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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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費    霖牧師/   The  Rev.  John  Phalen   (714-322-8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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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 後 話 

 由香港回來已經很多天了！然而混身困頓、頭 
腦仍舊昏昏沉沉、大部份的時間在迷迷糊糊地過日 
子，整個人好像“泡浸＂在半睡半醒的夢幻中；就 
算坐起來想“寫＂幾句都座不安席。畢竟歲月催 人， 
自己已不再年輕了；這回要不認“老＂也不行啦！ 
 

 這趟“尋根之旅＂，由於要“遊＂的地方太多 
而時間又那麼“有限＂（前後加起來都只得十五天） 
，旅遊的時候，有如“跑馬看螞蟻＂。（前人說： 
“走馬看花＂，意指：眼前掠過、祗能看到一些表 
面；而“跑馬看螞蟻＂的意思，就是：一忽閃過、 
連輪廓都看不到。）殘軀實在承受不了這麼樣的勞 
累，在大陸的時候早就有些“不大妥當＂的感覺了 
，回來後竟然有點兒變本加厲。  
  

 11月有感恩節，這個時候讀 George 送來的文 
章：“感恩的話＂，愚意以為合時極了！我們是否 
也該數算一下：過去這一年，上帝賜給我們的恩澤 
究竟有多少？ 
  

 眼前，教會正在進行“管家事奉＂，費霖（菲 
林）牧師在講道時、也在“牧師的心聲＂裡，不厭 
其煩地提醒我們，希望大家“緊記在心＂。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6 年 11 月 
第九十三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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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費   霖 牧師               

 
 

「你準備好了嗎？」 

 你準備好了嗎？你已購齊了所有東西嗎？看來仍未。還有兩

個月，聖誕節便要來臨。很多店舖已陳列了聖誕禮品。由於我不

喜愛去店舖購物，我都在電腦網上購物或郵購，我已收到10 至 15 
份郵寄冊子。我希望所有購物從感恩節後才開始，很幸運地，我

不須要由暑假便開始做這事。將來如何便不知道了。 

 我們很快便要面對聖誕的來臨。我們要準備好，從送禮物開

始。你有沒有想過你會送甚麼給你愛的人？我常對母親說（你們可

能會記起她）她是一位很慷慨的給與者，但她要學懂怎 樣成為

一位接受者。 

 當我們想到聖誕節時或送禮物時，讓我們想想將會在聖加百

利堂收到什麼聖誕禮物？這禮物會在聖誕後收到，但是很特別，

一位新牧師及他的家人將會和我們在一起！ 

 我們會想到能夠迎接到一位新牧師是多大的恩典。這是我們

開始有遠景的時候，我們將會發展的新方向。現在我們談到管家

事奉。今年我們的支付費用比較低。但是新一年，我們要向新牧

師及其家人來臨而作出承諾，這很重要。我希望大 家能接受挑，

審察自己及嘗試增加大家向聖加百利堂的奉獻。在慷慨的精神，

熱心支持本堂的事工發展。 

 願神保佑你們。願神保守我們的聖加百利堂大家庭有豐盛快

樂的聖誕。但願管家侍奉的支持使我們有更美好新的一年。 

※        王永良翻譯      ◎ 
 

http://www.saint-gabrie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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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月份牧區議會簡報             －  文書王永良      
（一） 韋啟鑾弟兄參加了教區小組會議，主教希望在未來十年、 
  在本教區增加10所“華人教會＂；本堂議會歡迎及支持這 
  個消息。 
（二） 林少蘭姊妹參加了本堂辦公室的義務工作，服務教會，事

奉上帝；值得弟兄姊妹效法。 
（三） 預算委員會將於十月一日招開，請留意。 
（四） 李堂長伉儷將於十一月六日至將於十六日回港一行。 
（五） 十月二十九日，歡迎本教區安德遜主教蒞臨，參加主日崇

拜，隨後為「活水泉」及「陳李麗嘉紀念花園」舉行感恩奉

獻禮，屆時祈請踴躍出席，同頌主恩。 
（六） 歡迎新牧師委員會由張茂棋弟兄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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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月份牧區議會簡報             －  文書王永良      
 

（一） 聯合感恩奉獻（UTO）由聯絡員 Charles Cheung 負責。 
（二） 本堂於 2007 年三月及五月，副堂將作為蒙市政府之選舉

投票站。 
（三） 十月份的查經班在 Tim + Iris Wai 家舉行。 

（四） 感恩節慶祝定於十一月十九日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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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月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耆英會： 十月十八日的耆英會，假座本堂的圖書館舉行。與會者

共有十一人，更有來自香港的 George + Pauline。那日研經的題目為

十誡，由 Father John 講解，各人亦有發表心得，直到十二時祈禱後

宣告散會。會後一同往江浙口味的采味樓午膳，到餐館時，忽見坐

前車的 Julie Go 下車時跌倒在地，眾人當時都大吃一驚。幸有亞Tim 
及Iris 夫婦，他們即快步趨前扶起，緩步入餐室前座休息。亞 Tim又

即時為她按摩及擦藥油。感謝主恩，幸無大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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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團契聚會： 十月份的同心團契在安仔、良仔家中舉行聚會，

有 22 人出席（包括早、午兩堂的弟兄姊妹，菲林牧師和師母 Sherry
（她是一位中醫師兼針灸師），他們很早便到。師母今晚和大家談及

不同的痛症的起因，和不同的情況，大家都很感興趣。有不少姊妹

提出不同症狀及疑問，師母都一一解答，及後更替大家看診把脈。 
當晚，大家唱了久遠了的“藍夾詩歌本＂，也唱了不少悅耳聖詩。

而 Pot Luck 方面，大部份是 Home-Made，有不少很有特色的菜

色。安仔預備了各色甜品，連剛學會做的“OPERA”三層 Cake 都不

缺席。 
Paul 弟兄因為腳痛，原不能出席，最終卻出現了，讓大家都很高

興。  

陳李麗嘉紀念花園暨活水泉落成感恩奉獻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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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請本教區安德遜主教

 （Bishop Anderson）主持此雙重盛典。禮成後，李堂長及

 Benson 兩家特備豐盛的午餐招待，參加的弟兄姊妹和親朋

 好友非常踴躍，大家為此感謝讚美上帝。 
＊＊＊＊＊＊＊＊＊＊＊＊＊＊＊＊＊＊＊＊＊＊＊＊＊＊＊＊＊＊＊＊＊＊＊＊＊＊＊＊＊＊＊＊＊ 

   好   消   息：  

 粵語查經班已經恢復了！時間是每個星期五下午八

時，由韋啟鑾與林少蘭伉儷主持，目前轉到張茂棋、張已

枝伉儷府上進行，研讀的是羅馬書。希望弟兄姊妹們踴躍

參加。我們感謝他們的熱心招待、和對上帝的忠誠侍奉。 

 張氏伉儷地址： 249 Los Laureles Street   
   South Pasadena,  CA  91030 
   Phone:  323-255-2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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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路上的光。詩一一九: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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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份生日慶祝會當日，出席的壽星們合照：     

 
 

 

夜間英文進修班照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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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正接受

 “化療＂手術，身體非常衰弱。單牧師已經回美照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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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以康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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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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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譚吳巾雄姊妹目前仍然在家休養，身體已無大礙，近日亦已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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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泉與陳李麗 

嘉紀念花園的 

幾 個 不 同 鏡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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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為安德遜主教（Bishop Anderson）為本堂的活泉和 
 陳李麗嘉紀念花園主持奉獻禮後，攝於切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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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主 教 的 到 訪   －  良  仔  
 
 

  10 月29 日，本教區安德遜主教到訪本堂，我們舉行聯合崇

拜，由菲林牧師主禮，主教講道。 

  主教很早便來到本堂，將近10 時，早堂弟兄姊妹正在查經，共

有七位弟兄姊妹，主教也看到我們的查經情況。 

  崇拜時，大約有七十多位教眾，青年及早堂均有人參與。詩班

及司琴特為主教準備了獨唱及獻唱，主教也很欣賞。主教講道的主

題是“開啟心靈的眼睛＂，他指出：我們應該放開心眼來歡迎神。

他舉出一例子：有一位一百多歲的的女長者，她健步如飛，身體健

康，精神很好，她的兒子反而老態龍鍾；這便是“心態＂的問題與

及“意志力＂的強弱。別人問她的心境，她說她常快樂，覺得主常

在她附近，也覺得神常安撫她擁抱她。主教也引用馬可福音：在耶

利哥耶穌醫治瞎子的故事，這瞎子因信而得救。說明了“信＂的重

要性。講道後，主教特地獻唱了一小段頌歌，是他在非洲時曾唱過

的。在平安禮時，青年都圍著了主教，因他是“好牧者＂，看顧小

羊，很友善可親。 

  最後，主教和詩班帶領會眾來到新建的活泉及陳李麗嘉紀念花

園，舉行了奉獻禮。這是李堂長及 Benson Chan 的努力成果，他們

及其家人花了不少心思。 

  是日的午飯，菜色豐富，由李堂長及 Benson Chan 奉獻的。菜

餚共有五大款，另有大蛋糕，都由婦女部及廚房部共同策劃及安

排；青年們更專誠為大家 Serve Lunch。 

  主教和菲林牧師因同是神學院 60 年初期的同學，因此認識多

年，堂長也一一介紹本堂的議員認識主教。 

 這次主教的訪問可以完滿結束，大家都很高興。也多謝各工作

人員的優良表現。     ◎ 
***************************************************************************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上帝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必在耶穌基督裡，保守你們的心懷意念。    腓四：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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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 Birthday     十一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祝祝  生生  日日  快快  樂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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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梁鄭國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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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另一一個個““死死  而而  復復  生生  的的  故故  事事＂＂  

    （（TThhee  DDaayy  II   DDiieedd     －－bbyy  SStteevvee  SSjjooggrreenn））  
                                                                － 良 仔 － 

  

 Steve，一位洛杉磯的主任牧師，在一次手術中，心跳停頓了

七分鐘。後來他回復了心跳，Steve 經歷了一次“死而復生”的體

驗。 
  

 當 Steve 心跳停止時，他聽見了神的聲音。多年來，他從未如

真此 實地聽見神的聲音，是如此響亮的。神告訴他“不用害怕”。

這聲音很像是百多位好朋友在同一時間發出的聲音，是和諧的。

Steve 燄的感受像摩西在沙漠中的荊棘火 中所聽見神的聲音一樣。 
  

 他覺得自己慢慢飄浮在手術室的天花板下，往下望則看見自|

躺己的身體仍 在手術床上。他聽見神在告訴他要改變他的生活方

式。當 Steve 的心跳恢復了，他的靈魂如旋風一般被吸回體內。 
  

 Steve 死而復生後，人生有了很大改變： 
 

 一） 兔從 子變成烏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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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要求 Steve 減慢他的生活步調：他的生活方式變得更平 

  為衡，更多關心別人，更 他人設想。由於這次重病，他面臨 

  “大減慢”，當他減慢時，別人便會追上來，自己便會變成 

  烏龜，慢慢前進。可以別人並沒有少看他，反而感激他，也 

  為願意 他工作。 

一） 懂學 “放手”： 

  由於 Steve 須要很長的康復期，他放棄了主任牧師的職位，

  但是在靈性生活上，他有了更大滿足，他有更多時間去靈 

  修、禱告及寫作。他覺得自己不一定要像雄鷹般在高空飛 

  為翔，因 他曉得神也很愛“小麻雀”。 

二） 做一個更好的丈夫： 

  由於今次重病，Steve 感受到妻子對自己的體貼和關心 他 

  為 她對妻子心存感激。他視妻子 良伴，多次和 約會外出，一 

  逛 為起看電影，一起 商場，一起看日落，他們互談心事，成  

  心靈伴侶。 

三） 當 Steve 你 你的靈魂飄浮在手術室內，神曾問他：“ 知道 的

嗎子女的朋友的名字 ？”這並不是發白日夢，Steve 卻答不

出來。這時候，Steve 才了解到自己並沒有時候去關心女兒

的朋友，平時太專注於自己的工作。Steve 對子女的態度變

得有更大彈性，並且他了解到做父母的也要尊重子女的看

法。很多時候，家長只要求子女尊重家長。其實，人的關係

是應該“相向”的。Steve 她相信自己女兒的判斷力，相信

選擇男友的眼光。他也常和女兒的男友交談，多作了解。 

四） 做一個更好的鄰居： 

  為了和鄰居打好關係，Steve 啡常準備好咖 來招呼鄰居。他 

  在家中的地下室添置了一座大型的影視器材，準備了好的 

  VCD、DVD 來招呼鄰居。 

五） 做一個更仁慈的人： 

  為了對別人更仁慈，Steve 推廣“Servant Outreach”（僕 

  為人式的對外事工），便是多 人服務。例如在大熱天送路人 

  瓶一 水、在下雪天替人“剷雪”、油漆房屋、替人洗車。 

  Steve 死而復生後，較前沒有這般執著，Steve 會施與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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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多。仁慈是治療的最大力量，是一種積極的力量。 



六） 懂 怎學 樣和垂死病人談話： 

  死亡本身並不可怕，問題是很多人沒有心理準備，也不去

想  它 為。倘若我們在有生之年，多 主做工，多服務人群，便

沒  麼有什 遺憾，也沒有了恐懼。 

 Steve 為認 ： 

1. 緒當探病時，自己本身表現得太傷心，影響到病人情 。 

2. 為切勿告訴病人，他快要死去，因 這是醫生的工作。 

3. 須要有正面態度，保持微笑。 

4. 如果可以的話，帶些音樂帶或 CD 給病人。 

5. 或是有聖經經文的 CD。 

 Steve 計畫要活到 90 歲，他把日常生活、事情，夢境禱告都

記錄在電腦上。他也常閱讀勵志的好書。他寫下目錄，看更多書

本，多寫作、多禱告、多服務大眾。 

 最後，達芬奇（Leonards da Vinci）曾說過： 

  “一個過得很好的日子帶來快樂的睡眠， 

   因此生活得好會帶來快樂的死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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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老老    人人    與與    運運    動動      （續完）      － 關  生  

  我們常聽到人家說：「人到老年，百病叢生。」我們中國人，

尤其是婦女們，一進入老年，第一個儀態就是行動變慢起來。無論

是走路或工作，各種動作都沒有像以前那樣靈活輕快。主要原因是

開始患上萎縮症，即平時沒有注意肌肉的運動。要知道人體肌肉組

織可分兩大類：一是快動作結構，另一是慢動作結構。快動作是管

理快的動作，如跑步、跳繩等；慢動作是管理慢的動作；如步行、

打太極等。假如當你步入老年期，若不去運用你的肌肉的話，那你

的肌肉就會慢慢萎縮下來，直至到失去其功能。那時你就感到上樓

梯困難，或坐下來而感到無力站起來的苦惱。雖然我們的肌肉因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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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而慢慢鬆弛下來，他能早日做適當的運動和保養，仍可防止或減

低鬆弛程度。很多八、九十歲的老年人，他們仍能打網球和游泳，

過著健康的日常生活。為防止肌肉的萎縮，除每天作步行外，還要

每星期做些比較強烈的運動和工作，如跳繩、短跑和輕型舉動等。 

 記得在十多年前，我懶於晨運，也不太注意到運動對老年人

健康的重要。我的近鄰溫先生可幾次勸我去和他們一起去步行，我

屢次找藉口來拒絕他的好意，有一天晨早他打電話來請我去他府

上，吃他親手做的皮蛋瘦肉粥，我不好意思推辭便和太太步行下

去。吃完後他們互相交換眼色，並拉住我一同去步行。雖然知是預

謀，但領了人家的盛情，那裡還能說“No＂呢？自從那天，我每星

期六早晨便去參加他|們的步行和做氣功十八式運動。如是者有三年

多，養成晨運的習慣。後來在我們教會，請我

們的一位教友殷雁萍姊妹帶領十數位年長者

年長者每星期到附近公園去打六通拳。後來

又得徐枚師教我們打吳家太極拳，對老人

家保健養生，打下良好的晨運根基。可惜

近兩年來，晨運活動停頓下來，長此下去，

對年老教友的健康影響極大。我在此向耆英

會，早日恢復晨運活動，有強健的身體，才

可為教會做更好、更多的工作。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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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尋 根 之 旅 ﹏﹏  
      

 每次遠遊，計劃的初期，贊成和有意欲參加的人不少，甚至可

說是：聲勢哄動，反應肯定“熱烈＂；祗是等到確定成行時，吵鬧

的聲音忽然不見了，要參加的人驟然減少、甚至會變成小貓三隻、

兩隻，今次的遭遇自然不會例外。 

 最初，想到 “年事已高＂，對遠遊已經有點兒“恐懼感＂，

長途飛行太辛苦、自己也實在吃不消。既然要旅行，很想趁機會重

返“相思地＂、再作一趟“北海＂行。於是，計劃中先到香港、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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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島作環島遊（主要目的是吃“文昌雞＂和那裡的海鮮）、然後乘

車經雷州半島的湛江（廣州灣的前身）到北海。在北海，我可以再一



次看看仍然活著的兩、三個“老傢伙＂。（是1940年代我在那裡唸

書時的“老同學＂，如今剩下來的已經“寥寥無幾＂了！）再從北海

乘火車到南寧（希望可以見到一位離校後再沒會面的老同學、老同

鄉）。中、越交界的“德天瀑布＂離南寧很近，風景清秀得有點近乎

“原汁原味＂的“原始＂，我在電視屏幕上見識過（不像美、加交界

的“尼亞加拉瀑布＂的過度開發），非常神往。還有，越南的下龍

灣，風景美麗、熱鬧，有“水上桂林＂之稱，有機會自然不想放

過。整個行程，我不想超過兩週，超過兩週的話，一定會“想家＂

的！ 

 有了計劃，開始通知那些有興趣的親友，他（她）們知道我要

組團返大陸，反應都很熱烈，也有很多不同的提議。最初，紐西蘭

的大嫂、妹妹和侄兒們、伊利諾州的姪媳、這裡的姪女、女兒和孫

兒女……，響應的名單一大堆，聲勢嚇人。不過，一大堆問題也跟

著來，因為想參加的人，絕大多數是“竹升、土著＂、從未到過中

國，到大陸的話，一定要到北京，看故宮、爬萬里長城：其次也想

藉此機會可以“尋根＂，見識一下父、祖輩當年生活過的地方。我

不得不將行程一改再改，祗可惜改到後來跟我先前的計劃已“南轅

北轍＂了！紐西蘭的大嫂與姪兒等有各種原因改變了主意、伊利諾

州的姪媳沒假期、這兒的姪女沒意願、兩個男孫的父母又不放

行……，人數一減再減，到最後，加上關甘澍弟兄一家四口，總共

才祗得十四人。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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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享     篇 

在香港，George 告訴編者：他在教會的信箱裡留下一篇“見證＂文
章，又再三叮囑編者不要忘記刊登在佳音月刊，希望大家有機會分
享得到。他說：「這篇文章的作者已經辭世，生前是聖馬利亞堂的
教友。」編者如今謹遵吩咐登載在下面。 

  ※   感 恩 的 話  ※   －  梁德成夫人 

 我是一個十分事業型的女性，有自己的事業，終日為事業勞奔

波，然而，我對女兒都十分疼愛，無論怎樣忙碌，我和丈夫都會帶

著女兒往主日學去。還記得當時的我還未信主，當我帶著女兒往主

日學去後便會到聖堂崇拜。當踏入聖堂時，第一個帶給我的感覺

是：寧靜、舒服，不知為何會有這種感覺，而這種感覺是從未有過

的。還有每當我聽到弟兄姊妹頌唱詩歌時，一個普通的我，不知為

何會不自覺地流起淚來。每星期都是這樣，那種感性和寧靜令我有

很大的感動及令我不自覺地踏入聖堂去聽道。 

 零五年七月，經醫生證實患有末期肺癌，我知道後實在是不能

接受，因我突然覺得所有東西都失去了，我要停止工作去治病，而

我的女兒也十分年幼，家庭也將會失去我的照顧，而不接受也需接

受，就是去治療。每次入手術室前都非常恐懼，感覺神好像沒有幫

我，每次求神去醫治時，但似乎都沒有蒙應允。於是我有少少埋

怨，但埋怨中，我始終也沒有離棄神，我拖著神的腳，哀求祂不要

離開我。跟著，接受一又一次的治療，每次都大上大落，而每次過

程中，我都求神答應 呼救，但祂好像聽不到我的呼喚，於是我就會

埋怨，但埋怨中，卻又會呼喚神去幫助，而每次就這樣過了難關。

其實主根本沒有離棄我，只是我還未學懂完全交托。由我踏入聖馬

利亞堂的一刻，我與神已有一種緣份，每當我面對苦難時，只要我

願伸出我的手，祂必毫不考慮地就牽著我，與我一起走我苦難的

路。 

 從前的我會時常埋怨上天，為何我會有這個病，現在的我已懂

得交托及以平靜的心去接受這 個病。這些都是因信了主，而主賜給

我無限的平安。「這個病對我來說真是人生一大考驗，而這個考驗真

是……」。但當我感覺這是一種考驗時，我已經覺得這個不是病，而

是人生一大磨鍊，而這個磨鍊令我更加珍惜我與女兒及丈夫的每一

分每一秒，與此同時，亦深深感受到丈夫及家人對我的無比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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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所以，在這裡，奉勸各弟兄姊妹們，所有的考驗其實每個人都

承擔得起，只要不放棄，只要有明天，所有事都可以解決，及凡事

只要交托，神必會帶領我們去走每一條或平坦或崎嶇的路。 

 我發覺神原來真的像足印一樣，沙灘上的足印不是我的，而是

祂的。我常常都感覺神不存在，但其實在其間祂幫了我無數。我們

不可以叫神答允我們所有的要求，因為神可能要給我們很多考驗來

鍛鍊人生，或許神要安排我有另有使命呢！在我受洗後，我有一個

重生的感覺。未受洗前，我是一個沒有安全感，沒有目標及很多埋

怨的人，尤其是對我的丈夫，但其實他是我天父以外，另外一枝大

支柱。在這一年裡，他十分支持我，為了我，他放棄了很多很多東

西，對我「不離不棄」，他為我四處尋名醫，陪伴我到處治病，所以

在這裏，我真心真意的多謝我的丈夫「梁德成」，他真是一個極好的

丈夫。 

 此外，在這段期間，神也差遣了很多天使及牧者來，這些真是

神給我的恩典，我在這裡真是十分多謝 Ansa 及 Nelson，由我踏入 

不久，他們已經十分照顧我及家人，對我不離不棄，有很多時候，

每天都來探望我，我真是十分多謝神派了這兩位天使，守護神來幫

助我。每次我最驚恐及徬徨的時候，他們都會出現，令我有重生

感，而令我真的感受到這一切一切都是神差遣他們來幫助我的。 

 此外，我衷心多謝彭會吏長、彭師母、林牧師、魯牧師、

Jenny、梁熙夫人、張健生先生夫人、陳達文先生夫人、孫姑娘鉀所

有弟兄姊妹們，他們的代禱、關懷及慰問卡，令我在這一年裡有無

限的鼓舞。所以在這裡，再一次多謝您們的關懷及支持，若沒有您

們的關懷及支持，我絕對相信軟弱的我一定支持到今天。 

 我在此更想向大家說：有很多東西是時間追不回的，希望大家

珍惜眼前的一切。 

 直到現在，我已經差不多走到醫生判斷為人生末期的一刻，我

只想盡量享受餘下在世的日子，盼望神賜給我，舒服、寧靜及開

心，無論日子有多長，願神與我同在。   ◎  

使徒保羅說：「 我每逢想念你們，我就感謝上帝；

    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 
    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     腓 一： 3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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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fR.  JOHN  PHALEN 

 
                

       Are You Ready    
 

－   Father John  － 

Are you ready?  Have you done your shopping yet?  Not likely.  But Christmas is 
coming, less than two months away.  The signs of Christmas are in the stores.  I do 
a lot of shopping by mail order catalogue, because I don’t like to go into stores.  I’ve 
already received about ten to fifteen mail order catalogues for Christmas.  I wish all 
of this wouldn’t begin until after Thanksgiving, but I guess I’m lucky it doesn’t start 
in the summer. Who knows about the future! 
 
Well, pretty soon we’ve got to face it.  Christmas is coming.  We’ve got to get ready.  
Let’s start with gifts.  Have you thought about what you are going to give to your 
loved ones?  A more difficult question, do you know what you want yourself?  As I 
used to tell my mother (whom some of you remember) that she was a generous 
giver but she had to learn how to be a generous receiver.  I guess I take after her, at 
least in the matter or receiving. 
 
As we consider Christmas and gift giving, lets think about a very special gift we are 
going to receive at St. Gabriel’s.  The gift may come a little after Christmas, but it is 
a very special gift.  A new rector and his family are soon to be with us! 
 
And we have to think about the generosity of receiving a new rector.  It’s time to get 
ready for the vision, the new direction he will develop with us.  Yes, I’m leading into 
the question of stewardship.  Our expenses have been lower this year.  But we 
have had to make a commitment to our new rector and his family.  And it is critical 
that we stand behind that commitment.  I am asking you to accept the challenge of 
examining and trying to increase your pledge to St. Gabriel’s in the spirit of 
generosity and in the enthusiasm of envisioning an exciting future for our St. 
Gabriel family with our new rector.. 
 

May God Bless you.  May God Bless our St. Gabriel family with a full 
and joyful Christmas.  And may we be blessed with the stewardship 
support that can lift into a wonderful New Yea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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