物有上好的質素，所以送出了兩部彩色影

印機，以使我們的佳音有美好的改良。在此謹代表本堂向Nancy Mark  與麥

懷順弟兄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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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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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圖是七月份生日慶祝會當日出席的壽星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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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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gust Birthday     八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ι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ι 
 

黃郭建慧 ( 1日)  麥懷順 ( 3日)  陳漢明 ( 13日)       
陸世　 ( 13日)  譚健元 ( 14日)  尹霍淑儀 ( 21日) 
  關素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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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來函照登： 

 

……… 剛從新疆一回來, 很高興在信堆中發現彩色版的佳音.  這更進

一步的發展,  是很值得恭賀的! ……… 

本信"來信照刊"! 

現在也藉機向各人問候,  並特別要代表碧茵及我自己,  再次感謝大

家在我的岳母意外去世時的致意, 代禱,  和所表達的一切關懷. 

五月離開美國後,  我們全家仍聚於新加坡,  參加我父母親結婚七十

週年因事故而低調舉行的慶祝會,  我於七月與韋啟鑾弟兄參加了"台

北戰馬團"新疆之旅,  騎馬走絲路,  入天山,  阿勒泰山,  無人之地,  

接觸和觀賞上帝創造之美!    

韋弟兄必會向您們報告此行,  這裡就不多說了. 退休後到現在,  經

常在旅途中,  仍未有定居的感覺, 但也由此而滿心感謝上帝,  給我

如此豐厚的恩典!  主的聖工,  當然仍舊要做,  自己的計劃,  亦期

得到祝福,  但目前還在探索中, 沒有真正開始,  因此沒有可報告的.  

很清楚的一點,  就是一切仰賴上帝.  在這浩瀚的宇宙裡,  沒有上帝,  

人算甚麼?  就以此回應您的文章.  有了上帝,  又有甚麼會捨不得? 

前面的路要各自走,  也要一起走,   願繼續互相勉勵! 

祈 主佑平安! 

徐子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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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徐子賢法政牧師最近寄來的電郵，相信很多人都想看到，今

特刊登在這裡，希望大家都能看到。    － 編者 
 

   
英文班將於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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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和和完完善善的的陌陌生生者者共共晉晉晚晚餐餐  ””  

（（DDiinnnneerr   wwii tthh   aa   PPeerr ffeecc tt   SStt rraannggeerr   
    －－AAnn  IInnvviittaattiioonn  wwoorrtthh  CCoonnssiiddeerraattiioonn））    － 良 仔 

 

 近 期 看 了 David Gregory 的 新 書 “ DDiinnnneerr   wwii tthh   aa   PPeerr ffeecc tt   
SStt rraannggeerr＂。這本書很有啟發性，也值得和大家分享。 

 在這本書中，作者寫一位成功的商人－Nick，接受了一位稱自

己為“拿撒勒人耶穌＂的邀請，往 Milano 餐館共晉晚餐。他和“耶

穌＂一起用餐，並且在宗教、人生、神人關係、After Life 等問題，得

到答案。 

（一） 沒有去天國的通道“Path＂： 
 往神那裡去，有 “方

法＂（Way），但沒有通道。

通道是指你可以用自己的努力（effort）而到達目的地。但事實上

並沒有往神地方去的通道。人不能憑自己努力去行這條通道。 
 沒有人可以知道他真的夠資格（Good enough）去天堂。那

些認為常去教堂及多捐錢便是“好人＂，便可以去天堂。（It Just 
won't get you to Heaven）。 



 神的標準很高，因祂是 Perfect，不是人可以想像的，也

不是人憑努力可以達到的。 
 神是公義的，神是寬恕的，但神不會因寬恕（forgiving）

而放棄公義（Justice），有罪（Sin）便應受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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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有兩選擇：1） 人類和神永遠分離。 2） 神自己負責懲

罰（Pay the Penalty himself）。 
 神為了公義，把自己的獨生子（Non-Guilty Verdict ）作為 
Free Gifts（活祭）。人們只須要相信神，接受這份 “禮物＂。（All 
you have to do is accept the gift）便得救了。“就是這樣＂。 

（二） 要成為 “新人＂（New People）： 
 當人相信神接受永生（Eternal life），他得到的不只寬恕

（Forgiveness）。否則，天堂便充斥了一些“受原諒的罪人＂，他

們仍然離開神（Running from God）。神不單祇寬恕人，祂改變了

人的內心（Inside）。人們的內心將“重新＂（New）。人們不再

離開神，將聽從神的話（Join with God），要讓神住在人心中。 

（三） 天堂和永生： 
 天堂是美好的地方，在那裡將看見從未見過的色彩，從

未聽過的音樂，有很多活動，但卻很平和（Peacefulness）。就如

面對壯觀的大峽谷（Grand Canyon），但遠不止如此。天堂的美

好，不是“被造者＂可以想像的。 
 但不要把天堂和永生混淆一起，“永生＂不是一處地

方。神是一切物質生命（Physical Life）和靈性生命（Spiritual Life）

的源頭。天堂只是地方（a place）。人死後才去天堂，但卻可以

立即得永生。永生不是從死後才開始，當人接受了神的那一刻，

便已經開始了。當人信神時，便完全得寬恕，聖靈（Holy Spirit）
便住在人心中。（God come to live with You），人便可得“永生＂。 

（四） 有地獄嗎？ 
 當然有地獄（Hell）的存在。 
 那些和神分離（Separate）的人要去的地方。倘若你將生

活中所有“好＂的東西除去，地獄便是那樣（There is No Good）。

你不能想像有多壞。 
 為什麼神不把所有人送去天堂？因為神不會強迫我們和

祂的關係。神造人時給人自由意志，有選擇的權利。 

（五） 回家： 
 最後，這陌生人給了 Nick 一段經文：啟示錄（Revelation）

chapter 3，Verse 20。Nick 回家查看經文，內容是： 
 “Here I am！  I Stand at the door and kno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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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nyone hears my voice，and open the door， 
 I will come in to him and will dine with him， 
 And he be with me。＂ 

  “聽吧！我站在門外敲門； 
  如果有人聽見我的聲音而開門，我要進

去。 
  我要跟他一起吃飯，他也要跟我一起吃

飯。＂ 

﹝想多找資料可參考：www. dinner with perfect stranger .com﹞     ◎    
 

**************************************************************************  
 ＊  世世上上第第一一富富豪豪蓋蓋玆玆  ＊    －  關  生  

       
 最近看到報章上一大頭條新聞：微軟創辦人表爾．蓋玆（Bill 
Gates）於2008年辭去日常管理職務，全心管理他的基金會。內容大意

謂：電腦軟體巨擘微軟公司（Microsoft）的董事長兼首位軟體設計師

蓋玆宣佈他將在二年內逐步退出微軟的日常管理事務，預定2008年

七月完全交出日常事務，以便全心全力處理他與妻子共同創立的表

爾與梅琳達蓋玆基金會（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的慈善事業。

這個基金會支持有創業的教育計劃和加強全球保健，尤其關心貧窮

國家。 
 相信誰都知道世界第一富豪蓋玆，他現年只有五十一歲，正

當年富力強。當今風雲人物，在普通人看來，他應週遊列國，遊山

玩水，享受美好人生。但他剛剛相反，他放棄自己創下的公司地

位，去全心管理他和他的太太的基金會。這工作比起他日常坐在冷

氣辦公室更吃力、更辛苦。他們雖是到處旅行，但不是去渡假玩

樂，而是在熾熱的炎陽下、或冰天雪地上、和恐怖的險境中，去幫

助貧、病的大眾，從絕望中得著希望。 
 

 蓋 玆 出 生 於 一 九 五 五 年 十 月 廿 八 日 於 華 盛 頓 州 的 舍 路

（Seattle）。他有兩個姊妹，父親是舍路的大律師，母親是教師，曾

擔任過聯合基慈善金會（United Way）的主席。在小學時，他對數學



和科學兩課極感興趣。在中學期間與同學 Paul Allen 替一間公司設

計一副發薪系統以簡化計算薪金那種繁複賬目。在 1973 年考入哈佛

大學，在大學期間，他發表許多有關軟體論文。到大學三年的那一

年，他退出哈佛與童年友人 Allen 於 1975 年共同組織微軟公司。當時

他倆有個共同信念，是：不久將來，每一間公司的辦公桌上和每一

個家庭都將會擁有一副個人電腦。微軟在 Gates 和 Allen 合力推動

下，業務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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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日上，大有一日千里，在短短的數年內，躍上電腦軟體泰斗地

位；又於 1990 年成功推出 Window 3.0。第一年就售出一千萬件，去

年營業額達三十九億。一百零二個國家有他們的分公司，僱用員工

有六萬一千人。 

 Gates 在事業上遙直上，個人的財富至去年為止已達到五百

億，成為世界上第一富豪，然而慈善事業對蓋玆一樣重要。他本著

助人為快樂之本，於 1994 年設立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現擁

有基金二百九十億，管理人員有二百多人。去年捐給主要單位有： 

1. 黑人聯合學院基金  ----  十億。 

2. 全球疫苗，免疫中心  ----  十五億。 

3. 瘧疾疫苗基金  ----  已億五千萬。 

 蓋玆基金特別著重研究醫藥方面，去年捐出款項總額，醫藥

和保健方面佔總數的 65%，他們堅信健康是人類生存的首要條件；

沒有健強的體力，生產能力衰退，自然導致貧窮，而貧困帶來百病

叢生。以非洲為例，因瘧疾（MALARIA）的漫延而使他們每年生產量

損失達一百二十億。若在 1960 年能把瘧疾消滅的話，他們的生產總

值可達一千億之多。又以目前的愛滋病傳染的速度來看，若不去發

現一種有效新醫藥來醫治和防止的話，在 2010 年，全球可能增加四

千五百萬的新患病者。故此基金會特別專注新藥的研究，與國際間

之醫藥權威專家合作，希望在最近的將來，發明一種新藥去醫治愛

滋病、癌症、瘧疾和目前沒法醫治的疾病。去年全球免疫中心供給

疫苗替兒童注射免疫，救回了無數的生命。 

 在教育方面，根據他們的調查，在美國每年有四百萬的高中

一年級學生就讀於公立學校；有三份一學生半途輟學，另三份一雖

讀完高中，但因家庭經濟而沒有機會繼續升學，達成他們的願望。 

 學生獎學金分成三類：1.  獎予家庭低收入學生（只限華盛頓

州居民）。2.  低收入的小數民族學生。3.  成績優異學者（全球）。 

 其他如中小學校舍之維修，圖書之增添，圖書館之設備，及

有關教育性之各項活動等，均向基金會申請。從 1994 年到今年四月

為止，蓋玆基金會捐給主要機構如下： 

 全球衛生、醫藥及保健 58  億。 
 教育  26  億。 
 特殊計劃   7  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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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北太平洋窮困國家   6  億。 
 全球圖書館計劃   3  億。 
 勞工活動團體 360  萬。 
 民間慈善及贊助 640  萬。 
                             總數： 101  億之多。 

 最近美國第二富豪 Warren Buffett，他是投資華爾街股票及創立

保險等商業而致富，他現有資產四百億。月前他在紐約出人意外宣

佈，他將他的財富 85% 捐給蓋玆基金會。他不想另立自己基金會，

咻他看到蓋玆基金會，十數年來辦得非常成功，同時他對蓋玆本人

極為信任。故此將三百一十億（內包括他旗下公司Berkshire Hathaway 的
一千二百萬股股票）交由蓋玆基金會管理。他幽默地說：我承認我對

慈善事業比不上 Bill（表爾）那樣能幹，我認為我揀選他來代我去做這

種工作是最恰當不過。試問當你要去籌辦一場高爾夫（Golf）球賽的

話，你會不會找 Tiger Wood （美國第一流高爾夫健將）來替你籌劃？ 

 Buffett  出生於 一九三零年八月十三一於Omaha，畢業於哥林

比亞大學，他有子女三人，也目前擁有 Coca Cola、Geico 保險公司、

Gillette和華盛頓郵報等之大量股權。他一生勤儉，生活樸素，他現在

居住的房屋是他五十年前買下的。他不像其他富豪，住的是皇宮式

大廈、亮麗汽車、遊艇那樣豪華生活。 

 蓋玆感到非常高興和敬佩他的為人，且樂意接受他的付托，

同時感激對他的信任和器重。基金會多了三百一十億的資金，像是

如虎添翼，大大增強基金會的實力。他深信將來地球上更為潔淨清

新，人類更為強健康樂，大家過著更美好的日子。 
 筆者對這兩位蓋世富豪至為敬佩，這並不是因他倆多金，而

是他們的獨特人性。我肯定古今中外沒有第三者像他們那樣慷慨，

將他們的財富捐施出來。蓋玆捐出他的一半，而 Buffett  則捐出他的



百分之八十五。兩人都有子女三人，但他們沒有留給他們的子女。

這並非不愛護他們，因為他們都深信他們的子女，像他們的父親那

樣，赤手空拳，去創造他們自己的天下。我們常聽到人家說：取於

社會、用於社會。照聖經說：地上所有的，無論是地上的種子、是

樹上的果子，十分之一是耶和華的，是歸給耶和華為聖的 （利未記

27:30） Gates  和 Buffett  兩人，可以說是取於世上，用於世上。 

 蓋玆基金會是本著這三個“？＂做引導的。 
1. 我們將要做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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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為什麼要去做？ 
3. 我們將要如何去做？ 

 又在十五個原則當中，其中最主要的一個是：他們設

立這基金會是被蓋玆家屬對人類的關心與熱情而推動。他們

的主旨是絕對遵從他們的使命－盡他們所能將機會和公正帶給所需

要的人－同時將已有的基金，有效地去管理和運用。 

 我凡事給你們作榜樣，叫你們知道，應當這樣勞苦，扶助軟

弱的人；又當記念主耶穌的話，說：「施比受更為有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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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6年亞裔事工年會後有感     － 安 姨 

 小妹因為是本堂的 EAM 代表，負責參加 LA Diocese EAM 每
兩個月一次會議。在可能範圍內，代表教會參加全國性、一年一度

的年會。 

 本年度的參加人數約 170 人。有 34 個教會派出代表參加。是

次的主題是「如何在這個不同形式和不斷變動的世界去做一個勝任

的領導人」。大會的主題講員是 Eric Law（羅鴻發牧師）。 

 本年度講者是採用講課形式。分四堂講述「領導人在與人交流

時應有的原則」。他巧妙地用英文字「尊敬」即“RESPECT＂的每

一個英文字母去演繹。現翻譯如下： 

 R － take Responsibility （要負責）。 
 對自己所講和感覺要負責，而不把過失怪責別人。 
 E － use Empathetic listening （要聆聽）。 
 要投入地聆聽。 

 S － be Sensitive （要隨機應變）。 
 與人交流的形式要隨機應變。 
 P － Ponder （要深思）。 
 說話前要重新思考自己所聽是和所感受的。 
 E － Examine （要檢驗）。 
 說話前要檢驗自己的設想和直覺。 
 C － keep Confidentiality （要保守私隱）。 
 要能替人保守私人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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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Trust （要信任）。 
 遇分歧時，要保持信任，針對事情，不是辯論誰對誰錯。 

 對於參加是次會後感。我覺得聖公會的架構是有歷史性的。作

為華人教會去融入主流架構並不容易。每年一度的咨詢會議可以拉

近教區與教區之關係。族裔會議可分享各教會在本土上遇到的問

題。 

 下年度會議將在 LA 舉行，在會議期間的星期日，與會者將會

選擇到 LA 各教會參加主日崇拜。本堂可要預備歡迎、招呼外地來

的朋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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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AM trip,”    2006 
  For this year’s EAM trip, we were happy to be 

welcomed by the Diocese of Hawaii.  We stayed in the Ala 
Moana Hotel during our trip.  This was nice because it was only a 15 
minute walk from there to my aunt’s house. 
 
 Meanwhile, the youth and young adults met a day early 
(7/5).  Comparing to last year, I felt a lot more comfortable.  There 
were quite a bit of returning faces.  Also, knowing two of the 
representatives (Sarah Cunningham and Chris James) from St. 
Thomas through my trips to PineRidge didn’t hurt either.  A month 
prior to that, I met up some people through a conference call to 
design this portion of the convocation. 
 
 Anyways, the youth and young adults spent most of the 7/5 
and 7/7 with Eric Law.  He went over materials that I have learned 
from the Kaleidoscope Project a year ago for most of the first day.  



Then, we started to gather up all the concerns of the group and 
group them into issues.  On 7/7, we have rounded up all the issues 
and created an action plan that we would do before the next 
EAM.  Amazingly, we came up with a gigantic list that we have to 
do!  So, we nominated people to do roles that were needed to 
carry out the action plan.  One notable thing we wanted was to 
have a two day spiritual retreat before the actual consultation next 
year, as I was assigned as treasurer for this event.  In my opinion, I 
think it would be a good move as we needed to have our own 
time.  Other than that, we would try to get a website and 
newsletter established.  I think it would be a lot of work for 
everybody that’s involved in this process.  Based on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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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ff we have to do, I have faith that we can do it.  It’s just the 
matter of everyone’s cooperation in the process. 
 

 Overall, I would say this year’s trip as the one of the more 
productive ones we have in years, especially for the youth and 
young adults portion.  While we had our fun, we also enjoyed 
working together to setup a stronger foundation for the youth and 
young adults grou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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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享  篇      －  轉載自香港聖馬利亞堂週刊 
 

             別 做 井 底 蛙    
 像一隻井底的青蛙，你抬頭看見的只是一片小天空。當這片天空出了

太陽，你就以為全世界都發亮；當它下了雨，你又以為全世界都沒有光芒。

井口的周圍就是你的世界的邊界，井口大的天空宰制了你的全部的心思。你

沒有想到真正的世界其實是沒有邊界的，也不會知道在那個小天空之外還有

個大天空。當你陷入這種人生僵局的時候，你就是這隻青

蛙，侷限在潮濕的井底，看見的只是自己的痛苦。所以，

你只能盡力往上跳，跳出這口井，跳出僵局。然後，你會發

現以前的世界何其小，未來的天地何其大。         ◎ 
 

 

Farewell Message From The recto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t is time to say goodbye, may be we do not need to say so, because no matter 

what places, we are still brothers and sister at the home of God.  We are 

always together with Jesus Christ, our Lord.  The only difference is that we 

will be in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different churches.  We are all still serving 

our Lord.   I will return to Bay Area in San Francisco after the Holy Eucharist 

on 13 August 2006, which will end my 8 months service in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Hope we will remember each other in our prayers.   

 

Thank you God for letting me to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have experience of   

serving in a well established parish.  Time passes so fast, welcoming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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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s just like yesterday.  But we have become old friends.  In each monthly 

family prayer gatherings, the hosts are so sincere and the warm feeling full 

around us.  In the monthly senior gatherings, we can share our experience and 

supporting each other, so we do not feel lonely here.  During the Sunday 

services, the youths participate in many types of work and I think they are 

crucial to our church.  Many of them are the children of our church members 

and I can see the importance of the parents’ role.  Thank you God, there are so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love the church and treat it as their own 

homes.  They are so active in church affairs and the retired seniors come to 

church just as going to their working places.  The younger people come to 

church after their work, just as having part time jobs.  Here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volunteers for their excellent work.   Mr. & Mrs. Joseph Li, our 

warden emeritus and senior warden have contributed enormously both in 

efforts and money, and they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recruitment of the 

new rector.   I think everyone will have the same feeling and hope them have 

good health and wisdom to continue to serve the church.  Here, I thank them 

for their excellent work.  Although I will leave the church, but for sure I will 

pray for you. 

 

God’s blessing is so rich, and we succeed in having a new rector for our 

church. He will be here in January 2007.  Originally, I plan to become the 

interim rector until the arrival of the new rector.  However, my daughter will 

have a new baby in September 2006 and I will be the grandmother for the 

first time.  I will go over and help her.  At first, my term will be for six 



months only, by the time I am her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 are so good to me 

that I really want to stay longer.   Here I thank the Vestry for accepting my 

resignation and the Senior Warden also succeeds in asking the Rev. John 

Phelan to be our interim rector, and he promised to come.  
 

I really hope that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will continue to serve our 

God with great prospect.  I hope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renew your 

strength and move forward. 

 

God Bless all. 
 
Translated by Wing Won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