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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後 話 

 剛過“ 感恩節” ，吃火雞後殘留在嘴角的“ 雞 

香” 仍未褪盡，說過的感謝話猶在耳際繚繞著，而 

聖誕節卻又迫近眉睫了！我們是否有時間過得太快 

的感覺？（請不要忘記：“ 自己在豐足的時候要想 

念到還有很多人活在欠缺中” 。） 

 每年的歲末，大家都會想到“ 送舊迎新” ，對 

我們來說，今年就更有意義了。年初，徐牧師退休 

離開，單牧師暫代；八月單牧師因兒子有病需要照 

顧，於是請費霖牧師接替。但，到今年除夕，我們 

得為費霖牧師送行了，因為到時又要迎接盧君灝新 

主任牧師一家的到來。對一間像我們這樣的小教會來 

說，今年的“ 迎、送” 是太繁忙了！不過，盧牧師 

的到來，自然會有另一番“ 新氣象” ，這是我們可 

以預期的，希望大家能為教會的未來多作禱告，祈 

求天父的指引和帶領。 

 “ 聖加百利佳音” 月刊自徐牧師上任創刊到如 

今，前後跨越了兩個世紀，說起來好像有點誇張， 

不過這是事實。（由 99 年 1 月到 06 年12 月）整整 

八個年頭，其間自然有很多“ 未如人意” 的地方， 

希望盧牧師上任後能有“ 另一新面目” 。      ◎  

聖加百利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6 年 12 月 

第九十四期 
           ＊＊＊＊＊＊＊＊＊＊＊＊＊＊＊＊＊＊＊＊＊＊＊＊＊＊＊＊＊＊＊＊        

   恭 祝   
 聖 誕 快 樂， 

       新 年 平 安！ 
               聖加百利堂全體仝人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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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  費   霖 牧師               

 
 

「 是 誰 來 你 家 ？  」 
 對兒童來說，聖誕節是很特別的日子。“是誰來你家？＂年

輕的小孩會很興奮地告訴你是“聖誕老人。＂但當孩子逐漸成長，

他的興奮程度會減退，開始懷疑說：「是否真的有聖誕老人？」這

時候，我會試圖幫助兒童明白聖誕的精神。它是代表“愛＂及“施

與＂。但是我們和兒童也有些傷感，因為年輕時、聖誕老人送禮物

的想法已不存在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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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誰來你的家？＂有些人會很孤單。對某些人說這節日可

能是很難受，因為過去的回憶會回來。有些人不喜愛聖誕節，因為

他（她）們會想起了寂寞。我希望這節日對大家來說是美好時光。聖

誕應該是高興的節日。希望你們最親最愛的人會來探訪你們。 

 但是聖誕節也有“黑暗＂的一面。就是在“聖靈降臨節＂期

間，我們都忙於準備：購物、旅遊計劃、探親友。在這“好消息＂

的後面，是在一個寧靜寒冷的晚上，一個嬰孩在簡陋地方出生。當

時雖然有“應許＂的明星照耀著這嬰孩，但這不是高興快樂的“應

許＂。這小孩要逃避家鄉的暴行，在早年便成為難民。他在貧苦環

境中成長，雖然他的宗教智慧使耶路撒冷廟堂中長老覺得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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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如此，早期的基督徒，在回想他的出生時，會明白到先

知以賽亞的話語： 

 “他在耶和華面前生長如嫩芽、像根出於乾地‧他無佳形美

容、我們看見他的時候、也無美貌使我們羨慕他。他被藐視、被人

厭棄、多受痛苦、常經憂患。他被藐視、好像被人掩面不看的一

樣‧我們也不尊重他。他誠然擔當我們的憂患、背負我們的痛苦‧

我們卻以為他受責罰、被 神擊打苦待了。那知他為我們的過犯受

害、為我們的罪孽壓傷‧因他受的刑罰我們得平安‧因他受的鞭傷

我們得醫治。＂（以賽亞書 53 章 2 至 5 節）。 

 聖靈降臨節是自我審視和悔過的時間。在匆忙預備聖誕節時 
大家有沒有想過這聖嬰對你生命的意義？他的行為有沒有碰觸到你

的痛苦、你的孤單、及你的抗拒？這聖嬰是否替你負擔了罪？ 他是

否醫治了你的心靈？這孩子是誰，而你希望會和他和你一起？是誰

去了你家？ 

※        王永良翻譯      ◎ 

      十一月份牧區議會簡報             －  文書王永良      

（一）  韋啟鑾弟兄參加了教區的 EAM/LA Council 會議，教區決定
在洛市多設立華人教會；感謝韋兄弟的參與。 

（二）  2007 年度的 EAM，亞裔事工會在 2007 年七月在本市舉
行。 

（三）  2006 年十二月 30 日（星期六）下午四時，本年度的聖樂事
奉，Service of Lessons and Choir 將會在 ST. Thomas 

Church 舉行。每教會負責兩首聖詩及 Pot Luck Dinner。歡
迎兄弟姊妹參與盛事。 

（四）  2006 年 12 月 31 日（星期日）崇拜後、本堂將舉行「送舊
迎新」午餐（送舊歲迎新年；歡送菲林牧師一家同時亦歡迎
盧牧師全家的來臨），請兄姊們踴躍參加。 

（五）  國語團契定每月第三個星期六早上 11 時在副堂舉行聚會。
欲知詳情，請與張才忠弟兄及殷雁萍姊妹聯繫。  

（六） 2007年度新牧區議員有：歐維中、梁力斌、韋啟鑾及植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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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珠等接受提名，感謝他（她）們的熱心事奉。 

（七） 議會曾討論租借本堂設施作為中文及補習班……等事項，一
切仍在商討階段，未有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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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月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耆英會： 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的耆英會，假座本堂的圖書館舉

行，主人（菲林牧師伉儷）和與會者有八個人。那日的研經由菲林牧
師親自擔任，他選讀了詩篇第四十六篇，並以該詩篇的內容，見證
了一段關於他“ 獻身教會、事奉上帝” 的親身經歷。所有與會者聽
到後，都很動容。聽完了見證， 後還是人人酒家有辦法，提供了
一頓豐盛又美味的午餐，讓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心懷感謝。

同心團契聚會： 十一月份的同心團契在 Ada（梁鄭國貞）家中舉行

聚會，有二十多人出席。聚會前，照老例是“ 百樂大餐” （Pot - 

Luck），  



國語團契重起旗、鼓：本堂國語團契的兄弟姊妹在十一月十一

日，星期六，在副堂為羅大姐（邱太羅思凱）的壽筵舉行慶祝。在 Paul 

及雁萍的聯絡下，一共有 19 人參加，包括三位牧師，菲林牧師、尤
牧師及 Rose 牧師。眾人表姐、Tim及Iris Wai 均有參加。形式仍走 Pot 

Luck，Paul 更預備了壽包、燒賣、廣東粥……等。我很讚賞這種“ 自
發自覺” 的精神。早堂弟兄姊妹辦事盡力熱心，“ 當一件事來辦” ，
也常互相關心，很有愛心。 

 Father John 為大家準備了節目，談了氣功治療法，師母也談了中
藥特性，大家很投入，且有蛋糕拍照。尤牧師也認為我們的國語團
契的組成，是本教會的良好進展。原來十七年前，本堂的粵語弟兄
包括 Tim 兄弟，組成了國語團契。這團契曾因事停辦了大半年了！如
今因這機會而重起旗鼓，定每月第三週六，上午十一時起在副堂舉
行，由Paul 及雁萍聯絡。Tim、Iris、良仔、安仔幫忙辦事。 

 Paul 弟兄說：這團契的組成，有跨越教會的會友參加，如羅大姐
朋友、女兒、跨越了語言說粵語的弟兄姊妹參加，也有老、有幼，
包括 Betty 的兩位小孩。大家很盡歡，這是新氣象。 

感恩節慶祝會花絮：        －     良仔                     

 和往年一樣，本堂的感恩節晚餐同樣豐盛。參加者有七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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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共聚一堂，十分熱鬧。 

 菲林牧師、師母及他們的女兒親手送上兩隻肥美火雞。順叔和
師母兩位又做“ 切肉師傅” ，再將另外兩隻切好、“ 排列得整整齊
齊”  的火雞肉分成兩盤擺出來。 

 本堂婦女組、包括：King 嬸、Susan、Ada、Anne、婉萍姨、表
姊 Phebe、Iris Wai 為大家準備了糯米飯、火腿、糕點、甜品等。青
年們也做了Mash Potatoes；當然，還有其他教友幫忙打點一切。 

 餐前，青年們為了感謝主的垂愛、照顧，預備了 Thanksgiving禱
文，這是青年們自發提議的。他（她）們用中、英文表達對神的謝
意。看見本堂青年們的投入和奉獻心，良仔很有Feeling，也很安
慰，他（她）們是後浪、也是“ 積極” 的代表。 

 主日學的學生多了很多人，且有家長參加 Thanksgiving Dinner，
Valerie 姨也講解了基督誕生歷史的節目，這都是很好的消息，值得
大家感恩。當然，還有活泉及花園的完成，本堂要感恩的事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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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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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並不固定），十二月
的聚會在 Ada Leung 府上進行，研讀的是羅馬書。希望弟兄
姊妹們踴躍參加。欲知詳情，請與韋林少蘭姊妹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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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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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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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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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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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目前仍需接
 受“ 化療” 手術，身體已有好轉。我們求主繼續醫治、看顧和
 保守，讓他的身體早日康復。 

3. 請為盧君灝新主任牧師和家人祈禱、他（她）們將於本月底到
 達洛城，定明年元月一日（元旦）接任本堂主任牧師。愿他（她）
 們旅途平安，一切有主的引領和看顧。 

4. 譚吳巾雄姊妹近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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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更  正正    與與    道道  歉歉：：  
 

近幾期佳音月刊之內容，謬誤百出，引起很多誤解，
玆特更正如下： 

 一） 活水泉的全部建造費用一萬多元，全部由李堂長伉儷奉獻。 

  （正確數字因編者老胡塗，腦袋裝不穩而失掉了，不好意思 

  再問啦！） 謝謝  。 

 二） 上月（十一月）本刊登出的生日名單竟然與十月份的一模一 

  樣，這是編者之一時“ 烏龍” 所做成。十一月份生日的名單 

  原來是如此的： 

 Kenny Kong ( 2日) 關芝娟 ( 5日)  植劉寶珠 ( 11日) 

 黎張亞莉（13日） 王永良（21日） 陳 婷 欣 （ 24 日 ）
 Doris Chu（26日） 龍之榮（28日） 李王惠兒（29日） 

三） 十一月份生日會的照片，也因相機出了問題而欠奉。  

※ 因以上連串出錯而引致不便之處，同仁等感到非常抱歉。 

 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給 上帝、因為他顧念你們。 
     （彼得前書 5 章 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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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cember Birthday     十二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ι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ι 
 

Wong Pui Yu ( 4日) 黎志明（6日） Ka Kwan Sze（7日） 

Daniel Choy ( 8日) Andrew Kuo ( 10日) 古萼春（25日） 

Darren Choy（25日）Pauli Wai（31日） M. K. Chiu  （Dec., 

               Lunar 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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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生生  命命  旅旅  程程：：如如  何何  應應  付付  逆逆境境””   
                              － 良 仔 － 

 
 

 Billy Graham（葛培理牧師）的生命旅程（The Journey）書中指
出，很多人問他：「神為什麼容許“ 悲慘” 的事情發生？就如
“ 911” 的大災難。」葛培理牧師自己也不完全知道答案。他只有接
受，靠著信心，相信在苦難中神有憐憫及愛心。“ 罪惡” 是真實
的，神的愛心和力量也是真實的。雖然我們不明白，但仍信靠神。 

 當有不幸來臨時，我們應該有什麼反應呢？ 



 “ 上帝是我們的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
的幫助。” （詩篇46:1） 

 當情況變壞，生活便處於逆境。我們會面臨人生的交叉點。當
“ 失望” 、“ 悲慘” 、“ 痛苦” 的情況來臨時，我們決定怎樣做
呢？我們會離開神，或會更接近神呢？我們會拒絕神的幫助，或是
找尋祂呢？我們會倚靠自己的力量還是信靠神呢？我們的生命旅程
不會一帆風順，平靜無風浪的。生活不一定是公平的，時常會有失
望、 

悲慘、痛苦、失敗、病痛、不公義、“ 遭人拒絕” 的事情發生。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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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事都會突然地、或會在沒有思想準備下發生。 

 當生活處於逆境，我們會問神：“ 我們該做什麼、What？” 而
不是問：“ 為什麼會發生、Why？” 因此不要追究為什麼或埋怨？
我們要問神：“ 我應該如何應付？” 、“ 有什麼可能做？” 倘若我
們不是這般問法，便會走錯了路，會變得失望、痛苦、憤怒、嫉妒
及復仇。我們會缺乏靈性，表現得完全不像神所想的，也會使事情
變得更壞。我們和神的關係會變壞。 

（一） 準備逆境求生： 

 逆境來臨時，要持有正確的態度不是容易的。我們要有逆境會
 出現或出現時要有心理準備。平時要在靈性工作上打好基礎，
 要加強對神的信心，才不會搖動。 

（二） “ 失望” 和“ 失敗” ： 

 “ 失望” 是很嚴峻的。在工作上會表現得不理想，小孩子會反
 叛你，婚姻關係會“ 酸” 。重複地失職會引致憤怒、失落、苦
 痛、憎恨及憂鬱。我們會埋怨神及忘記神的應許。和“ 失望”
 同樣而且更痛苦的是“ 失敗” 。“ 失敗” 會引致更大錯折、壓
 力和絕望。 

（三） 如何克服“ 失望” 和“ 失敗” ： 

 “ 失望” 和“ 失敗” 不一定是錯誤、是壞事，因為我們在人生
 旅途上一定會有這些經歷，這其實是生命中的一部份，是不可
 分割的。正如聖經指出：“ 我們在很多事上都有過失。” （雅
 各書3:2） 

 我們要如何克服“ 失敗” 和“ 失望” 呢？ 

 首先：記著神從來沒有改變祂對我們的愛。主愛常存。 

 其次：我們要學懂控制自己，勿擴大事端，要鎮定。 

 後：從“ 失望” 和“ 失敗” 中學習教訓，人生不會常順景
的。 

 “ 主啊！，求　指示我，將　路教訓我。” （詩篇25:4）         ◎    
**************************************************************************  

 　的話是我腳前的燈， 

                          是我路上的光。     （詩一一九: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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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聽  道道  摘摘  錄錄  與與  思思  考考                    － 學 子 

前言： 童年時在教堂裡聽到許多關於耶穌的故事，現在還記憶

猶新，這都是一些容易為兒童接受的純真而美好的種子。半個世紀

過去了，來到聖加百利堂已十六年，聽多位牧師的講道約800次，童

年的“故事＂已逐漸變成了關於人的生命和起源；人的罪性和苦

難；人性的本質和人生的意義；關於神的啟示、旨意、屬性和作為

等等令人渴望思考、求解、追尋的真理和信仰；變成了關於人生奉

行的準則和充實生命的靈糧。 

 很幸運，我們教堂的幾位牧師都有著不同的學術背景。他們有

的原來曾攻讀數學、或學醫學、社會學、教育學及哲學。在他們的

講道中都有著自己原來專業的特點和優勢。使聽道者感受多方面的

教益。多年前我就很想把他們講道的摘要和經過思考所得的收穫記

錄下來。結果還是因為懶和缺乏虔誠之心，將其擱置至今。 



  Nov. 5th 2006                  學  子       【V － 11】 

【福音】：         馬可  12 : 28 － 34     《 最大的誡命 》 

“什麼是真理？＂  －   學會並彰顯神的愛。 

 牧師講了一個故事：某國王在臨終前要在三個王子中間選一位

繼承人。王有一個魔戒指，就請工匠打造了另外兩個一樣的戒指，

交給三個王子自行選取，並申稱，那一個選中真的魔戒，就是未來

的君主。但事後沒有任何人能夠區別其中哪一隻是真的。最後國王

給出一個鑑定的標準：觀察三位王子今後的行為，哪一位王子待人

最仁慈、最親切、最有禮貌，他所戴的戒指就是真的。接著，牧師

又以他親身經歷講述他半個世紀來追尋真理的體會：年青的時候，

為了回答“什麼是真理＂，他在名校攻讀了神學博士，但未得到滿

意的答案。他又輾轉于人類社會的各個階層，從人們身心裡得到的

是近乎絕望的回答。然而由於聖靈的感召，在他四十年事奉神的工

作中，在他學會並彰顯神的愛心過程中，他找到了“什麼是真理＂

的答案。 

 真理是在上帝的浩瀚、永恆的愛裡，祂就是道路、真理、生

命。基督教的最大誡命和真理就是愛神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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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pt. 10th 2006                  學  子       【V － 3】 

【福音】：         馬可  7 : 31 － 37      《 醫治聾啞人 》 

神恩浩大，神為中心。 

 牧師講道中舉了三個例子。其一是1995年獲全美冠軍的小

姐 － 一位聽障的女孩。其二是為一“未婚子＂舉行洗禮的決

定。這兩件真人真事譬示著上帝的愛有恩典、有憐憫、有寬

容。不論是美的或有缺憾的，健康的或患重病的，也不論是義人

或罪人……都在神愛的懷抱裡。 

 第三個例子是：有一個喜歡“自我中心＂的小孩，不停地干擾

著工作忙碌的父親。為了安靜片刻，父親把一張撕成碎片的雜誌給

他，要兒子重新拼好那面完整的雜誌，以為這樣可以繼續工作。沒

想到孩子很快地拼好了。……原來這張雜誌的另一面，有一幅耶穌

為小孩祝福的畫像，這是那孩子借以拼好那張雜誌的依據。這個故

事可以給我們一個思考：人的“自我中心＂常常為我們帶來困境和

相互干擾，如果人們能把自己的意念和言行集中在上帝那樣“沒有

改變，也沒有轉動的影兒＂的美善恩賜和旨意上，我們的生活將會

和諧而有序。 

 凡事以神為中心，以神為本，你將會感受到來自于神的那種

“每時每刻，無處不在＂的恩賜。 

  

  Sept. 17th 2006                  學  子       【V － 4】 

【福音】：         馬可  8 : 27 － 38     《 認耶穌為基督 》 

十字架的救恩  －  基督的 Power。 

 福音中，耶穌問門徒，“人說我是誰＂。彼得回答：“你是基

督＂－ 救世主。 

 牧師講道中指出：當時門徒雖回答“耶穌是基督＂，卻並未真

正認識這位救世主是誰？祂如何拯救世人？ 

 觀察，經歷人類社會的現實，查閱人類撰寫的歷史。人們希望

的“救世主＂往往是戰鬥型、英雄型的超人。人世間的君王、領

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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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有的 Power 是掌控國家民族全部的財政、軍事、科技、能源。

人類的“救世主＂起碼是“MAP＂型的超人。其次是“仁者＂，至

於“善良慈愛者＂則“免談＂。 

 然而聖經卻告訴我們，彌賽亞不是世上的君王、英雄或霸主。

耶穌說：“我不是屬這世界的＂；“……當你們舉起人子以後，必

知道我是基督。＂“人子從地上被舉……吸引萬人來歸。＂ 

 基督教別于其他宗教的核心教義是《十字架的救恩》。人類的真

正拯救者是在十字架上捨身為祭，背負並代贖人類全部罪孽的基督

耶穌。 

 人類因罪而離開了神，來到這苦難的世界，最後也將因十字架

的救恩得以回歸神的懷裡。得到與神合一的永生。 

 基督的 Power 正在于此。   ◎  
************************************************************************** 



 國 語 團 契 消 息    － 殷 雁 萍  

 中斷了一陣子的國語團契活動，11月份恢復了。在張才忠弟兄一聲
號召下，於11月11日星期六中午，國語團契為本堂姊妹羅思凱大姐慶
祝生日。 

 當日聖加百利堂副堂，充滿了一屋歡笑聲，共有23位兄弟姊妹在此
為羅大姐祝福。既祝福她的生日，又祝福它在主的帶領下，幾十年
來一路平安走來，我們也要感謝她對本教會的關心。大家一定還記
憶尤新，羅大姐曾捐贈給本教會她出版過的6本書，并把這6本書義賣
給本堂教友的收入，全數奉獻給了本教會；感謝主恩。 

 羅大姐的生日邀請到了三位牧師：Phalen牧師、尤牧師、Rose牧師
參加。在Phalen牧師的祈禱、祝福聲中開始了生日會。除了各家各有
特色的豐富菜餚，Paul還準備了壽包，羅大姐女兒還準備了生日蛋
糕、水果，Grace帶來了鮮花，眾兄弟姊妹的賀卡，讓羅大姐開心得
合不攏嘴。她感言說：以前曾有朋友想看她的護照，她馬上反映對
方想知道她的生日。她從不告訴別人她的生日，也不喜歡別人給她
做生日。可這次卻領受到了教會眾兄弟姊妹衷心的祝福。感謝上帝
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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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大家感動的是，雖然她們（羅大姐和丘先生夫婦）已是八十歲的
老人，又住在San Pedro，遠離本教會三、四十里路，除了參加星期天
的早堂崇拜，每當聽到有國語團契活動，都很想參加。可是以前的
團契活動都安排在晚上，對她們來講總是一個遺憾，很多時候沒法
參加。考慮到這一點，國語團契從明年一月份起，改為每月第三個
星期六的中午，希望全堂教友踴躍參加；想學國語的兄弟姊妹，歡
迎你（妳）們來。 

 午飯後，費霖牧師為大家介紹了 近頗流行的遠距離自然療法；
師母隨著講解了有關中醫治療常識，謝謝他們。 

 此外，聚會中大家都同意推舉張才忠出任明年國語團契的團長，
殷雁萍為副團長，一同帶領團契的事工。 

 後，借這機會感謝 Ann & Wing Wong 夫婦一直以來對國語崇拜和
國語團契不離不棄，鼎力支持。也謝謝Tim & Iris Wai 夫婦的關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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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尋 根 之 旅 （二）﹏﹏  
       
 今次的行程是先飛北京遊故宮、登萬里長城，再到雲南的昆明
遊石林、到大理和麗江看那裡的古城、攀登玉龍雪山，再轉往桂林
遊漓江，欣賞那兒的山光水色後才折返廣州經佛山、九江、到鶴山
的故居“ 尋根” （照張相），再出江門到中山的翠亨村（妹妹的出生
地，她從未返過），也趁機見識一下“ 濠江” （澳門）那邊的新景象
（自然包括賭場）， 後才從香港回返美國。明知想“ 遊” 的地方太
多，而時間卻非常有限，但又不想放棄任何一個地方，所以非常矛
盾。對我自己來說，除了雲南的昆明、大理和麗江外，其他的地方
已經有多次光顧的經驗，不會感到陌生。與他（她）們同行的話，那
自然是“ 賣大包” ，要做免費導遊了！ 

 這一趟旅程是由Carol 與 KK 伉儷勞心勞力為我們代辦的。十四
日黃昏，我們兄弟、姊妹、妯娌、女兒、女婿和孫女兒共十人、外
加關家夫婦女兒共四位、總共十四人，由他們夫婦親自開車送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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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場。當晚深夜乘坐中國國際航班直飛北京，十六日晨早到達，在
京瑞溫泉酒店（號稱“ 五星級” 、是我們在北京的臨時居處）吃早
餐，然後稍作休息。 

 當日下午，乘車到天安門廣場外的一條街停下來，下車後還要
走長長一段路才看到廣場。我們跟著導遊小姐急急腳橫過大街進了廣
場。（從前三次，旅遊巴士都是載著遊客駛入廣場，無須走這一段
“ 冤枉路” 的。）廣場上人不算很多，仍然擺放著“ 國慶的佈置” ，
我們循例照了一張團體相（效果出乎意料的好）；然後穿過穿過隧道
從天安門進入故宮。可惜故宮裡很多建築物（尤其是太和殿及保和殿）
都遮蓋、或攔阻著、在大翻修呢，他們準備08年奧運會時招待萬國賓
客；所以大家都不能看到主要建築物的真貌，有點失望。我沒到北京
已有多年，有一樣值得一提的是：今次看到故宮的公廁比前改善了很
多，廁所的門前還掛上旅遊部門派發的“ 四星級公廁” 銅牌一個，以
玆獎勵呢！（不信麼？筆者特備圖片為證。） 

 第二天早起，匆匆用過早餐便趕忙乘
車往頤和園。筆者怕走路、尤其是上下斜
坡、攀山越嶺。前幾次遊頤和園都是前門
進入，爬過小山後經“ 小江南” 由後門離

開。今次仍未進園、早已經想著要如何離開了！在“ 長廊” 的
時候，我問導遊小姐是否還要爬山？她
卻問非所答說：「我們還要遊湖」。  這

個就是四星廁所的標誌。原來在長廊的那
一端、石舫前，早已排著一隊又一隊的
“ 人龍” ，他（她）們都是等候乘坐“ 遊
湖”     小艇的。輪到我們了，大家魚貫
走下一艘小龍船。滿載後，龍船很快
駛離碼頭開到湖心去。（昆明湖四面的
美景如何？相信大家的大腦早已

“ 烙” 上那難忘的“ 印記” 。）小艇很快駛到對岸，靠好碼頭後導遊
小姐要大家上岸，原來碼頭旁有一個出入口，她帶領我們由這裡出
園。（如此遊園、是出乎我意料的“ 快” ，大家仍未看個“ 夠”
呀！） 

 出了頤和園，走到一旁的飯館吃午餐，飽餐後繼續前往“ 居庸
關” 去欣賞長城。（從前我們“ 遊長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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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都跑到八達嶺去。由北京到八達嶺，在公路上、可以看到右下
方山谷底的居庸關。以前，居庸關因毀
損利害，旅遊車是不會帶遊客到那裡參
觀的。不過 近重修了，再加上不少新
建設，故近期開放，所以遊人不擠。我
在這裡一間建築的走廊裡，見到很多刻
有古、今關於居庸關的“ 詩和詞” 的石
碑；長城近關口的地方有兩塊“ 石
頭” ：一塊刻有「居庸疊翠」四個字，
另一塊刻有毛澤東題「不到長城非好漢」
七個字；有圖為証。）那群“ 新鄉里” （從未見識過）親眼目睹到“ 萬
里長城” ，顯得非常興奮，Robert 兄不但異常英勇，而且身先士
卒，帶領“ 群雄” 、在右邊立即飛奔而上（據說走了十個烽火台）。
走不動的人在下面等了一個多鐘後、才看到他（她）們零零星星地踱
下來，嘴角仍不停地講述他（她）們的勇猛經驗，Robert  兄更買了
一件印有“ 我登上長城了” 字樣的 T 　以作紀念。（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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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FR.  JOHN  PHALEN 

 
                

       WHO'S COMING TO YOUR HOUSE    
 

－   Father John  － 



There is nothing more special about Christmas than the opportunity to celebrate it 
through a child's eyes.  "Who's coming to your house?"  How wonderful it is to watch 
the magic and excitement  in a young child's eyes as they answer, "Santa Clause."   
But the year comes when some doubt creeps into that excitement, some 
uncertainly.  "Is there really a Santa Clause?"  At such a time, we try to help the child 
grow in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spirit of Christmas, the love and giving this season 
represents.  But there is some sadness for both us and the child, some of the magic 
lost from the younger days of simple and wonderful belief that it is Santa who will 
bring presents on Christmas eve. 
Who's coming to your house?  Some of us will be alone.  This can be a difficult time 
for others as difficult memories return.  Some people don't like Christmas, because 
of the dark memories or loneliness that they experience in contrast to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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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y and good will of the season.  I hope for most of us, it is a wonderful time to step 
aside from the rush and responsibilities of our daily lives and be with those whom we 
really care about.  It is supposed to be a season of joy and for many of us it is.  I hope 
those you love the most are coming for Christmas. 

But there is a dark side to the Christmas Season as well there should be.  
This side is embraced in the Advent Season, a penitential season whose 
spirit gets lost is the jovial preparation, the shopping, the plants to travel or 
meet loved ones not seen for a time － all part of the "Good News " of the 
season.  But the "Good News " begins with the birth of a child in a cold, 
humble place in the dark of the night.  While there was a star of promise as to 
what this child was to be, it was not a promise of the joy and good will that we 
all embrace in this season.  This was a child who was to flee violence in his 
home country and live his early year as a refugee.  He grew up in humble 
surroundings, although the nature of his religious brilliance was apparent to 
others such as the temple elders when he conversed with them during a visit 
with his parents to Jerusalem. 
Nonetheless, as the first Christians looked back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they 
understood who this child was in the words of Isaiah： 
"For he shall grow up before him as a tender plant, as a root out of a dry 
ground: he hath no form nor comeliness:  and when we shall see him, there 
is no beauty that we should desire him.  He is despised and rejected of men: 
a man of sorrows, and acquainted with grief: and we hid our faces from him; 
he was despised, and we esteemed him not.  Surely he hath born our 
sorrows: yet we did esteem him stricken, smitten of God, and afflicted.  But 
he was wounded for our transgressions, he was bruised for our iniquities: the 

chastisement of our peace was upon him: and with his stripes we are 
healed."  (Isaiah 53:2－5) 

It's the Advent season, a time of self-examination and repentance.  
Somewhere in the rush and excitement of preparing for Christmas, is there 
time and place to examine what really matters about this Child in your life?  
Does he touch your suffering, your loneliness, your experience of rejection?  
Is he the Child who bears the burden of your sins?  Is he the one through 
whom you find healing?  Who is the Child you hope will come deep within 
yourself?  Who is coming to your house?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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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一頁裏，三 

張照片都是國 

語團契為羅大 

姐舉辦的生日 

慶祝會時攝到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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