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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 後 話 

 感謝主：聖加百利堂在徐牧師離職一年後、便 可 

以順利地找到盧君灝牧師接替主任牧師之位。（環顧 

左右，許多禮拜堂在牧師離任幾年後，繼任牧師的 蹤 

影仍舊不見，好像渺茫得“ 沒法找” 的模樣。）難道 

這不是天父在特別照顧我們麼？ 

 上週日是大除夕，教會於主日崇拜後，有“ 送舊 

迎新” BBQ 午餐，送費霖（舊）牧師和迎盧君灝（新） 

牧師；也為剛購置的兩座 BBQ 爐舉行“ 開光禮” 。 

難　可以“ 請到” George 哥親臨主持和 Benson 哥 

協助。結果：沒讓食家們失望， George 哥廚藝果然 

不凡，大家這回有口福了！可以吃回昔日的“ 味 道” 。  

 近收到單牧師轉來鄭得潔女士贊助本刊印刷 

費的二十元支票。鄭女士與編者五十多年前同在香 

港聖馬利亞堂侍奉，離該堂後就沒再見面了。我們 

感謝她的熱心和對本刊的愛護，愿神祝福她們一家。 

 自徐牧師離開後，佳音的英文篇幅減少了許多， 

今期特加插一篇 “ My China Trip” ，是編者的外孫 

女兒寫的）。在這裡，也許大家可以一窺：「我們下 

一代或第二、三代的 ABC、到中國遊覽後所得到的 

「印象」是怎麼樣的。      ◎  

聖加百利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7 年 1 月 

第九十五期 
                ＊＊＊＊＊＊＊＊＊＊＊＊＊＊＊＊＊＊＊＊＊＊＊＊＊＊＊＊＊＊＊＊        

 

   恭 賀          新  年  快  樂，  

   歡 迎       盧 君 灝 牧 師 及 家 人 加 入 本 堂！ 
       

                  聖加百利堂全體仝人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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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牧  師師  的的  心心  聲聲                                                          

 
各位主內弟兄姊妹，各位朋友： 
 
很感謝主的奇妙恩典，使我和美鐘來到大家中間，成為聖加百利大

家庭中一份子。一月一日，是我在本堂執行牧職的首日，亦是教會

聖曆中的「救主聖名日」。我們尊崇耶穌聖名，因為這聖名是我們領

受得救祝福的記號。 
 
很多信徒曾提問，為何西方信徒，無論是羅馬天主教、聖公會、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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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會等，都一概以“God＂稱謂我們所信仰的造物主。但華人信徒，

卻以「天主」、或「上帝」、或「神」來稱謂這位造物主。藉著「救

主聖名日」，我和大家談談這些不同稱謂的原委。 
 
這大概要追溯至十七世紀時利瑪竇到中國後，就碰到了不少困難，

他從廣州到肇慶，繼而赴韶州、南京、南昌等地傳教，都不是很順

利。於是他改穿儒服，說唐話，潛心鑽研儒家經典，尋找基督教與

傳統儒學的結合點。因他確信，他若要在中國有效的佈道傳教，他

必須先精通中國語言以及民風俗情。 
 
基督教最核心的信仰是God，而翻譯這名稱，他堅持一定要中國化。

他博覽五車，他先把“God＂翻譯成「上帝」，因在中國文化中，「上

帝」一詞是指天上主宰萬物的神。他在《二十五言》中說：「上帝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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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原始，宰物本主也。」之後，他又把“God＂翻譯成「天主」。

他在《實義》（卷上）中解釋說：「物由天主生，天主無所由生也。」 
 
把“God＂翻譯成「上帝」或「天主」，在傳教士及教會中都有贊同

者及異議者。不過，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 (Pope Clement XI) 在 1704年

正式批示傳教士們，採用「天主」一詞代表宇宙主宰，“God＂就翻

譯成「天主」。於是，在羅馬公教中，翻譯的問題也得到解決了。 
 
但在基督新教中，類似問題還是無法解決。《南京條約》後，英美傳

教士於1843年在香港開會，組成的「委辦譯本委員會」，翻譯聖經。

翻譯過程中，「委員會」發生了譯名爭執，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造物

主“God＂的翻譯–究竟應該譯為「神」或「上帝」。支持翻譯為「神」

的傳教士立論於“God＂的希伯來文原文Elohim一詞，該詞可用來單

指創造宇宙的那一位，也可泛指一般的神明而不是人；所以將

“God＂譯作 「神」，剛好符合Elohim 的這兩個意思。面對爭執不休

的局面，首先退出翻譯委員會的是浸信會傳教士，接著公理會傳教

士也退出。 
 
1860年《天津條約》後，北京譯經委員會成立，期間對“God＂的譯

名又出現不同意見。結果，1872年修訂本出版時，出現了三種不同譯

名的版本，大英聖書公會出版「上帝」版及「天主」版，美華聖經會

僅出「神」版。 
 
1890年在上海召開的宣教士大會中，議決由各國派來的宣教士推派代

表組成翻譯委員會。翻譯的時候，也遇到同樣問題，遂交由聖經公

會來解決。當時的英國聖經公會決定採用「上帝」的譯名，美國聖經

公會則要用「神」的譯名；討論了許久，各自有所堅持，後來的協議

就是各自印刷不同譯名的和合本聖經。 
 
所以，今天當大家翻閱「神」版聖經時，見到「神」前加有空格，誤

以為是尊稱“God＂的特殊用法。其實，這只是在印刷上，為了排版

的關係，在「神」這個字的前面加上一個空格，好讓兩個版本的版面

頁數能夠一致。 
 
這空格提醒我們，先哲先賢們在中國傳福音時是何等艱辛。這空格

也提醒我們，先哲先賢們在中國文化中，如何化盡心血，認真地、

忠誠地、及本土化地翻譯造物主的聖名。他們的努力，實在叫我們

肅然起敬！ 今天，我戰戰兢兢地來到這裡，踏著先哲先賢們開拓出

來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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路，與大家一起，傳揚主的聖名。願主恩祐我們。 
 
你的牧師    盧君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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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垂 聽 了 禱 告  
 

親愛的主內弟兄姊妹： 
 
人生旅程中常常會發生意想不到的事，在我的家族歷史上，都是身
體健康，沒有什麼大不了的病。然而我的兒子炳迪卻得了淋巴癌，
真是發夢都想不到會發生在他身上。我們對這種病並不太了解，反
正是癌症就好像宣判了死刑一樣。心裡有說不出的難過，但心裡還
滿有信心，心裡常常默默的禱告，深信主一定保守，也不知道該怎
麼說，只是簡單地求主醫治他。然而在診斷的一段時間，差不多有
七八個星期，才斷定是淋巴癌，而病情卻發展得非常迅速，還沒有
開始治療，已經嚴重到不能站起來，不能走路。這時心裡的恐懼卻



到了頂點，這病治好的機會可能不多了。難道孩子就這樣結束他的
一生嗎？失望無助日夜在腦子裡打轉，所有的朋友都紛紛致電問
侯，各處有關的教會都懇切地為他禱告。這時只有等候神蹟出現在
他身上，自己心裡也只有順服地交託給主，忍耐地等候。 
 
感謝主，只有經歷過 壞的情況而得到好轉才能看到上帝的大能，
才感覺到祂的幫助。 
 

炳迪已經於感恩節後，順利地完成了四輪的化療，而且一次比一次
容易承受，他總共需要接受六輪的化療，大概在一月底就可以完成
整個醫療的過程。我們深信他的康復是上帝的憐憫，是眾弟兄姊妹
禱告的力量，當然也靠醫生的治療，然而醫學的進步，醫生的智慧
也都是來自上帝的恩賜。我們衷心感謝主，也謝謝各位弟兄姊妹的
關懷與代禱。主已垂聽了我們大家的禱告。 
 

從月刊中得知吳巾雄姊妹已經順利得以換腎成功，感謝主的看顧，
深信這也是我們大家眾弟兄姊妹不停地禱告得到主的垂聽。盼望我
們不停地在禱告中紀念別人的需要。在此謹祝巾雄姊妹身體康復迅

速，大家身體健康。                      單瓊珠  牧師       ◎  
4 

      十二月份牧區議會簡報            －  文書王永良      

（一） Benson Chan 弟兄因事必須辭去「牧區議員」的職務，我
們感謝他過去幾年的貢獻，希望他不要因為“ 無官” 而忽略
了教會的工作。 

（二） 2007 年的管家侍奉、一個月前已開始了。到目前為止，數
目已達到：$58,000多元；感謝大家。 

（三） 2006 年已經結束，2007 年的教友年會訂定 1 月 21 日召
開，請各弟兄姊妹留意。 

（四） 新春團拜午餐，定於 2 月18 日以 Pot Luck 的方式進行。 

（五） 今年“ 春茗” （農曆新年的賀歲聚餐），訂於二月廿四日（星
期六）舉行，地方與時間仍未作決定，請注意下期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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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月 崇 拜 與 活 動 報 導   

二手店 的 大特賣：     －良 仔 

十二月九日（星期六）二手店舉辦了Rummage  Sale，安姨前幾天，

在Ada 和Christa  Leung、Iris Wai的幫助下、在副堂Set Up了大特賣場
地。早上八時多，Elaine、Iris Fok、Joe Chan 、安姨一家人、表姐、
關太都來幫忙，後來Angela、Bonnie等青年軍Christine都來了。順叔
很早便來幫忙，費霖牧師也來捧場打氣。 

早上開始時候，人數並不太多，來的人卻買了不少電器常用品。

Judy Huang、Judy Li 兩家及朋友都來了，Annabelle 也在。Judy 等買
了不少東西，其他也有買多雙鞋子。表姐及 Elaine 的衣物部有很多
人買東西。李堂長們也來了，給大家打氣及購物。這時候，由於人
數不多，良仔有些擔心。約10時許，青年們去Pizza Hut 買了Pizza 回
來，慰勞大家。安姨也賣了很多她家的“ 富貴” 柿子。 

時間快一時，差不多完結時，卻來了不少顧客。其中一位顧客買了
大量絨毛玩偶及相片架等，共買了六十元。她說要送東西給孤兒
院，結果總收入共四百八十元，較預期好，成績可人。亞 Bill 也提
供了聖誕樂曲。感謝大家努力，多謝大家。 

 耆英會： 十二份的耆英會照例暫停，休假一次
5 

 同心團契： 十二月份的例會、依照老例放假。  

 順叔順嬸結婚 50 週年感恩會：        －  肥 王                          



 本年12月17日，本堂老前輩，月刊主編、創刊人之一麥懷順、

Susan 夫婦，在本堂舉行了結婚半個世紀的感恩慶典。順叔一家二十
多人，兒孫滿堂。麥氏兒女和孫兒女合作安排大會的一切。只見本
堂圓桌穿上了“ 紅色新衣” ，更有精美餐具及聖誕裝飾，桌面上每
個座位都有紀念禮物；各樣食物豐富，包括燒豬及大煆等。 

 副堂座位全滿（約八十人以上），當中包括順叔一家和賓客，早
堂的 Ken、Paul、Elaine、雁萍等弟兄姊妹，Tony、Mary、李名譽堂
長、正、副堂長、各議員、費霖牧師伉儷、歌詩班的成員，更有剛
從香港趕來赴會的 George  及  Pauline，老少一堂， 有很多小朋友，
大家都很高興。亞 Tim 哥更給兩位主角訂購了大家合送的“ 精心禮
物” 。 

 順叔的子女們為大家準備了特製的 Video Slide Show。在悠揚音
樂下，只見年輕時順叔嬸的風姿，很“ 入鏡” ，像名藝人一般。他
們的足印、家庭樂，溫馨的鏡頭，讓人羨慕不已。五十年相處毫不
簡單；順叔滿足地說：Susan 很溫柔、很能幹。Susan 也說順叔很
“honest”、“ 正直” 。做一位忠心丈夫 50 年，多不簡單。在此、肥
王祝他們百年好合，再來一次“ 世紀紀念” 。 May God Bless Mark's 

Family！ 

  歡迎與歡送：     － 仲 二  

 12 月 31 日（除夕、星期日），早、午兩堂舉行了“ 聯合聖餐崇
拜” ，由費霖牧師和盧牧師共同主持，崇拜時使用漢、粵、英語。
崇拜後有“ 重量級” 的 BBQ 午餐，食品非常豐富。參加的兄弟姊妹
甚為踴躍、數目顯然不少；大家對 George 的廚藝一致推崇，大讚
“ 頂瓜瓜” 、 “ 好味道” 不已。 

 這次，費霖牧師在我們的教會待了四個月；八年前，他也曾在
聖加百利堂侍奉了一年多，大家對他的幫忙十分感激。希望他和師
母及女兒在往後的日子裡、獲得主賜的平安與無盡的眷顧！ 

 同時，我們也歡迎盧君灝牧師、師母和家人加入聖加百利堂大
家庭，愿主的平安常與他們同在；又加添他們的力量、今後帶領大
家一同努力，在天國的路上、邁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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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二 月 份 重 要 活 動 預 告    
 

1 月18 日  本堂有新春感恩崇拜，崇拜後的午餐將以 Pot Luck 方  
 式進行，請各兄姊踴躍參加。 
1 月21 日 牧區年會，屆時除聽取報告外，照往例亦選出新牧區議  
 員，生命樹委員，財務審核委員等職員。時間應在 
10-15  分鐘左右！午餐後新舊議員一起開簡短的牧區會議。 

2 月21 日 2007年牧區“ 春茗” 將於二月二十四日舉行，時間、
地 點等細節稍後再行公佈，敬請預留時間，屆時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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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      消消      息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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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月份在
麥懷順夫婦家中舉行；目前選讀的是羅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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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懷順夫婦地址： 
747 Camino Real #E 1710 Copa Way 
Arcadia, CA  910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Phone: 626 -  831 -  4413 Phone:  626 - 284 - 8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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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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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新、古萼春、黎張
 亞莉、鄧巫玉琪及單牧師愛兒謝炳迪弟兄……等；求主醫治他
 （她）們，又安慰和幫助他（她）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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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為盧君灝牧師和家人祈禱、他（她）們於上月底到達洛城，
 現已入住牧師館，是本堂的新主任牧師。求主看顧他（她）
 們；今後，一切有主的保護和引領。 

3.  譚吳巾雄姊妹近日已重返教會參加主日崇拜活動。我們感謝上
 帝的深恩，求主繼續照顧她和她的家人。 
 

 
 

     謝               謝    
 

感謝  上帝的恩典、眾弟兄姊妹的關懷，淑新與我可以在本月十七
日、借用副堂舉行了「結婚五十週年（金婚）」感恩會。出席這次
聚會的弟兄姊妹們不單踴躍、又贈送禮物、也很熱心幫忙和協助
（恕未能一一列名）；我們夫婦及家人、除了感謝  天父外，對大家
的禮物與愛心、銘感於心，也將永誌不忘。  
 
 
 

 
 

January Birthday     元月 生 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王永良 ( 1日) 譚吳巾雄（2日） 尹振榆（11日） 

  李陳景球（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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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 正 與 道 歉：       ＊   更 正 與 道 歉：   ＊   ＊ 

  上期佳音、在“ 同心團契” 一欄裡，編者因一時大意
而走漏了一段而不自覺，等到全部送出後才知道，時間上
已經太遲、無法補救了！同仁等感到非常抱歉。 

  
88   

    

    這是上（十   

  二）月慶祝生  

  日會時、出席  

  的壽星們於切 

  餅時獵得的鏡 

  頭。    θ 
 

2006 年「管家事奉」： （ 尚 未 滇 表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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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繼續填表，盡基督徒之義務，支持您教會的事工！ 



＊  表 格 放 在 聖 堂 奉 獻 箱 旁   ＊ 
 

悼 
 我們的教友陳紀年弟兄之母親、陳沈雪英女士已於近日

在香港歸返天家，願上主賜她天上的福樂，並安慰、保

守紀年弟兄和他的家人。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和盾牌。我心裡倚靠祂，就得幫助。 
 
    
 下面是一輯最近 
 的照片：ο  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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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教友聯合崇拜及聯歡晚會，教區一年一度的亞裔

聯歡、今年選于十二月卅日（星期六、也是除夕前夜）在
Hacienda Heights 的聖多馬堂舉行。當晚的歌頌崇拜，聖
加百利堂的會友不少，非常搶鏡，聖堂差不多滿座；晚
餐時食品豐富，主人與賓客都盡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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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園 地 

   ““ 學學    習習    主主    基基    督督””   － 良 仔  
 

菲林牧師說過想立志就要立“ 大志” ，不要“ 小眉小眼” 。我近期
看了幾本介紹主基督的書，如Max Lucado（一位德州主任牧師）的
“ Just Like Jesus” 及“ The Gift” ：Greg Laurie（一位加州河濱市
的主任牧師）的“ Breakfast with Jesus” ，都談到怎樣跟從主，怎樣
做好基督徒，怎樣學習主基督。還有Billy Graham的“ The Secret of 
Happiness” 。現在，良仔試圖走馬看花，介紹些自己認為是好的片
言半語，和大家分享。 

  

 Greg Laurie 的“ Breakfast with Jesus” （耶穌與我共用早餐），
指出在我們的心中，主基督的份量一定要增加，自己的私慾則要減
少。馬丁路德指出基督徒要像“ 茶包” ，你不知他們是什麼做成
的，但放在熱水中便越泡越濃。和神在一起，像主的門徒一般，會
很安全。魔鬼是真實的，是不潔的，耶穌和撒旦是敵人，不容妥
協。我們不能夠靠自己來對抗魔鬼，一定要靠近神。 
 

 跟隨主耶穌，可能是Bad for Business，經濟上不合化算，賺不
了錢。養豬會是好買賣，但是耶穌把魔鬼趕入豬群中，群豬共2000
頭都掉入山崖，經濟上損失不少。但這卻對我們的靈魂有幫助。我
們不要害怕，要繼續相信主，不可動搖。 
 

 Max Lucado 的 “Just Like Jesus”（就像耶穌），指出我們要以
基督的心為心（A Heart like His），要心志換新，有真理、仁義和聖
潔。 
  

 神愛你現在的你，但祂卻想你表現得像主耶穌。主的心便是有
“ 寬恕” 人的心，要像主替猶大洗足一般。要學神有“ 愛心  ”
（Compassion），當別人軟弱時，要伸出愛的手＝如寫信、致電及
送蛋糕。我們要有聆聽的心，且要用心。你的心，你的耳有聆聽主
的聲音嗎？ 
 

 Max Lucado 的“ The Gift” 指出我們要眼看救主。他引述一故
事，有一隊人在歐洲爬高山，大家一條心，互相關心，眼看山頂，
大家共有一可見目標，但是天氣有變化，山頂被密雲蓋著，大家看
不見目標，大家亂作一團，眼光再不向上看，而是左盼右顧，看著
別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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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著山下，大家便不能前進了。山頂仍在，只是大家看不見，沒有
了“ VISION” ，便失落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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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Myy  CChhiinnaa  TTrriipp   －  Sherri Low 
 

 I went to China in October with my mom and my grandparents. 
We traveled to eight cities in China. They were Beijing, Kunming, Dali, 
Lijiang, Guilin, Guangzhou, Macau, and Hong Kong. 



 
  Beijing is a VERY big city and it was super crowded. I climbed  
14 watchtowers! It was hard to climb, but it must have been even 
harder to build hundreds of years ago.  I think people in Beijing honk 
their car horns a lot. It’s like they think, “It’s my turn to go, not you, so 
I will probably just crash into you,” or “Even though I’m not first, I’m 
supposed to be!” They think differently than Americans. I bought a 
Beijing Olympic mascot stuffed animal called “Jing-Jing.  There are 5 
mascots for the 2008 Olympics: Bei-Bei, Jing-Jing, Huan-Huan, 
Ying-Ying, and Ni-Ni.  Their names mean “Beijing welcomes you”. 
 
 After Bejing, we flew all the way to Kunming. The weather 
seemed to be less cloudy than Beijing- or maybe in Beijing the clouds 
were just pollution. We didn’t stay there very long, but the hotel was 
nice (Still, I think American hotels are, in some ways, better.  American 
beds are softer and the water is more sanitary.) 
 
 From there, we drove to Dali.  My favorite part was the little  
 
boat ride we took on a lake. I like riding on boats. It was fun, but I was 
a little uninterested in the Ancient Battlefield we drove past on the 
way to the Stone Forest.   
 

Lijiang is a mountain village. It means “Beautiful River”. It was a 
long journey to our hotel. I liked it because there were lots of little 
village stores. I also liked the little Pekinese dogs that seemed to run 
around all over the village. They were cute. We also got to see J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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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gon Snow Mountain which borders the Himalayas.  Too bad we 
couldn’t go there. 
 
 Guilin had good scenery. It had lots funny-shaped hills people 
thought were fairytale-like. My favorite part in Guilin was the four 
hour boat ride in a ship that had three levels and an inside. With the 
map, I liked spotting some of the hills, like the Apple Hill, Painting 
Brush Peak, and the Nine Horses Mural. We also saw water buffalos.  
 

 In a small village just outside of Guangzhou, we got to visit my 
grandfather’s old home. I liked visiting it, but it was very, VERY 
small…and even though people live there now, it still kind of looked old. 
My house is probably 10x bigger. I noticed that the city of Guangzhou 
is more like the U.S. than Beijing, Kunming, Dali, Lijiang, and Guilin. 
They speak Cantonese there—but I can’t tell the difference because I 
can’t speak Chinese!  
 
 In Macau, it looked even more like the U.S. I realized there 
were more modern stores like McDonald’s. I liked a little more than the 
other places because of that. We walked a WHOLE lot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buses (In the other places, we had tour buses). Finally, 
we got a taxi and drove to Holiday Inn. Macau was like a miniature Las 
Vegas. The Portuguese had owned it not long ago.  I got to eat 
Portuguese sausage, eggs, and rice.   
 
 From there, we took a fast speedboat to Hong Kong. I wanted 
to outside, but I couldn’t. My mom didn’t like it because she gets 
seasick. Still, it was okay. Hong Kong was the most like the U.S. than 
any other place we visited. The hotel we stayed at was called the 
Prudential. The beds in the other places were HARD, but their beds 
were SOFT!!! Also, the hotel was conveniently located over the Jordan 
Subway Station. I liked subways. They went very fast and they got to 
places quickly. The subways were cool, but there were so many FISH 
MARKETS!!!! Yuck! They were gross. 
 
 Finally, we went home. I rejoined my sister, brother, and fa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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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mom came to her conclusion about China—it isn’t ready for  
everyone in my family. I think life here is better because of the 
freedom and comfort that we have here. Still, visiting China was a 
once-in-a-lifetime-experience.       ◎    

※  上面寫的、是一位兩代 ABC 於旅遊中國時寫的：「我 的中國行」。她

今年十一歲、就讀第六班的小女孩、也是編者的外孫女兒。 



“ 人 生 旅 程 ”  － 良 仔 
 

 葛培理牧師的一書中，提及在生命旅程中，我們常會受情緒影
響。“ 情緒” 本身並沒有錯也不是罪惡。神賜“ 情緒” 給我們，神
也有情緒的體驗。人的情緒可以被扭曲，可以極端化及具破壞性，
而打敗了我們。這是撒旦所樂見的，也會趁機會來攻擊我們。 

（一） 憤怒（Anger）及悲痛（bitterness）： 

 難以控制的憤怒是破壞性極強的罪惡。它破壞了友誼、親情、
 婚姻、家庭及事業，也引致暴力，甚至國際間或國內的戰爭。 
 不少教會的分離是和教友間的憤怒有關係。當別人傷害我們，
 所行所言都會引致憤怒。當我們的意見、計劃不被重視，或夢
 想被阻止時，也會憤怒。 
 憤怒可以像火山一般，突然爆發，波及所有在場的人。然則，
 憤怒可以有正當性的嗎？可以，當它的起因是和“ 不公義” 或
 “ 罪惡” 有關。倘若祗是“ 自私” 或“ 要面子” ，或“ 傲
慢” ， 便失去正當性。 
 憤怒和悲痛（憎恨、妒忌）有密切關係，當憤怒變“ 酸” 了，
 便是“ 苦、痛” 了，有“ 恨意” 了。 
 怎樣可以克服“ 憤怒” 呢？ 
 主要還是靠神的幫助。 
 第一步， 先消除憤怒，不能埋怨自己過去的不幸、委屈，不能
    怨自己的雙親、自己苦命、或天生如此。 
 第二步， 向神真心懺悔，求神原諒及幫助。  
 第三步， 一切交托給神。 

（二） 焦慮（worry）及恐懼（F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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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於恐懼會變成罪惡。恐懼使我們懷疑神的應許，不相信神的
 愛。恐懼可以癱瘓了我們，使我們不再相信神而離開了祂。沒
 有內在的平和心，便完全沒有安全感。 

 怎樣可以克服恐懼呢？ 

 恐懼的相反詞是“ 信任” 。我們應當信靠神及祂那永不改變的
 愛。當我們相信神，祂那愛心之手便會扶持我們。我們便不須
 害怕危險及“ 不肯定” 未來，倘若我們可以相信永生的救贖，
 為什麼不能相信祂的其他能力呢？ 

 首先，一切交托給神。 

 其次，站穩，信靠神。 

 後，有信念及多禱告。     ◎    
**************************************************************************  

  聽聽  道道  摘摘  錄錄  與與  思思  考考                    － 學 子 

  Oct. 8th 2006                  學  子       【V － 7】 

 【福音】 馬可： 10：2－9           《 夫妻一體 》 

  主題： 捨己之愛與需求之愛。 

  （副題： “愛的需求是什麼？＂） 

【前言】 1.  此文是為慶賀懷順夫婦結婚五十周年而寫。 

   2. 此文參考了本堂三位牧師的有關講道內容： 

  徐子賢牧師在 May  8th 2005，母親節的講道。 

  單瓊珠牧師在 May 14th 2006 母親節的講道。 

  費霖牧師在 Oct. 8th 2006 的講道。 

【命題】：“夫妻家庭＂的特點和使命。 

 “上帝造人是造男造女”，人類始祖亞當、夏娃在伊甸樂園犯罪

前已 “連成一體＂。所以“夫妻一體＂是天國成員的基本模式（創

2:18-24；可10:2-9）。按上帝的旨意，夫妻家庭的特點和使命應當

是： 
1. 神創造生命的延續（夏娃的原意就是生命）。 
2. 神愛的見證。 

3. 合而為一的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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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此可見，上帝創造世界，造男造女，賜福予人類，除了有豐富

的物質生活條件；管理世界的智能；治理自己社會的權利。還有使

人類走向諧和、幸福、永生之路的《夫妻一體》的家庭模式。 

 懷順夫婦育三男二女，繼而有 12 孫兒女（6 男 6 女），正是上帝

賜福的好見證。 

【思考】 “愛的需求是什麼＂？ 

 然而，建立並維持這樣幸福家庭的力量是什麼呢？人們一般的回

答是“愛＂。費霖牧師在這裡向我們提出了一個重要問題：“愛的

需求是什麼？ 

 關於“愛＂的問題＂是太廣、太深、太豐富了，此文只能略舉

“一孔之見＂。 

 約 2400 年前，希臘哲學大師柏拉圖分析（意釋）： 

 “愛是人們因為自己不完美而追求和擁有‵完美′對象的心情和

 慾望。＂ 

 約 1400 年前，神學大師奧古斯汀說： 

 “愛在本質上是追求‵終極完美′的慾望。＂ 

 綜觀 2000 多年來，哲學家、思想家和宗教家們把人間的愛概括

為“擁有之愛，需求之愛＂。這是由於 世間沒有一個完美的人

（“凡屬血氣的，都孛完美＂）；而每一個人都渴望追求那完美的真

愛，竟管人們知道天底下沒有百分之百符合自己心意的“白馬王

子＂，“白雪公主＂。 另一原因則是帶著罪性的人類，自己無法

完全擺脫《自我》擁有和需求的慾望。 

 上帝知道人類對愛的渴望和需求，所以祂同時賜給我們需求之愛

和捨己之愛，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人類，通過十字架的救恩，將

祂完美的捨己之愛，帶到人間，使人們彼此的需求之愛，得以改造

和升華。 

 約 400 多年前，宗教改革家馬丁路德道出了真愛的奧秘：“愛是

使罪人變為完美的捨身＂。 

 20 世紀英國牛津文學大師魯益士在他的“四種愛＂一書裡寫到：

“上帝是一 切愛的發明者＂，“祂創造了愛的範疇＂，這包括“親

緣愛、情愛、誼愛和神愛＂。“上帝是愛＂（約壹 4 ： 8），這真愛

是永恆、無私、公義、信實的；是為罪人捨己之愛；是創造人類之

愛；是人與神，人與人合而為一之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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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管人間的愛與神愛在深度和廣度上相差太懸殊，但上帝在造人

時，已通過祂的“生命之氣＂，將追求神愛和真善美的種子賜給人

類。每一個基督徒都會相信：只有臻入神愛，人間的愛才可望恆久完

美。 

【典範】 《夫妻一體》－ 合而為一的典範。 

 如何讓神愛進入人間的愛裡。最好的、最具體的指導是哥林多前

書 13 章 4 節 8 節：“愛的真諦＂。其中包括八點肯定《是》，八點

否定《不要》。僅僅從最後四句“凡事＂：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就

可以看到《夫妻一體》的基本要求。也許這正是“順叔＂的“順＂之

含義？！ 

 耶穌基督在受難前給門徒的最後命令，就是：《彼此相愛》，《合

而為一》（約 17：11，21 - 23） 

 這也正是人類進入《永生》的唯一機會。 

 中國古人有云：“愛是教人生死相許＂，“不求同生、但求同

死＂。其實夫妻同時生或同時死的很少，何況是“相許＂。我想基

督教的《一體》和《合一》更為切實。而 “愛的需求＂之最高境界應

是“合而為一＂。    ◎  
**************************************************************************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尋 根 之 旅 （三）﹏﹏  

      相信很多前往北京旅遊的人、一定不想錯過‘ 一睹’ 或‘ 攀
登’ “ 萬里長城” 的機會。八達嶺部份的長城是 早開放予遊客攀
爬的地方。由北京乘車前往八達嶺，未抵達前、遠遠先看到一列大
山橫亙在前方，當汽車走進峽谷的山腰，可以清楚地看見鐵路在山
谷底下，依著山勢盤旋而上。（就好像我們開車前往賭城，沿15 號
公路、在 San Bernardino 靠近 Canjon Pass 所見的一樣。）這是中國

有名，也是歷史上第一條完全由中國人設計和建造的“ 京張鐵
路” 。當年建路的總督辦和總工程師名叫詹天佑（廣東人）。因為這
一段鐵路經過的地方，山高、勢險，坡度甚大，外國工程師一致認



為：「世界上只有幾個知名的鐵路工程師或許能建造、中國人自己一
定沒法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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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 後詹天佑以事實証明，中國人不但可以建造，且提前完工，
省掉政府不少經費。【清末、容閔主持幼童（共三十人）留學美國計
劃，詹天佑（時年十二歲）被選中，有機會進入耶魯大學，修讀土木
工程，鐵路專業，獲得學士學位。後來，清政府撤回所有留學生，百
多名歸國留學生中，卅人中只有詹天佑及唐紹儀二人能及時取得學
位。】後人為了紀念他，在張家口建立了一個詹天佑銅像和一間紀念
館。 

 第三天的節目，除了“ 明十三陵” 外就只有購物。十三陵中，
萬曆皇帝的墳墓（定陵）我已多次看過（包括地宮），今次看的是“ 長
陵” （明成祖的墳墓），是十三陵中的第一號。長陵的規模很大，地
宮仍未發掘，地面上的建築物未被破壞，保留得很完整，相較之
下，“ 定陵” 比“ 長陵” 是遜色多了。陵裡面的棱恩殿很宏偉，有
些兒像故宮的太和殿，尤其是殿內十二根金絲楠木巨柱，是稀世珍
品，很難得。北京市因為幅員遼闊，為著 08 年的“ 奧運” ，很多地
方都在趕工、到處大興土木，弄得沙塵滾滾，交通擠塞不堪；就算
走短短的一段路，也要花上很長的一段時間。 

 下午時候，大家都拖著疲憊的身軀，被導遊小姐帶到“ 同仁
堂藥局” 。那兒有很多個房間，他們招待我們一群走進其中一間排
排坐著、“ 聽” 醫生講了一些“ 關於中醫” 的東西。聽了一陣，大
家糊裡糊塗地被帶到另一個房間，成群人半躺在那裡、好像中了
“ 魔” ，十四人中除Robert 兄和我十三歲的外孫女外（頭腦 清
醒），其餘十二個都參加了“ 十五美元的洗腳禮” （足部按摩）。聞

說：做按摩的服務員全是中醫大學的學生，他（她）們在按摩中能夠
指出“ 顧客” 健康上可能有問題的所在（乘機介紹可以治療的藥物）。 

 是時間太緊湊吧，腳未洗完便聽說要晚餐了，匆忙間跟隨著
大眾走到幾個房間外、一個好像“ 夜總會” 模樣的表演大廳。大廳
上早已坐滿七、八成人，有些正埋頭“ 苦吃” ，也有一些好像“ 好
整以暇般” （是已經吃飽）在欣賞舞台上的“ 時裝和雜技表演” 。那
時，我們被帶到擺放“ 自助餐” 的食物檯上，盤裡的食品早已“ 十
盤九空” ，可以吃的東西都已“ 所餘無幾” 了！我勉強盛了些“ 白
飯” （並不白）、加上一些菜汁，在矇矓的燈光下，扒入口裡（卻不
能下嚥），至於台上做些什麼就不甚了了。回來後、本想到旅館附設
的“ 溫泉” 試浸一下、看是否可以拒驅除疲勞， 後還是沒有實
行。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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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這一夜、“ 睡不好” 是必然的了！ 

 在北京停留，今天是 後一天了，下午我們要去昆明。早上
起來連忙把行李執拾好，到櫃台也把房間退了；因為不在酒店吃早
餐，便在大堂靜靜等候。時間一到、人“ 齊” 便立即開車，趁早（遊
人比較疏落）往遊“ 天壇” 。今次我們只參觀了“ 天壇” 三份之一的
“ 祈年殿” 。其餘兩部份未及“ 光顧” 、便匆忙“ 走人” （到飛機場
去）。因為時間還早，做好了check - in 手續後各人個別找自己喜愛
的去“ 吃早餐” 。我吃了一大碗牛肉麵，味道不錯（大概是肚子空
空、沒吃早餐的關係）。外孫女找到一家Subway的餐檔，歡喜到不
得了，實在是久違了！ 

 到了昆明的機場，原來這裡離市區很近，不需多時便到酒
店。目前的昆明正在大力建設，到處沙塵迷茫，呼吸有問題的人（像 

Lynn）一定不會好受。安頓好行李後便跟這裡的導遊小姐往探“ 金殿
宮” （是一間廟宇）。“ 金殿” 者、是金屬鑄製成的建築物也。此處

http://72.14.253.104/wiki/%E4%B8%AD%E5%9B%BD%E7%95%99%E7%BE%8E%E5%B9%BC%E7%AB%A5
http://72.14.253.104/wiki/%E8%80%B6%E9%AD%AF%E5%A4%A7%E5%AD%B8
http://72.14.253.104/wiki/%E5%9C%9F%E6%9C%A8%E5%B7%A5%E7%A8%8B
http://72.14.253.104/wiki/%E5%9C%9F%E6%9C%A8%E5%B7%A5%E7%A8%8B
http://72.14.253.104/wiki/%E5%94%90%E7%B4%B9%E5%84%80


地方很大，有多個景區，是昆明有名的遊覽地方。因為時近黃昏，我
們只稍看了幾間中國有名“ 金殿” 的仿造（是縮小的模型）， 後才
參觀本廟的“ 金殿” ，很有意思。這間廟還有一所「吳三桂生平」的
“ 圖畫” 展覽室：（清朝，“ 平西王吳三桂” 的駐地就是昆明。）離
開此地，導遊小姐本欲帶我們參觀“ 世界花卉展覽” 的場地，可惜
“ 時不我與” ，但離晚餐仍有一段時間，順勢領進本地一家茶莊。
在兩位“ 彝族小姐” 慇懃的招待、介紹和示範下，很多人都大破
“ 慳囊” （幫襯買茶葉）。（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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