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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後 話 

 前幾日，很高興接到月刊的忠實讀者、佳音的 
“擁躉＂（粉絲）、高齡已八十多歲的程定洪伉儷 
老遠從沙加緬度寄來一封信，並附上一百元支票作 
為對佳音的實質支持。謝謝！ 

 程老伉儷從未踏足本堂，只因是徐牧師與師母 
多年的好友，徐牧師在職期間，他們也曾多次捐贈 
並賜予文章。這兒的弟兄姊妹雖不認得他倆，一定會 
看過他的文章。從行動中可以看出他們對本堂的熱 愛， 
絕對不比我們自己的教友少，編者實在感動。 

 十月中，編者將與家人再作一次大陸“遊＂， 
到時我可以重踏當年在烈日暴晒底下自己“赤腳＂走 
過火辣辣的石板路、再看一遍自己的出生與兒時居 
住過的“破＂房子、還有無數日子曾經讓我魂牽夢 
縈的“老地方＂。雖然這一次同樣是“孫悟空大鬧 
五指山＂式（僅僅夠時間寫上「到此一遊」幾個字） 
的所謂遊覽，但可以給後輩們補上一堂長期空白的 
歷史課、自己也能重溫一次兒時“未醒的殘夢＂， 
該是一個極難得的好機會，錯失了不可能再有了！ 

 十一月的佳音月刊將會是“超短的一期＂，事 
非得已，希望大家不要失望 。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6 年 10 月 
第九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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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費   霖 牧師               

 
 
 

“心 靈 治 療 可 以 作 什 麼＂ 
 「只要心意更新而變化」   （羅馬書 12 章 2 節） 

“逐漸地內心平和及寧靜了，我的態度行為也有很大的改變。我的

朋友及兒女都是這麼說。所有的急躁的感覺都消失了。連我臉上的

表情也不同。 

我曾是很執拗，很野心及不能容忍別人的。我變得心胸廣了，能接

受別人的意見。我曾是很神經緊張的，及易被激怒的，每兩三星期

回家後便會頭痛，易受引誘，消化不良，及視覺不清。我變得安詳

的、溫和的、所有外在的麻煩毛病都消失了。我曾經對於商業面談

有“病態＂的懼怕。我現在則很平靜且有信心去面對。 

我可以說這種改變或“成長＂是消除“自私＂性，變得向更熟練的

達至伸及人類內心真正的自我。＂      － William James 

※     William James  寫了以上的心靈治療的見證。他是實用哲學

 的始創人。 

心靈治療由“內在自我＂開始。 

“使我有純潔的心，及有新的心靈。＂ 

由內在心靈至外在情況，它指導我們的思想及情緒。我們充滿煩惱

的心思，得到和平、聖靈在心中發揮作用。 

由此，我們的生命有新力量，它治療我們的身體及心靈。心靈治療

須要長時期地做，我們要和聖靈作伴。我們要多讀聖經和祈禱，要

行原諒別人的事，要拋除憤恨。      
 
※        王永良翻譯      ◎ 
 

http://www.saint-gabri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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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遲遲  來來  的的  消消  息息        

本教區的 Bruno 主教和台灣教區的黎主教於上（九）月十九

日會面，商討有關 Rev. Stanley Huang 在本教會之按立事宜

（Rev.  Huang 早前已通過常委會之要求）。彼此同意於九月

廿四日假座哈崗聖多馬堂，由黎主教代 Bruno 主教主持會吏

之按立聖禮。由於聯繫與溝通上的延誤，致本刊未能及時預

作報導，僅此致歉！     －  編者。 
 

     牧區議會八月份會議報導         －  文書王永良      
1. 電費單仍然很貴，教會正向電力公司申請另令一種計算方法

“Time of Use＂。 
2. 青年團契將於八月26、27兩日前往聖地牙哥旅遊；Edmund也

去了South Dakota 的野外工作營，主日學的工作則由Betty負

責。 
3. 費霖牧師將於十月一號放假，午堂請 Alvin負責講道，早堂仍

由費霖牧師主持。 
4. 盧君灝牧師及師母將於十二月26、27日來蒙市本教會。 
5. 家庭祈禱會自九月二日開始已改名為“同心團契＂。 
6. 下次會議將討論 2007 年度預算及開設“生命之泉＂（活水）

的帳戶等。 
大家一致感謝堂長李先生和李夫人對本堂尋找新牧師的努力。 

九 月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耆英會： 九月份的耆英會在本堂的圖書館舉行，由文美園姊妹主持此次

聚會。十時半開始，唱聖詩、祈禱、講心事……等，直到中午完畢。最

後，主人家文美園姊妹請大家到麗晶茶餐廳用午膳。該日多位會友因事未

克出席；現場連牧師祗得五個人，不過人數雖少，大家團團圍住一桌卻吃

得非常高興。沒出席的弟兄姊妹們祗能憑空想像了！
 

 同心團契聚會： 九月二日晚上舉行了同心團契聚會，以往團契都

是與家庭團契匯合在一起。今次恢復自行舉辦聚會，是同心這些年

來第一次。以後在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六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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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聚會在韋啟鑾和林少蘭家舉行，參加者眾，包括尤牧師、

費霖牧師和師母，一共來了28人。 
 那天的 Potluck 晚
餐，菜色豐富，不離聖

加百利堂傳統。每家都

用心做菜，百味雜陳，

美味與營養俱到。 
 飯後唱詩 有 Guitar 
伴奏，大家都十分享受

音符帶來的喜樂。若非

麥 Sir 叫停，恐怕還得一再 Encore。 
 這晚的主題是由 
Christine（韋建樂）介紹中

東最近局勢，集中講解了以

色列攻打黎巴嫩真主黨的背

景和因由，讓歹對遙遠地方

發生的陌生事情，有了一些

了解。 
 同心團契源由久遠，在

聖加百利堂還是傳道區、未成為牧區之前已經存在。團契名同心，

是取同心同德，同心事主之意。 
＊＊＊＊＊＊＊＊＊＊＊＊＊＊＊＊＊＊＊＊＊＊＊＊＊＊＊＊＊＊＊＊＊＊＊＊＊＊＊＊＊＊＊＊＊ 

 

   好   消   息：  

 粵語查經班終於恢復了！時間是每個星期五下午八

時，在韋啟鑾與林少蘭伉儷府上舉行。我們感謝他們夫婦

的熱心招待、和對上帝的忠誠侍奉。 

 （※    查經班目前研讀的是羅馬書。） 

韋氏伉儷地址： 747 Camino Real,  Apt. # E,   
 Arcadia,  CA  91007 
 Phone:  626-821-4413 

歡迎兄弟姊妹們踴躍參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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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月 份 重 要 活 動 預 告   
 

活水泉暨陳李麗嘉紀念花園奉獻禮： 
10/29 （星期日），主日崇拜完後，本堂隨即舉行新近落成之活水

 泉暨陳李麗嘉紀念花園奉獻禮。屆時恭請本教區安德遜主教

 （Bishop Anderson）主持此雙重盛典。禮成後，李堂長一家

 並備有特別午餐招待，歡迎弟兄姊妹們踴躍參加，感謝讚美

 上帝。 
  紀念花園是故陳李麗嘉姊妹設計建造的，活水泉由她的愛女  
  Tanya 設計、吳維健弟兄負責工程；水池前面有石椅兩張和紀

  念碑石，都是陳紀年弟兄親自挑選、購買和訂做，非常精

緻。  坐在這裡，祗要看著活水涓涓細流、聽著水聲淙淙，就算有 
 萬般不平的心緒亦會慢慢靜伏下來，煩惱也就消失得無影無 
 蹤了！是沉思、默想的一處好地方。尚未見識過這美麗景區 
 的朋友們，有機會歡迎親臨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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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班每週二、四兩晚已經復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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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其中有：陳沈雪英、關新、

 古萼春、吳伍梅芳、黎張亞莉……等；求主醫治他（她）們，

 又安慰和幫助他（她）們和家人。 
2. 我們特別為單牧師愛兒謝炳迪弟兄的健康禱告；因他已獲証實

 患了淋巴腺癌症，目前正接受“化療＂手術，身體非常衰弱，

 並不接聽電話。單牧師已自台灣趕程返美照顧。我們求主用大

 能的手醫治、看顧和保守，令他的惡疾早日痊癒，身體得以復

 原，可以重返教會感謝與侍奉。 
3. 請為盧君灝新主任牧師和家人、本教會未來的事工發展祈禱。 
4. 譚吳巾雄姊妹前獲“贈腎＂，在家休養，如今身體已近復原，

上週日已重返教會參加主日崇拜。我們感謝上帝的深恩，求主

繼續照顧她和她的家人。 

九月份生日慶祝會當日，出席的壽星們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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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     賀 

   屋 崙 救 主 堂 一 百 週 年 堂 慶 

        根   基   永   固 
       羅 省 聖 加 百 利 堂 全 體 教 友 敬 賀 
  

 

October Birthday     十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ι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ι 
 

 龍黃荃卿 ( 1日) 黃吳鐵冰 ( 1日) ) 林    杰  ( 4日) 
 陳蔡婉萍 ( 5日)   張     睿 ( 5日) 尹 沈 德 佩  ( 9 日 )
 關鄭桂好 ( 12日)  陳紀年 ( 15日) 黃家榮 ( 19日) 
 吳李霏雯 ( 19日)  張茂棋 ( 24日)  黃佩玲 ( 25 日) 
     鄭國貞 ( 2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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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 命 新 旅 程 ” 

（TThhee  JJoouurrnneeyy   bbyy  BBii ll llyy   GGrraahhaamm））          － 良 仔  
                                                   

 葛培理牧師在他的“The Journey”一書中，指出我們不能夠

改變過去，但是憑著神的力量，我們卻可以改變將來所要行的生命

旅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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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是可以改變的。倘若我們的生命旅程是好的，便可以附合

我們被創造的目的。我們的存在不是無目的，也不是意外發生的，

我們走新路程要憑著信心及相信神。這條路程雖然難行，但卻可以

帶領我到永生。我們真正的“家＂是天堂，至於如何走這路程？是

什麼路程呢？ 

（一） 神，偉大的設計師： 

  神是聖靈，是永恆的、無限的、不改變的、有智慧的、有權

  柄的、聖潔的、公義的、好的和信實的。 

  神是聖靈（SPIRIT），無實體，不是由原子構成的，不屬 
  於被創造的世界，祂可以存在不同的領域。神是不受時空限

  制，可以存在最大的星系，也可以在極少的原子中。祂不受

  物質世界所限制。 

  神不單只是聖靈，而且人格化有個性的。神也有感覺、思

想、  慾望和決斷性。神原

諒我們、同情我們、祂是完善的“人＂。  神 是 聖 潔 的 ，

我們有罪惡的習性，但是神是光明的，祂沒有  黑 暗 的 一 面 。

神是有愛心的，倘若神只有聖潔，我們便沒有 
 去天堂的希望。由於祂的愛心，所以神創 
  造人類；由於祂的愛，所以祂差遣祂的兒

   子

來拯救我們。 

（二） 基督徒的重生和靈性增長： 

  一個兒童在智能上和身體上不能發展是很

  悲哀的事，一位基督徒不能夠在靈性上有 
  成長，是更悲哀的事。成熟是指什麼？不 
  單只和年歲有關係，也關乎為人處事是否  
 和寵了的小孩子一般太過“自我中心＂、  “不負責

任＂、“不體諒別人＂、“易衝動的＂和缺乏  智慧。無論歲

數多大，有以上行為表現，便是不成熟。一個  成熟的人，會

體諒別人，會負責任，也會考慮到“後果＂。 



  同樣地，靈性的成熟與否，並不是看你做了基督徒多少年？

  很不幸地，很多基督徒在信心上根本未成長、也未發展。他

  們可能對經文禮儀很熟，但在靈性上卻沒有成長，他們雖然

  得到“新生＂，但卻始終像“嬰孩＂一般。為什麼沒有成 
  長？可能和“罪＂有關，也由於受到外在壓力和環境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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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棄基督徒的守則行為，他們會受到家人、學生、鄰居、和

  工作伙伴的影響，隨波逐流，違背了神的旨意。 

  有些基督徒不明白自己應該要增長，或不知怎樣地去增長。

  靈性會軟弱和不成熟。一位不成熟的基督徒是一位沒有影響

  力的基督徒，行事反覆無常，前後不一，不能為主作見證。 

  ……因此，基督徒要定下目標，應該越來越像主耶穌。 
  ……要點便是在生活中，每件事以神為中心，要敬畏神。 
  ……要全面性遵行主道，並非選擇性地行事。 

  神既清除了我們壞的方面，也給了我們好的一面，我們要改

  變自己，要做好事，要努力近乎完善。 

（三） 常禱告，與神接觸： 

  禱告是必須的，不是可以選擇的。禱告不是 
  負擔，而是一種優待，是基督徒的特權。 

  甚麼是禱告？禱告是和神談話，和神溝通；神

  通過聖經向我們說話，我們則用禱告和神說話。讀聖經和禱

  告兩者都重要。 

  有了禱告，基督徒的生活得到加強，也得到指引。一個沒有

  禱告的基督徒是沒有能力的基督徒。我們要禱告讚美神，要

  感恩，要認罪，求神幫助我們克服人世間困難、障礙，祈求

  得到神的指引。 

（四） 什麼是教會？ 

  教會，在聖經的定義，是一群“當地基督徒的聚會＂，或是

  一群“相信神的人＂。基督是教會的頭，是救世主。我們基

  督徒應該常聚在一起互相勉勵，也要積極傳揚神的道 
  理。 

（五） 基督徒要言行一致： 

  在生活上，我們所說的和所行的要一致。基督徒要值得別人

  的信任及要可靠。 

  基督徒要有信實。否則別人便不會相信我們的說話。我們不

  能說謊，也不要常說別人的是非和閒話。                                    
  基督徒要聖潔。我們住在一個性慾氾濫的世代，廣告和娛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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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場地及不同媒體都散佈不良訊息。但是神的標準，始終未 
  變，那些犯了性行為不當的人，最終會損害了自己的身體。 

  基督徒要“自由＂： 

  “自由＂是治不受罪惡的縛束，不做罪惡的奴隸。神從罪惡

  中，釋放了我們。自由並不是隨心所欲，而是自由地侍奉

神。 

（六） 天堂是怎樣的？ 

  天堂是真實的，天堂的美好，我們被創造的人，很難想像天

  堂的情形。這是最完美的地方。 

  聖經告訴我們，在天堂，我們將會和神在一起。這是神所居

  住的地方。我們會和神永久在一起，沒有罪惡、沒有悲傷、

  沒有痛苦、沒有時空限制。天堂是我們的“家＂，我們是天

  堂的“公民＂。家是和平、美好的地 方。 

  聖經告訴我們，在天堂我們會像基督一般，將有新的身體，

  既不會病、也不會腐朽。由天堂是真實的，我們有了盼望。

  由天堂是真實的，我們的生活更有意義伋目的。由天堂是真

  實的，我們每天要為主而活。生命是短暫的，一切物質都會

  敗壞，我們應該活得像神一般地聖潔，要像神。 

 葛培理牧師最後說：有一天你的生命結束，你會走那一條路？

你會回頭後悔自己走錯了路，或是你走了一條正確的路？天堂是否

你的目的地？ 

 不要讓人世間的負擔、苦難、不幸，使你對神失去信心，不要

埋怨神以致引你走向歧路；因此一定要認定目標，努力向前跑。 

 “你只能有一次人生旅程，這將會是那一種旅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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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istian Artists’ Myspace blogs      －  Bill Wong 
 

 In the Internet world today, Myspace (like similar programs in 
Tagged, Xanga, etc.) is a place of concern for parents of young and 
vulnerable teenagers.  After all, there are millions of users all over the 
world.  Out of these millions of people, there certainly could be quite a few 
riminals who could post their kid pictures on their myspace or similar 
places and lie about their age.  There also would be some pages wh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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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imed to be a Hollywood star’s 
individual page (like Aly and AJ).  So, 

there are tons of trickeries in this online 
world.  Then, a user would probably 

receive at least a few friend requests per 
day.  A friend request is basically someone 

wants to be your friend within this network.  
Anyway, while the users have a power to 

decline them, some failed to do so.  These 
actually are the people who are prone to be victims of crimes from these so 
called friends on the Internet. 
 Despite these negative images, there actually are some positive 
ones out there.  One area of which is from Christian artists in the 
Contemporary Christian Music world.  The artists I talked about included 
Joy Williams, Natalie Grant, Jaci Velasquez, Sara Groves, and etc.  I  
actually played some of their music to conclude most services on Sundays 
and sang a couple of Joy Williams’ pieces this year.  There could be some 
of you would consider as unconventional to be used in a regular Sunday 
service setting just because the tune is very different from the hymnals and 
the anthems typically used by the choir.  Yet, they are amazing people.  
Not only they showed passion for God through their lyrics, but they share 
their experiences with God in through their work. 
 Where did they share these experiences?  Other than through their 
songbooks and during their concerts, it would be through their personal 
Myspaces.  Since their page is classified in the Myspace Music section, 
they would put up to 4 of their songs from their most recent albums to 

show what each one of them is about.  Then, they would also have a little 
information about themselves throughout the page.  Finally, for some 
artists, the most valuable stuff on their pages are their blogs.  A blog is 
basically an online journal, if you want a simple definition.  They not only 
write about how they have been, but a reflection from their experiences, 
just as I made my own reports through my PineRidge trips. 
 However, their words are far more powerful than mine.  You can 
read through it and be touched.  After all, most of these artists are ju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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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 adults who are just a little older than me.  They let me learn about 
God from a different perspective and refreshing feels, instead of the ones 
through a regular Sunday sermon from the rector.  I by no means say the 
regular sermon is boring.  But, as there is a Chinese saying, “You expand 
your knowledge through seeing and hearing.”  To me, these Myspace 
blogs were what the doctor ordered.  In the end, it made me understand 
more of what these artists were trying to accomplish through each of their 
songs and be appreciative of their work. 
 I personally think aside from our Bible studies groups, maybe we 
should occasionally pull out some of these entries and reflect on it.  You 
can very well consider them as outside speakers come to make a testimony 
and share it with all of you.  I am very aware that these things are in 
English, but that shouldn’t be an excuse to not do this exercise just because 
you can’t understand it.  To close this article, I would use Joy Williams’ 
letter in my Joy Williams songbook and have you guys make a reflection, 
as well as a few links to these artists’ Myspace pages.  Anyway, the 
following is a testimony of how her work got pieced together. 
 

What a wonderful privilage to write you!  I am 
grateful for the honor of penning a letter that 
might grace your eyes… I pray it will bless your 
heart as well.  But, I’ll be completely honest: 
I wish you didn’t have to read a piece of paper 
from me.  Instead, I wish we could sit down to 
a cup of coffee & chat as if we were old friends… 
& that’s just what I’m going to do *grin*  Forget 
the ink… come & have a seat next to me.  So, you’d 
like to talk about the songs on the album?  I 
hope you’ve got enough time to sit back & have 
more than a few cups of the ‘latte’ you’re 



sipping, *smile* because each song has such a 
uniquely God breathed story behind it.  Over 
past year & a half, I can’t even recount how many 
hours were spent powering over lyrics, praying 
that the songs we needed would come… having to 
let go of my insecurities & dive into writing 
songs myself. 
 

And yet, God has woven this album together in such 
a way that I can barely contain myself!  I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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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cited that HE is truly the One who orchestrated 
it… who gave the strength to record the songs on 
weekends, in-between school days & holidays… who 
allowed this kid the chance to praise Him this way.  
Such a blessing! 

 
But this album is not about me.  These songs are 
not simply about music.  The words & sounds you 
will hear are solely dedicated to the Lord.  And 
with this CD, I pray a fire will ignite within 
you to live more dynamically, more dramatically 
& more joyfully than ever before.  My prayer is 
that these songs will encourage you to find 
Jesus for the first time, or fall in love with 
Him all over again… 
 

Love, 
 

Joy Williams 
      
 Ephesians 3: 16-19 

 
 Since I am an avid listener to Joy’s music, I can 
attest the words are very touching in her 
songs.  That’s the sole reason why I 
picked “Do They See Jesus in Me?” as 
my solo performance piece at Rev. 
Shan’s last service at St. Gabriel’s from 
that album.  But, here’s my challenge to 
everyone.  I want everyone to take a 

minute or two, read the letter, and reflect upon it among yourselves.  Here 
are a few questions: 

1. What word, phrase, and/or image strikes you? 
2. What do you think Joy’s message(s) is/are?  What is she trying to 

say to you? 
3. What do you get out of that message? 

How is this different from a typical Sunday sermon at churc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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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讀  者  來  信  ：   
     

  
  ……自徐牧師退休赴台，幸有吾兄所主編之佳音（按

月收到）連繫。我雖不屬於貴堂一員，但自一九四三年在中華

聖公會貴陽救主堂受洗，歷經“雲貴教區＂、“鄂湘教區＂、

“港澳教區＂、“台灣教區＂及徐牧師主持之加州“救主堂＂

已六十三年從未失連，不算“失群的羊＂。 

 閣下主編之“佳音月刊＂，在經費人力不足之情況下竟於

89期起改為彩色，實令人不勝驚奇之至！弟在台曾主編“台

灣聖公會通訊＂約兩年，當初尚能按月，後以稿源短缺改為雙

月，現已改為季刊；為此足証兄之毅力，熱心教會事工，足可

視為典範。 

 茲寄上捐獻少許，聊表贊助之忱，餘容後陳，…… 

 主內 程定洪    。       ◎    
 

 讀了這封信，編者感到非常汗顏。「佳音月刊」並不是什麼“大

製作＂，我們沒有豐沛的資源、沒有寫文章的高手、更欠缺有經驗

的編輯製作人才。「佳音月刊」仍能生存到今日，有很多因素。 

 最首要是牧區議會和牧師的“完全信賴＂、兄弟姊妹們和讀者

諸君的合作與愛護，更得到上帝的垂眷、成全。 

 其次是辦公室的“肥表＂（Phebe）、霍家姊妹（Janice + Iris）

和霍媽的耐心印刷釘裝。要知道我們目前用的不過是三部家庭用的

“印表機＂，印刷的速度有如“蝸牛走路＂，不是有“驚人毅力＂

的人、是很難忍受的。況且每月要印製二百份，更不是“常人＂可

以做得到的。編者要特別向她們說句“多謝＂。 



 至於編輯，本就是個“不學無術＂的人，做的祗是搬字過紙而

已，算不了什麼，被誇讚了會覺得“臉孔發燒＂，“週身唔聚財＂

呢（不自在和不舒服）！總而言之、謝謝，過獎了！ （編者）         ◎ 
***************************************************************************** 

　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路上的光。   （詩篇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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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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例    假 ＂  －（續上期） 

在加州，南北交通最主要的通道首推 5 號，輔以 99 和 101
號，最後就是東西兩邊的 1 號與 395。395 號公路南自加州的 San 
Bernardino、經內華達州北部的省會卡遜（Carson City）小城然後再到

雷諾（Reno）市，這一段所經過的城鎮完全沒一個較具規模或稍為

“像樣＂的。絕大部份都是山嶺、沙漠和湖泊，甚至有一個很大的

鹹水湖（Mono Lake），雖然一路人煙稀少，但在 Bishop 和 Lone 
Pine 兩地卻見到兩家「聚香園」中餐館（有點意外也感到高興）。

以 前 沿 路 見 到 的 比 現 今 更 荒 涼 ， 最 “ 繁 榮 ＂ 的 地 方 就 只 有

Mammoth Lakes（茂密）和 Bishop 兩處地方。所以交通方面甚少看

到壅塞的現象（如今車輛往來繁忙了許多）。  
  “茂密＂原是史前巨獸“毛象＂的名稱。（和恐龍一樣、如

今已經絕種，不曉得這地方為什麼用“它＂來命名？）在茂密、不論

是本地或東、西、南、北那個方向，到處都被火山包圍。這裡的火

山可能“靜伏＂得太久了、而有“思動＂的威脅。（據說、南加州在

不久的將來會有最少一次七級以上的強震，這裡祗是其中一個重要

的“禍源＂，科學家們在密切

監視中）。茂密除了湖泊、溪

流、旅舍和商店都多外、高爾

夫球場也有兩個；這一切都藏

身於山谷林蔭之中，如非在山

上居高臨下“俯瞰＂，很難看

到它的“美麗＂。（昨天在報

章上看到「曼摩絲湖兩日遊」的廣告，文內有：『秋天的童話：曼摩

絲湖的湖光山色可媲美中國的九寨溝。』我的兩條腿不爭氣，多年來

雖然渴望著往九寨溝一朝“勝景＂的機會，可就沒這個膽量。）廣告

中的曼摩絲湖指的就是這裡。此外、這兒還隱藏著一處“國家景

點＂（National Monument），由國家公園部門管理，名為 Devils 
Postpil 和彩虹瀑布（Rainbow Falls）。進入參觀的人，有“巴士＂

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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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自己開車或走路，悉隨尊便。不過，入場收費，每位一律七

塊錢，並無“大”“小”之分。（就算乘坐巴士，到達後仍需步行。前者

來回要走一英里崎嶇、難行的山路，後者更長、是五里，筆者看到

要“行＂就膽怯了、遑論五里？不得不放棄觀賞彩虹瀑布的機會。

不過，孩子們卻沒放過。（據說：瀑布沖下來激起的水霧，在陽光的

折射下、美麗的彩虹便會出現在瀑布下方的水面上，很美。） 

 Devils Postpile 是山崖邊的一幅巨石，由火山流出的熔岩經

過千百萬年的風化和溶雪的侵蝕而形成，是造物者的傑作、奇功。

這幅巨石就如無數卅多尺高、多角形的“水泥巨柱＂直立或躺臥著

倚靠在山旁。可能是地形的關係，直立的大多立得筆直，在旁邊的

有些變成彎腰駝背，另外還有更多斷碎了的柱石倒臥在山下雜亂無

章地堆積起來。從山頂上看這一片石柱，就好像地上舖蓋著一幅用

五、六角形“瓷磚砌成的圖形＂或“多邊形的幾何圖案＂；看上去

非常奇特；這是天然奇

觀，有機會到這裡的話，

切莫錯過。（我在網路上

發現，中國的澎湖群島

也有這類型的石頭、每

根石柱的接面稱為「柱狀

節理」，是“玄武岩＂岩

漿冷卻收縮的結果。同

樣被列為“國家景

點＂。）  

 第二天是週日，

早上十時半我們全家大

小17人，浩浩蕩蕩



“操＂進當地的信義會（路德會）禮拜堂參加主日崇拜。聖堂幾乎座

無虛席（差不多有一半是遊客），裡面的設施、除了沒有跪凳，其餘

一切崇拜、儀禮跟我們聖公會都很接近。雖然沒有公禱文，但週刊

編列得更為詳盡。整個崇拜時間用了四十五分鐘，比我們還要短，

跟浸信會的（長氣）真有“天淵之別＂了！ 
 午餐後大家到 Lake George 垂釣，抵達前我們經過幾個小

湖，看到的風景都很清幽怡人，沿路到處有露營區，露營的人也很

多。我們租了兩艘小機動艇，輪流到湖心垂釣；沒上船的便在就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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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湖邊吃、喝，野餐起來。天氣雖然有點兒熱，不過風很大，魚兒

不願上釣，全家大小就只得大媳婦一人釣到兩條小魚；算起來還

好，不致於只得一隻貓（把魚兒全都吃光了）！在 Lake George 逗
留了大概三個小時，最大收穫是太陽的紫外線，各人沒被遮蔽的皮

膚、都被晒

得有如“關

公的臉龐＂

（紫紅色），

而且 
隱隱發熱。

大家釣罷轉

到

Earthquake 
Fault（地震

裂縫）的遺址

參觀。只見

山坡地上出現        一條很長的        大裂縫，約             筆者和四個

孫女兒攝於地震裂縫遺址。 
四、到十來尺闊，深淺不一。四週立了木樁、圍上鋼纜。我從最深

的地方、約卅多尺（那是我粗略的估計、既未作全程觀察，自然作不

得準），藉著微弱的光線，隱約見到隙縫底部是白色的，亦即是、下

面的積雪仍未盡溶。裂縫參觀完，大家再到市中心觀光，逛了一會

兒，除了雪糕什麼也沒買便回返旅舍休息了。 

 我們本來計劃在回程時要繞道 Yosemite、Fresno，走 99 號
公路歸家。由於孩子要趕在狗兒酒店關門前、領回寄宿的狗兒，何

況他（她）們大家剛從 Yosemite 回來不久？於是放棄了這個計劃，

大夥兒仍取道 395 號公路返家。 

 感謝天父的恩典，讓我們能夠歡歡喜喜地出門、平平安安地

完成這一趟愉快的“例假＂。     ◎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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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老    人人    與與    運運    動動      （（一一））            －－  關關    生生  

  記得在射鵰英雄傳之華山論劍劇集中，蒙古大汗成吉思汗屢次

無法攻破金國城池而下令退兵；當他準備帶領兵馬回營之際，他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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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兩、三次氣力，才得騎上戰馬。那時，他感到年事已高，開始衰

老，擔心無法完成征服中原的霸業。有一天他接見松陽宮道長丘樹

基，他就趁機問他：「道長，聽說你們中原有一種長生不老仙丹，吃

了可保強身，延年益壽，是否屬實？」丘道長直言回答他說：「大

汗，世上那裡有長生不老之藥呢？要想延年益壽，就要減少日常操

勞，勤練我們道家之氣功和修身心養性，這是我們中原養生之道。」 

 我認為減少煩躁、修身養性，過於抽象，且難以做到；然而適

當運動，比較易於跟進，且易於見效。這裡我只係談論有關適合老

年人之步行運動。人類一生下來，幾個月就開始學行，可以說凡是

人類都懂得步行，但步行運動就有一大堆學問： 

（一） 如何準備開始步行： 

1.  要有一對舒適的球鞋和一枝拐杖。 
2.  要有計劃和目標。 
3.  鼓勵自己，不要半途而毀。 
4.  遇到不能一口氣行完 30 分鐘步行的話，可分兩段時間去

完成。 
5.  如遇下雨或惡劣天氣，可改在室內或

到購物中心，繼續步行，切不要讓風

雨而停止。 
6.  約幾位好友一同步行，有講有笑，

較為輕鬆、愉快，且互相鼓勵。 
7.  凡事不要勉強，如遇到身體不適或

某部份欠佳，應停止步行。 



（二） 步行的目標： 
  是根據個人的目的或須要，若然你要驅除長期慢性肉類疼痛，

最好是加快腳步如輕快步。若然只是消除苦惱或疲勞，那就採取輕

鬆腳步，最好是約一兩位知己或自己的配偶去，一邊慢步、一邊傾

談，效果更大。 

（三） 步行勝於跑步：

  很多人以為跑步比步行消耗熱量更快、更多。依照過去紀錄：

 假如一個人在十二分鐘步行一里路，他的熱量消耗比在十分鐘 
 跑完三里的路程更多。原因是跑步用力過多、易於疲倦。要知道

熱量在疲倦和緊張狀態下比在輕快和鬆弛下消耗較小；況且跑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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易於摔倒，傷及皮骨，不適合於老人家。 

（四） 步行的速度： 

  速度是因人而異，不可過於勉強，這裡最常用的步行速度： 

1. 每分鐘行 70 步，即每 30 分鐘行一里。 
2. 每分鐘行 105 步，即每 20 分鐘行一里。 
3. 每分鐘行140步，即每15分鐘行一里。 

   一個 150 磅的人士，每步行一里路，大概可消耗熱量 80－
 100 卡路里，但這數字可能因個人的高度、重量、天氣溫度和地
 勢等而受影響。步行專家建議：用了 6 個月或行了四百里後就
 要更換一對新鞋子，不管鞋子外表如何，總之，最好換一對
 新的較為穩當。 

 （五） 你的步行屬於那一等級：  
  按照美國人的步行標準，你將自己放在那一級？假如今日你
是： 
  30 歲以下，以 13 分鐘行完一英里，你是非常健強。 
  30 歲至 39 歲，以 14 分鐘行完一英里，你是非常健康。 
  40 歲至 49 歲，以 14 分 42 秒行完一英里，你屬於 A 級、優良。 
  50 歲至 69 歲，以 15 分鐘行完一英里，你是 B 級、不錯。 
  70 歲以上，18 分 18 秒行完一英里，你屬於 C 級、過得去。 

  假如你在上面任何一組年齡要超過3－6分鐘才行完一里路的
 話，那你就要注意你的健康了！更不要停止你每日的步行活動。    
 ◎      （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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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FR. JOHN PHALEN 

                
 

            WHAT SPIRITUAL HEALING DOES       
 

Be the renewing of you transformed by your mind.,  （Romans 12:2） 
 

Gradually an inner peace and tranquility came to me in so positive a way that my 
manner changed greatly.  My children and friends commented upon it.   All feelings 
of irritability disappeared.  Even the expression of my face changed noticea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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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had been bigoted, aggressive and intolerant  . . . .  I grew broadly tolerant toward 
the views of others.  I had been nervous and irritable, coming home two or three 
times a week with a sick headache, induced, as I then supposed, by 6 dyspepsia 
and catarrh. I grew serene and gentle, and the physical troubles entirely 
disappeared.  I had been in the habit of approaching every business interview with an 
almost morbid fear.  I now meet every one with confidence and inner calm. 
 

I may say that the growth has all been toward the elimination of selfishness . . . it 
has been in the direction of practical, working realization of the immanence of God 
and the divinity of man’s true inner self.                                                                        
                                                                                                                       William 
James 

 

Healing testimonies rise in the scale of value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 of those who offer 
them.  William James writes in measured words of 
what spiritual healing meant to him.  He is 
remembered as a founder of the modern school of 
pragmatic philosophy.  Pragmatism tests the truth 
of a principle by its results. 
 
Spiritual Healing begins with the inner self.  It first 
utters the ancient cry of soul, “Make me a clean 

heart, O God, and renew a right spiritual within me.”  As it moves from the  spiritual 
center to the physical circumference of our being, it guides the currents of our  



thinking and directs our being, it guides the currents of our thinking and directs the 
stream of our emotional nature.  
 
Peace comes to the troubled mind, rest to the jangled nerves and the power of the 
Holy Spirit is released within us.  Through this process, a new source of life and 
healing is taped within us for body and soul. 
 
But we must do the footwork for such healing to be a continuing process.  This is 
our partner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in healing.   Our part of the partnership is to read 
and pray, to “walk the Christian talk of working at forgiveness, of letting go of 
resentments of focusing on what was very heard for Our Lord in his final prayers 
before his arrest,  “Your will, not mine be done.  And so may we live in the 
consciousness of the Spirit which is the continuing consciousness of heal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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