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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佳音的“粉絲＂、親朋好友及弟兄姊妹們：這回 
有福了！前月、徐牧師送來一封電郵，編者卻因一時 
大意而弄掉了，後來幾經曲折才獲得徐牧師再“補 
送＂過來。因此，在下借此一角向他說聲“多謝＂； 
同時也要說一聲：“對不起＂。希望在往後的日子裏， 
大 家 在 

這裡能夠經常與他相會﹗  

 很難令人想象，事實確是如此：《標竿人生》一書 

經過 Iris（韋林少蘭）姊妹的推介，本堂的弟兄姊妹第 

一次就購買了十多本（好像開讀書會一般），熱烈的程 

度非常少見。這是一個好現象，希望這個好現象能持 續 

下來，像“星星之火＂一樣－可以“燎原＂。 

 盧牧師上任後，在崇拜方面、比較注重禮儀，因 

此遂有增添：香爐及祝願燭台……等、聖工用品的決 

定（週刊早已列出明細的項目），弟兄姊妹如欲奉獻 

其中某個項目、作為紀念（某某人或某某事），請直接 

通知辦公室或盧牧師，以便代為安排。 

 四月，教會裏的崇拜和其他工作都繁忙，今年更 

加增了“清明思親＂晚禱崇拜。到時可以在聖壇前追念 

過去五年內已離世的親人，也為他們的過去感恩。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7 年 4 月 
第九十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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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牧    師師    的的    心心    聲聲                                  
 

各各位位 主主 內內 弟弟 兄兄 姊姊 妹妹 ,,  
 

四月五日是教會年曆中的救主設立聖餐日，也是中國人的清明節。我

們在該日晚上舉行傳統的“設立聖餐日＂崇拜，但我們也在四日晚上

舉行“清明思親晚禱崇拜＂。 
 

信奉福音的人孝敬父母，敬重先人是理所當然的，因為這是合乎上帝

創造人類崇高的美旨－十誡中的第五誡「要孝敬父母」。敬重先人也

是我們中國人「孝道」文化所推崇的，曾子說：“慎終追遠，民德歸厚

矣。” 《論語․學而》。所以，敬祖，追念前賢，不僅是飲水思源，乎

合孝道的行為，更是蒙主悅納的見證。 
 
我們在思親崇拜中將為自己所記念的親人點上燭光，為此，我們已添

置了一座獻願燭台。為何要點燭呢?聖堂裏燭光一支，豈是為照明或怡

情之用，它實在內涵更深層的意義： 
 它不單是燭光，也是一個禱告；因為燭光隨著我們的禱告而燃

點，當我們離開聖堂後，燭光仍然點燃著，好像我們的禱告還是

不住的為代禱者祈求或感恩，引燃起他們的心智；同時也為那些

憂傷、患病、受苦的人不斷祈求； 

 它不單是燭光，也是一個比喻；因為蠟燭燃燒自己，照亮他人；

所以這點燭光正是提醒我們，要回應基督的呼籲，燃燒自己，照

亮他人； 
 它不單是燭光，也是一個記號；因為它表示信徒間的團契，我們

與歷代聖徒、殉道士們及離世者的團契，他們為基督之光用自己

的生命作見證； 
 它不單是燭光，更是一個象徵；它象徵光明、溫暖、希望和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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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著的主日就是救主復活日的聖餐崇拜，我們將隆重地慶祝基督復

活， 
在崇拜中採行獻香的禮儀。 
 
在舊約聖經中“香”已被定為奉獻給上帝的供物之一：“他的供物是一個

銀盤子…一個銀碗…一個金盂、重十舍客勒、盛滿了香” (民 7:13-14) 。
上帝曾命摩西專建一座金壇來獻香，並規定誰來獻香、什麼時候獻

香、獻甚麼香：“你要用皂莢木作一座燒香的壇…要用精金、把壇…包

裹…亞倫在壇上要燒馨香料作的香，每早晨他收拾燈的時候、要燒這

香。黃昏點燈的時候，他要在耶和華面前燒這香、作為世世代代常燒

的香。在這壇上不可奉上異樣的香…” (出30:1-10) 
 
在崇拜中獻香，叫我們想起詩篇的作者的願景：“願我的禱告、如香陳

列在你面前．願我舉手祈求、如獻晚祭” (詩141:2)。在崇拜中獻香也叫

我們聯想起啟示錄有關新天新地的描述：“另有一位天使拿著金香爐…
有許多香賜給他，要和眾聖徒的祈禱一同獻在寶座前的金壇上。那香

的煙、和眾聖徒的祈禱、從天使的手中一同升到上帝面前。” (示
8:3-4) 。 
 
簡言之，在崇拜中獻香，具有淨化及聖化的意義，使我們的崇拜顯得

更隆重莊嚴，也能幫助我們體會出一點點信仰的超越性和上帝的奧

秘。 
 
聖公會的崇拜很美，一般通過四到來幫助我們榮耀敬拜上帝，就是眼

到、口到、耳到、身到；現在藉著獻香，加上鼻到，豈不妙哉！ 
 
謹祝大家復活節喜樂得力。 
 

你的牧師  盧盧君君灝灝        ◎ 
************************************************************************** 

 

      三 月 份 活 動 簡 報    

耆英會：   三月份的耆英會已於三月廿一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半

（10：30 AM）在圖書館舉行，由關甘澍伉儷主持。照

例是唱詩、祈禱、講心事……，內容非常感人。出席

的年長兄弟姊妹共十人。會後、關氏伉儷請大家到人

人海鮮酒家午膳，菜餚滿桌，主客皆吃得盡興。 
3 

同心團契：  三月份之同心團契聚會、在副堂舉行，由霍惠枝、惠

瑜姊妹和霍媽媽共同主持，節目豐富。當晚除一般百

樂（Pot Luck）大餐外，霍氏姊妹特備 BBQ 款待大家，

食物多得不得了，很多人吃到撫摸著肚子叫“飽＂；

結果、第二天的午餐，還吃到同樣的食物呢！  
 

      四 、 五 月 份 重 要 活 動 預 告    
 

同心團契： 四月份之同心團契聚會、因與聖週及復活節期間之各

項活動性質重疊，故暫停一次。五月份的聚會將由韋

啟鑾伉儷主持，當晚除了百樂（Pot Luck）大餐外，其

他節目肯定十分吸引、有趣味。希望弟兄姊妹們不要

走雞（萬勿錯過）。 

耆英會：  四月份的耆英會將於四月十八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半

（10：30 AM）在圖書館舉行，由吳伍梅芳姊妹主持。 
   屆時請各年長弟兄姊妹踴躍參加。 

 

  

＊＊    慕慕        道道        班班    ＊＊  
 
本堂已於三月十四日起，逢禮拜三晚上八時在會議室舉行慕道班，課

程共十講，預期在年中聖靈降臨節左右洗禮及按首。課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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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十四日   上帝與創造 三月廿一日 人類與拯救 
 三月廿八日 宗教萬花筒 四月十一日   聖經與啟示 
 四月十八日 基督教倫理 四月廿五日 教會與宗派 
 五月    二日 聖公會信仰 五月    九日 聖禮與年曆 
 五月十六日 祈禱與崇拜 五月廿三日 信徒的使命 
 

 

你們要行道，不要單單聽道，自己欺哄自己。 
（雅各書：一章 22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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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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查查    經經    班班    消消    息息：   

粵語查經班是每個星期五的下午八時，由韋啟鑾與林少蘭 伉

儷主持（地點並不固定）， 四月份仍在教會的圖書館舉行；目

前仍然選讀羅馬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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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氏伉儷電話：                Phone: 626 -  831 -  4413 
*************************************************************0************* 

普通話查經班是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後，同樣在禮拜堂的圖

書館舉行；由張才忠弟兄主持。希望弟兄姊妹們踴躍參加。欲

知詳情，請與張才忠弟兄聯絡。 

張才忠弟兄電話：             Phone: 626 -  576 -  5718 

＊   聖週及復活節因活動相疊、故暫停一次   ＊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其中包括關新、古萼春、黎張 亞莉、鄧巫玉琪及謝炳迪等弟兄姊妹；求主醫治他（她）們，又安慰和幫助他（她）們的家人。 

2. 為我們的教會祈禱，特別為盧牧師、尤牧師及各教友，求主增強

我們的信念，又保守、看顧、賜平安與我們；今後、一切有主的

保護和引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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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份慶生會，出席的只得兩個 “大人＂壽星。 
    

 

 

   
 

 

 

 

 
 
 
 
 

1 

April Birthday     四月生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梁金培 ( 3日) 李安蕙（6日） 關麥小玲（7日） 
 Ambrose Lo（7日） 朱家佑 （16日）

Wilson Huang（18日） 吳維健（28日）        
   April Whang（29日） 
 

願   新一歲裡，主愛更深，主恩更豐！ 
 

(如有遺漏，請通知辦公室)  

 

 

耶穌說：「你們心裏不要憂愁。你們信上帝，也當信我。」 



（約翰福音：十四章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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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友 園 地

““孫孫  悟悟  空空  是是  個個  好好  員員  工工＂＂   －  良 仔 
                                           

 西遊記是一本好書，內容豐富，不單祗是神怪小說。成君憶的

“孫悟空是個好員工＂是從職業生涯來看孫悟空。西遊記的解讀是

團隊成長歷程，取經之旅，在個人的成功過程中，離不開團隊的合

作。在取經過程中，孫悟空學會做人，要與人為善，戰勝自我的過

程。相信很多人少時候都曾經幻想過自己是有 72 變的孫悟空，來除

魔降妖。 

（一） 西遊記團隊的四種性格類型： 

甲、 唐僧：完美型性格： 
唐僧的興趣在探索人的心靈境界，追求至真、至善、至

美。他有長遠的目標，崇尚美德。但是完美主義的他，

對自己和別人要求過份嚴格。他們沒法快樂起來，也很

容易受傷害，感情內向，過份自責，有些庸人自擾。 

乙、 孫悟空：力量型性格： 
這種人崇尚行動，通常目光所向，無堅不摧。他們對過

情和感情不太關心， 喜歡控制一切，有些霸道。 

丙、 豬八戒：活潑型性格： 

豬八戒崇尚樂趣，很 活潑，他情感外露，熱情奔放。但

總說得多，做得少。只要他在場，永遠是歡笑，但是一

遇到麻煩，便消失得無影無蹤。他們好逸惡勞，貪圖享

受，不成熟，缺乏責任心。 

丁、 沙和尚：和平型： 

當唐僧在想，孫悟空在做，豬八戒在說的時候，沙和尚

卻很低調，他在看。當孫悟空在攻擊，豬八戒在尖叫，

唐 僧 在 消 沉 時 ， 他 卻 穩 如磐石，他能在風暴中保持冷

靜。他樂天知命，卻無主見，缺乏熱情，他不出風頭，

有些馬虎。 
團隊四人性格各有優劣，但配在一起，互相協調，便可

排除萬難，取得西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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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建立與人為善的公共關係： 

 人們看待公共關係，大多喜歡用二分法：以為利人則必損

己，利己則必損人。為了一己之利，置他人利益於不顧，往

往落得損人害己，兩敗俱傷的下場。 

其實，人際之最理想關係，是“利人利己＂。 

話說唐僧師徒，在取經路上，來到萬壽山五莊觀，觀內有一

仙人鎮元子，種有一棵“人參果＂ 樹，這些人參果形狀像小

兒，吃了延年益壽。後來因誤會，孫悟空、豬八戒偷吃人參

果，且毀了樹，和鎮元子結了仇。後來，孫悟空明白了“為

利己而損人，終必害到自己＂。便答應救活該樹。人參樹救

活了，鎮元子和孫悟空結成兄弟，完滿解決了難題。 

（三） 當心血口噴人的惡棍： 

血口噴人之下，連和尚也會變成老虎，真可怕！人生九九八

十一難，我們難免像唐僧一般，遭遇到“血口噴人＂的惡

棍。話說寶象園的三公主被妖魔擄去。老妖變成器宇軒昂的

模樣來見國王，聲稱自己從老虎口中救了公主，而這老虎成

了精。妖怪吹了杯水，噴了唐僧一臉，唐僧變成老虎。老妖

用“血口＂噴唐僧，把“是說成非＂，顛倒黑白，誣陷忠

良，可憐唐僧含冤莫白。這是“妄語＂的罪。世上很多人，

閒來無事，便說三道四，背後說人壞話，“加鹽加醋＂，唯

恐天下不亂。他們亂扣帽子，製造紛爭，從而混水摸魚，也

可提高自己身份地位。做這種事的人，缺乏愛心，以自我為

中心，陰損他人為榮。 

（四） 讓自己有一顆包容人的心： 



唐僧取經路上的妖魔鬼怪，都源於人類性格中的缺點。如何

糾正性格中的缺點，有一種方法，就是向性格相反的人學

習。 

讓唐僧學習豬八戒的活潑開朗，讓豬八戒學習唐僧的小心謹

慎。，讓孫悟空學習沙和尚的冷靜和耐性，讓沙和尚學習孫

悟空的勇取和坦率。互取長補短。蚌是一種軟體動物，沒有

腦部結構，在達爾文進化論的演化層次中很低。這種低等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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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卻養育了珍珠。珍珠的孕育，源於一粒石子。這一粒石子

在蚌的殼內，折磨著它。蚌有兩種選擇，要麼和小石子拼過

蚌死石碎，要麼和這粒石子同化，和平共處。 

沒有大腦的蚌，卻用自己柔軟的軀體包容這粒石子，分泌出

珍珠質，把小石子一層一層地包圍起來。珍株的養成是一種

從痛苦到圓潤的轉化。沒有大腦的低等動物，都知道令自己

不愉快的異己，轉化成美麗的藝術品，難道萬物之靈的人

類，反而連蚌都不如嗎？反而心中不能 “容物＂，要“排除

異己＂，不能共存，連一點兒的“不同意見＂，也不容存

在。 

從出生到現在，父母、老師、傳媒都告訴我們做人道理，聖

經內的故事、教訓、比喻更多。這些德行，包括尊重別人、

講禮貌、談仁義、與人為善、友愛互助，都因為人自己“心

胸 太 窄 、 排 除 異 己 、 自 高 自 大 ＂ ， “ 順 我 者 生 、 逆 我 者

亡＂，心中有恨，便沒了愛心，沒了包容心，會因某些“小

石子＂似的東西，要除之而後快，拒絕了執行做人應有的道

理。 

 一顆包容的心，意味著： 

 博大胸懷：接受嘲笑、嫉妒、誹謗、誤會等，處之泰然。 

  尊重別人：不會隨意批評別人、去教訓人、去侮辱他人。眾生

平等，視大家如弟兄姊妹，一家人相親相愛。 

  公正：無私精神、不偏不倚，人類是群居動物；要公正、不護

短、不奉承、持中庸之道，才直得大家支持、信任。 

 誠信：說過的話，要守信諾，是做人必須有的美德。待人真

誠，不可虛心虛意及使詐術。 

 幫助他人：助人是付出的美德。做“各家自掃門前雪＂使神失

望。不應只“Take＂，要“Give＂。幫了別人，不應自誇。 

 因此：「 大肚能容，容天下難容之事， 

             開口常笑，笑世上薅笑之人。」 

（四） 與唐僧相處之道：師徒關係： 
即使是孫悟空，他也不是萬能的，他也要通過人際間互相倚

賴的關係來彌補本身之不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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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悟空也要正視完美的唐僧，走路、說話和決策都比較慢，

因此： 

 除非很緊急，應放慢下來。 

 力量多喜說話，不喜於傾聽。 

 注意說話的態度，不要過硬的樣子。 
但是孫悟空仍是好員工，豬八戒和沙和尚都不能代替他。孫悟空幾

番離隊或被趕走，結果，豬八戒仍不能做主帥、成不了事。仍然是

“行動型＂的較“說話型＂的員工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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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laine Koo 
                                                           

 
  “主愛永不變＂、不僅僅是一幅美麗的圖畫，時時在我腦海中浮現，

同時是我每天的禱告的內容，更是展現在我眼前的現實。 

 我參加聖加百利堂的主日崇拜只有短短的兩年多。主理的牧師雖已變

動了數次，牧區事奉的員工也有部份變動，但主的愛不會因此而有任何的

改變。教會從未間斷地為我的疾病求主醫治。牧師們及弟兄姊妹們用各種

方式來表達他們對我的愛及關懷。一杯自己用天山雪蓮培育出來的酸奶、

一些自家裡種植出來（或向親友索取）的水果、一份心愛的禮物、一個熱



情的握手、一句親切的問候、一個微笑的點頭，還有一個姊妹主動提出每

天上、下午六時正為我禱告 
……；這多姿多彩真摯的愛匯成一股讓我奮戰病魔的力量。我感到很自

豪，因我享受著主藉著眾多弟兄姊妹給我的愛。 

 表面上看起來我很堅強，其實我十分軟弱。前一段時間，我曾一度借

故不參加主日學，而且時常得罪愛我的弟兄姊妹。感謝聖靈讓我看到一個

異象，只要我謙卑，敬畏主、順服祂的旨意、跟隨祂、並與祂同工，祂必

定與我同在。 

 中國有句名言：“得人恩果千年記，受人花戴萬年香。＂生命的真諦

是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約翰福音13：34）＂接受

愛 很 容 易 ， 但 實 行 無 私 地 去 愛 卻 很 難 。 因 為 保 羅 如 此 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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醒我：“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愛是不嫉妒。愛是不自誇。不張狂。

不作害羞的事。不求自己的益處。不輕易發怒。不計算人的惡。不喜歡不

義，只喜歡真理。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相盼望，凡事忍耐，愛是永

不支息。（哥林多前書13：4  - 8）＂我嘗試去實行將這白白得來的愛、去

與那些身體軟弱及心靈上有需要的人分享。“與喜樂的人要同樂，與哀哭

的 人 要 同 哭 。 （ 羅 馬 書 1 2 ： 1 5 ） ＂     ◎         
************************************************************************** 

 
                       －  明  仔 

 
 還記得電視台開台早期的這個節目嗎？由一位姓胡的好好先生主

持，觀眾在限時內盡量拿取一個台上各式各樣的禮品。 

 大部份觀眾很努力地拿取，無論禮品多少，全程都是開開心心的。

有些觀眾比較神色緊張，禮品多時，會開開心心；獎品少時，難免將

失望掛在面上。 

 奇怪的是，有些觀眾面上木無表情，也不怎樣努力，禮品多少改變

不了他們的表情，即使胡先生加送一些禮品，表情依舊木然。年少的

我覺得他們很清高。 

 童年的我，面上木無表情，也不怎樣努力，老師的關懷也不上心，

不知自己要的是什麼（當時只喜歡聽歌和唱歌）？年少時，做事總緊

緊張張，成功會有一點開心，失敗就垂頭喪氣（記憶中很難找到，因

對自己沒有大要求呢）！現在的我，知道緊張對自己不好，還是滿懷

興奮的參加能參加的活動，得失也是開開心心。 
 近期的獎門人，你猜為什麼不讓觀眾參加呢？我想是不讓一個木獨

人影響收視！呆坐在天國裏，那談得上有喜樂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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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過去一年多，編者經常被問到：「最近有沒有徐牧師的消息或為何

不見他的文章？」等問題。大概是看慣了，現時在佳音月刊很難再

看到徐牧師的大作，大家難免“懷念＂！希望讀者諸君和本堂的

弟兄姊妹看到下面刊載的文章，可以一解長久的“相思＂。－ 編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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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麥叔要我一定再為佳音寫作,  不敢不理,  就儘力(偶爾)寫寫吧!  

 

時間過的真快,  退休至今已近八個月,  除了細數上帝的恩典----日子過

的很好,  卻是一段"毫無生產"的懶散時光!  矛盾的是,  天天似乎依然忙

碌,  因為一半時間在台灣,  另一半時間各地去,  有旅遊有探親:  至今新

加坡已去過三趟,  五月曾返加州,  在香港留下足跡,  還到了馬來西亞,  

珠海,  澳門,  和新疆等地,  "吃喝玩樂".     

 

感覺上,  最大的"成就"是在台北的關渡馬場,  沒有騎幾次馬,  把馬術學

好,  便勇敢的參加新疆旅遊的騎馬團,  從古代產汗血馬之地--昭蘇,  選

天馬一匹(後來常被換掉),  遊行於天山的西端,  騎向夏塔,  行走於夏塔

古道(當年唐玄奘取經之路),  奔向汗騰格里雪山.  大概自少年時武俠小

說看得太多吧,  "騎馬",  "天山",  早已是夢中的幻境,  沒想到竟然成真!  

新疆西部走了十天後,  還到北疆鄰蘇俄邊界的喀納斯湖保護區,  到只有

騎馬方能及的地方,  享受到環繞"黑湖"的人間天堂般之美景仙境!  前後

十五天既艱困又愉悅的行程,  現在想起來仍舊像做了一場美夢;  這趟旅

行何嘗不是自己想趁未"老"以前給自己的"最後"機會?   

 



九月和十月,  大部份時間將在新加坡,  父母親的生日,  姪子的婚禮,  接

著就是幾件已承諾的事外,  基本上還算是"無所安排"的日子. 

 

這固定之事,  其一是促成"和諧人生服務社"的重新出發;  由大專生及社

青組成,  以"和諧人生"為宗旨去奮鬥與服務的該社團,  於我當年赴美時

停止運轉,  如今經過幾次老社員的連繫溝通,  咸認為有起死回生的必

要.  其二是在自家辦定期的家庭聚會.  另外,  我們在淡水鎮的日子,  大

部份就近參加鎮上天主教堂的主日崇拜,  偶爾跑遠一點到聖公會的教

堂.  但目前已應邀儘量每月一次在新埔的降臨堂講一次道.  其餘的日

子,  希望用於整理過去所寫的講道,  雜七雜八的文章等.  

 

人生的過程中,  隨著年齡的增長(我偏愛"年齡的增長"過於"歲數的添加

",  因為"增長"之意義勝於"添加"吧!),  回頭往後看的機率勢必比往前看

來的多.  年輕人是向前看的,  因為往後看所能見之時日仍短,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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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反而充滿各種可能性,  充滿各種希望,  向前衝的朝氣是年輕的特色!  

年長者當然恰恰相反,  於是如何可以依舊充滿各種希望過日子,  保存向

前衝的年輕朝氣,  成為值得探討之事 !  不可能嗎?  試'想,  如果一個長者

往前看是充滿活力與衝勁,  往後看又充滿歲月的經驗和智慧,  那將是在

現今中多美好的結合! 

 

往前看而能激起活力,  是"盼望"的功能;  基督徒要有"信",  有"愛",  也一

樣要有"望".  "盼望"是一樣的重要,  不能僅僅解釋為永生的盼望,  而對今

生, 今世, 今天, 這時刻,  亦要充滿之. 

有了"望",  任何今天都可有年輕朝氣. 

  

我們面對生活,  都有不同態度,  這態度是否正面健康,  積極樂觀,  親和善

良,  乃根基於我們的人生觀.  而人生觀的基礎,  則是信仰!  信仰擺對了,  

人生觀也就活潑清楚了,  於是生活也悠哉,  精神也悠然.  這裡當然有深

淺度的問題.  整體而言,  市面上流行的"正面思考",  "積極態度",  "快樂人

生"等類之書籍,  講座...等,  所推廣之概念,  絕大多數源於基督信仰是無

庸置疑的.  因此,  每主日做禮拜的基督徒應有所更深一層體會!  這種話,  

老實說,  我年輕時還不大敢講,  因雖然相信卻有待驗證.  但如今快到"花

甲"的歲月,  應該有資格做"見證"了!  (不會被批為天真不切實際或唱高

調)   

 

"信" "望" "愛"的動態很有趣.  青年基督徒面對的往往是"信"的挑戰(欲解

世界上太多的問題), 至於"望"和"愛",  則來得很自然(年輕嘛!);  年長者則

在"信"上很"自然"(因已"固執"化!),  反而在"愛"(狹窄化)和"望"(時光作祟)

上面臨挑戰!  當然,  我這裡並非做絕對之言論;  言下之意,  係各年齡層

有上帝所給予之功課,  各自要有所學習.  "信""望""愛"是屬於我們的,  也

是我們一面修習享受,  一面要與人分享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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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若認自己的罪，上帝是信實的，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洗淨我們一切的不義。（約壹、一章：9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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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尋 根 之 旅 （五）﹏  
 

 一宿無話，起床後、大家“滋滋油油＂（輕輕鬆鬆）地用早飯。由

於今天的行程是：先由大理返昆明、下午再乘飛機前往桂林外，再無其他

節目安排了；時間上是比較“寬鬆＂的、所以毋需再“趕、趕、趕＂

了！。返抵昆明後立即午餐，餐後見時間仍早，導遊小姐帶領我們步行、

橫過馬路，走進一間商店，我正想是否另一個購物行時，雙腳已經踏進商

店裡面。仔細打量一下，這家店的裝備和擺設跟一般“醫療、藥局＂差不

多，而結果正是給人做“足浴、按摩＂的地方。（有如“北京同仁堂＂，

前者每人收費 US$15.00 元，這裡完全免費）。 

 他們用“藏藥＂給大家泡腳，洗腳時，有一位好像是領班模樣的

中醫師進入、給眾人講解，最後才是“精華所在＂（賣藥）。因為完全免

費，大家在“無功不受祿＂的名言感召下，人人都自動自覺地、“意思意

思＂般買了一些。（這一回、十四個人中，除小孫女一人能夠置身事外、 
“免疫＂之外、其他十三個人無一倖免，就連 Robert 兄也被“拖下水＂

了！）替我們洗腳的年青人，全都是中醫學院的“準醫師＂！（說來好像



有點“大才小用＂，不過這些“小醫師們＂也確實需要多一些實習經驗，

更何況此舉又能多掙一點“外匯＂小費呢？簡直是一舉數得啦！）洗完

腳，人顯得輕鬆多，走回汽車前往不遠的機場，進入後、雲南的導遊小姐

也就在此拜拜！ 

 前往桂林的班機上、乘客很擠，雖然飛機內有“禁止吸煙＂的告

示，不過這一塊“告示牌＂、對某部份“貴客＂好像起不了任何作用。好

在飛行的時間不長，約一小時便抵桂林機場。（我對桂林雖不陌生，亦不

敢說很熟識；因為由87年至今，我已六次到訪桂林，每次都是兩－三

天，看到的地方大致上都一樣。比較起來，從前看到的比現今多得多了！

我們今次在桂林停留了兩天，帶領我們的導遊是一位“先生＂而不是“小

姐＂；此君的工作態度、在下實在不敢恭維）。機場出來直奔餐館，晚飯

後才到居留的湖濱酒店，原本想走出酒店到湖濱公園“八卦＂（上海人稱

之為“白相＂）一下，可是，當時的自己實在疲乏，不得不放棄這個念

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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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晨起來拉開窗簾一看，我們的房間正對著一個小湖和湖濱的小

公園，景色不錯。早餐後就是旅遊桂林的“重頭戲＂、人人期盼的「漓江

遊」了。每次遊漓江都感到有些不一樣，無論是碼頭、設備、秩序、遊

船、食物和招待……，多多少少都有些兒變改。今次就發生了一件最讓我

不服氣的事情：【小孫女今年十一歲，旅遊公司購的是小童票，到了碼頭

大家進入閘門的時候，守閘門的工作人員卻不准她通過，原因是她的身高

超過“小童的標準＂，就算有 Passport 的証明，工作人員一概不予理

睬，態度非常桀傲、惡劣。那位導遊先生站在一旁、什麼事都沒做（不曉

得他跟著來做什麼）。】不服氣歸不服氣，為省麻煩、我還是乖乖的送上

小童與成人票價的差額，謹遵前人的教訓：「出門錢、飯後煙」，不要因

幾個小錢而破壞了整個旅程的興緻。 

 遊船上的午餐、可以用：“每下愈況＂來形容。加菜用的“漓江

桂魚＂和“漓江蝦＂、是越來越小了！魚、蝦的全身不是碎骨就是硬殼，

簡直“難以下咽＂，加了菜等於沒加，簡直是加增了垃圾、製造了污染、

浪費了金錢。不過，今次在“遊漓江＂的過程中，我們多人（集體）一同

做了一次“蠢事＂（老櫬），大家卻因這次“老櫬＂而笑翻天。（做了老

櫬仍然歡喜快樂的事，多做幾次又何妨？） 

 事情的經過是這樣：船上有一個小攤檔，賣的都是平價的小型紀

念物品，由船上的職員輪流看檔。未吃午餐前，我們中有一位用五十元人

民幣、在攤檔買了兩個繡花“手袋＂，因為是手工繡上的，大家看後一致

認為便宜（抵買）。午餐後，另一位船員提著很多同樣的手袋走過來兜售，

說是五十元三只，立刻有人光顧。買到三隻那幾位以為自己幸運，買到便

宜貨；於是、便向買得兩隻那位開玩笑。船到了陽朔、大家魚貫上岸，碼

頭就近的小販走過來售買一模一樣的繡花手袋，價錢是五十元四隻；等到

返上旅遊車時，手袋的喊價竟然跌至五十元五隻。每次碰到一個新低價，

大家就大笑一場（非常亞Q、居然為做了“老櫬＂而歡笑），這是一個新

鮮和難忘的體驗。雖然做老櫬，不過、值得呀！ 

 晚上在桂林看了一場芭蕾、歌舞和雜技……的綜合表演，名為

“夢幻桂林＂（每晚兩場），人很擠，絕大多數是遊客。整個表演差不多

兩個鐘頭，其間沒有冷場、藝員們很有默契，在場的女仕們十分欣賞。 

 第二天上午遊“蘆笛巖＂，途中在“象鼻山＂停留了一會，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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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可以照幾張“到此一遊＂的相片，免得日後回家「沒交代」，到時後悔。

大家匆匆忙忙拍了幾張照片後、便返回汽車前往蘆笛巖。我對蘆笛巖雖不

能說“瞭如指掌＂，卻也不是“陌生客＂，因為以前已經參觀過四次了，

所以今次沒有進入。Lynn、妻和我三人在岩洞外的攤檔留連了好一會，

直等到大隊人馬看完出來便返回市區用中飯。“桂林遊＂至此已經接近尾

聲、是該往機場的時候了！（我很喜歡桂林的景色，尤其是這裡的山和

水。）我們在機場待了差不多三個小時才能上飛機；對這次遊桂林所獲得

的印象，可以用一句：「是最“差＂的一次」來形容。 

 飛機抵達廣州了！此時此刻、真有點“近鄉情更怯＂的感受！因

為年輕時、我曾數次進出廣州；為了生活、在這兒“捱＂（亦可以說成

“歎＂）過好一陣子。在廣州，我有很多值得回憶和感恩的往事！可惜現

時廣州正當“秋交＂（秋季交易會），到廣州參加交易會的各國與各地的

商人都需酒店落腳（住宿），所以旅舍的入住律火紅，Carol 於代訂房間

時，沒法找到一間價錢合理、能夠接受的；故此，我們沒廣州停留過夜。

大家雖然有點失望，不過如此安排，卻也省去小人很多莫須有的“胡思亂

想＂。到機場接待我們的是一位說廣州話的導遊小姐，在他鄉遇到說同一

種方言的“鄉里＂時，人與人之間的距離、就在剎那間拉近了許多。她帶



領大家在“羊城＂吃了一頓道地的粵菜，到晚飯吃完，再次返回旅遊車

時、已經接近黃昏了！ 
 汽車在市區行進期間，我向兩旁觀望，對窗外的景像、依唏有舊時中

華路的模樣（中華路於解放後改名為解放路）。問之導遊，她的答案果然

“是＂。不一刻，到“海珠橋＂（戰時、有一次與四哥乘黃包車經此，剛

巧遇到戒嚴（因“偽省長＂在長堤被刺身亡），我們被困在當地、進退不

能，祗可在橋底下“站＂了一夜）。但見今夜珠江，燈火明亮、色彩繽

紛；只是在濃妝艷抹中、少了幾分往昔的端莊與平實。（上了年紀的人，

對往事、通常是較敏感的，筆者自然不會例外啦。）（未完，待續）   ◎             
**************************************************************************  

 

  

 上帝是我的避難所，是我的力量， 

 是我們在患難中的幫助。     （詩篇四十六篇第7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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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Dear  FFrriieennddss,,  

 
The first Thursday of April is, according to the Church Calendar, 
Maundy Thursday; yet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Lunar calendar, 
Ching Ming Festival.  We shall remember the institution of the 
Eucharist on Thursday evening, and we shall also remember our 
beloved departed ones on Wednesday evening. 
        
It is always right for those who believe in the Gospel to honour our 
parents and to remember our ancestor, as the fifth commandment 
calls us to “honour our parents”. It is also the teaching of the 
Confucius that one should honour his parents and ancestors, for 
Tseng Tzu said, “Conduct the funeral of your parents with meticulous 
care and let not sacrifices to your remote ancestors be forgotten, and 

the virtue of the common people will incline towards fullness.”( Lunyu 
I. 9). Hence, it is appropriate for us Chinese Christians to remember 
our beloved departed ones on Ching Ming Festival. 
        
We shall light candles as we remember our beloved ones in the 
Wednesday service, and a votive candle stand should be in place for 
such purpose.  

Lighting a candle is neither for illuminating the space nor uplifting the 
atmosphere.   Lighting a candle in the church connotes rich meanings. 

 Lighting a candle is a prayer, for when we have gone, it stays 
alight, kindling 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others the prayers we 
have already offered for them and for others, for the sad, the sick, 
and the suffering -and prayers of thankfulness t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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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ghting a candle is a parable, for burning itself out, it gives light 
to others. Christ gave himself for others. He calls us to give 
ourselves.  

 Lighting a candle is a sign, for it indicates our solidarity between 
christians and with the saints, martyrs and the departed, for they      
bore witnesses to the Light of Christ in their lives. 

 Lighting a candle is a symbol, a symbol of light, warmth, hope, 
and love. 

        
On the following Sunday we have solemn celebration of our Lord’s  
resurrection in the Eucharist, in which we shall offer incense in our  
iturgy. 
        
In the Old Testament, incense was included in the thanksgiving 
offerings of oil, rain, fruits, wine (Numbers 7:13-17). And God has 
asked Moses to build a golden altar for offering incense (Exodus 
30:1-10). The incense in a service also reminds us of the Psalmist’s 
vision: Let my prayer be incense before you; my uplifted hands an 
evening sacrifice (Psalm 141:2). It also helps us recall the scene of 



God’s eternal kingdom as depicted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Another 
angel came …holding a gold censer. He was given a great quantity of 
incense to offer, along with the prayers of all the holy ones, on the gold 
altar that was before the throne. The smoke of the incense along with 
the prayers of the holy ones went up before God from the hand of the 
angel.(8:3-4) 
        
In short, the usage of incense adds a sense of solemnity and mystery 
to the service, and the visual imagery of the smoke and the smell 
remind us of the transcendence of the service which links heaven with 
earth, and allow us to enter into the presence of God. 
        
The Anglican worship is always beautiful, in general we use our f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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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ses to worship God, that is: our vision, our voice, our ear and our  
bodily actions. Now we can also use our sense of smell to appreciate 
the mystery of God. Is that amazing? 
        
Yours in Christ, 

Peter Lo +         ◎             
**************************************************************************  

下面幾張都是攝自桂林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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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家們遊浬江。   （攝於船艙頂樓）      

 
 
 
 
 
 
 
 
 
 
 
 
 
 
 
 

 
 
 

 
 
 

 
 

象 鼻 山 兩 個

不      
                                   

 同 角 度 攝 出 來  
 
 的 不 同 結 果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