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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大家都知道、我們教會的尤振中牧師經已息勞、 

安返天家了！尤牧師為人擇善固執、守正持恆、待 
人誠懇、一生侍主忠心。行走在天國的道路上，目 
標始終不移。解放後，他在中國歷盡砍坷、走過無 
數艱難險阻的辛酸路。如今驟聞這個消息，難免傷 

心難過。另方面講，我們更應該感謝上帝，可以在 人 

生短暫的旅程中與他相遇。從他身上、大家可以隱 約 

看到很多教會前輩先賢的影子。就是「虔守信念、聖 

潔堅貞，愛神也愛人」。他是我們學效的最好的榜 樣。 

 這是佳音的佳音－上（四）月，編者收到 Ginger 

（李陳景球）姊妹送來$100.00 元、用作佳音月刊的 

印刷費用。同仁等深受感動，編者謹在此代為致謝。 

 弟兄姊妹及讀者們：徐牧師上月不單在本刊有文 

章、還在本堂露了幾次臉、主日也了講道。到臨返台 

灣前、還匆匆為本刊寫了一篇“懷念尤牧師＂的文 章。 

這回、想念他的“相思＂問題，總算解決了！ 

 阮戍民弟兄伉儷（Daniel & Joanne）前月來洛，贈 

予編者一本馬來西亞教區的刊物，有一篇文章是他本人 

所寫，已同意本刊轉載；祗是原文是英文，繙譯需時， 

如今請得王永良弟兄代勞，下期、大家可以搶先一睹 了！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7 年 5 月 
第九十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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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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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聖加百利堂的五月是一個充滿活力與喜樂的月份。 

 

首先，我們的主日粵語查經班將於五月六日準十時正開鑼，此後，我

們每週就有三個查經班任君選擇，修練一己的靈命靈力。 

 

此外，我們還有兩個特別值得注意的主日；首先是復活第六主日，五

月十三日。該主日我們在早午堂聯合聖餐崇拜中將慶祝母親節。世界

各國慶祝母親節的時間都不盡相同。英國母親節定於大齋第四主日；

挪威母親節在二月的第二個主日；阿根廷則在十月的第二個主日；黎

巴嫩在春天的第一天。而美國母親節則在五月第二個主日，就是美國

母親節倡議人安娜賈維思女士(Anna M. Jarvis)紀念她母親逝世週年的日

子。而最近在中國大陸，亦有人倡議在孟子生日那天，即農曆四月初

二，定作為中華母親節。各地母親節的日子儘管不同，但其宗旨卻是

一貫的；就是希望所有人能在母親在世時，勿忘母恩，要及時表達我

們對母親的愛意與敬意，並藉此加強家庭成員間的情感關係。這宗旨

也是合乎基督教倫理的。 

 

該日我們更會感謝世上最偉大的母親，就是我們救主的母親童貞女瑪

利亞。因為藉著她的順服與悲屈，聖子取得肉身，住在我們中間，拯

救我們。也因為耶穌被掛在十字架上的時候曾“…對他母親說：「母

親，看，你的兒子！」又對那門徒說：看，你的母親！” (約翰福音

19:26-27)。換言之，瑪利亞也是我們一眾愛主信徒的屬靈母親，也是我

們表達愛意與敬意的對象。我們的青少年，我們的主日學學生，在該

崇拜中將獻詩、獻禱、更向各位母親獻花。這主日將會是一個充滿溫

馨喜樂的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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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主日是五月廿七日聖靈降臨日。該主日我們會在早午堂聯合聖餐

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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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中慶祝教會的生日並舉行聖洗禮。我們懷著戰兢之情，感謝上帝藉

著聖加百利堂，加增主自己的羊群；並為新葡及我堂祈求，絡續得恩

得力，榮耀上帝。 

 

但我們不要忘記聖靈降臨日的重要信息，即是：在基督裏，語言再不

是人與人之間的障礙。因在第一個聖靈降臨日的時候 “信徒被聖靈充

滿，按著聖靈所賜的口才，說起別國的話來…各人聽見門徒用眾人的

鄉談說話…都驚訝希奇說：「看哪，這說話的不都是加利利人嗎？…他

們用我們的鄉談，講說上帝的大作為。」” (使徒行傳2:4-11)。 

 

話說回來，語言又是從什麼時候開始變成人與人之間的隔閡呢？按創

世記第十一章記載，由於人類過於自信，以為可以聚集全體人類的力

量，建造一座塔，塔頂通天，藉以展示人類的力量，傳揚自己的名之

時，上帝就變亂他們的口音和語言，使他們分散各地，建造高塔的工

程就告中斷了。簡言之，當人人想當上帝的時候，人類的語言就成為

彼此間的隔閡；但當人人藉基督歸回上帝的時候，人類的語言就不再

成為彼此間的隔閡。 

 

所以，我們平日因語言的因素而在不同時間敬拜上帝的人，都會在該

主日同一時間聚集，一起崇拜，表明我們在基督裏，語言再不是彼此

間的隔閡。我又提議各人在該主日儘量選穿紅衣，或配戴紅色衣飾，

儼然一隊“紅衫軍”，一來，象徵聖靈的火熱，二來，更表徵我們的團

結。所以這也是一個滿有意義的主日。 

 

我衷心祈求上主，使用這些活動，打開我們信仰的眼睛。願主福佑你

們。 

 

你的牧師  盧盧君君灝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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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月 份 活 動 簡 報    

外展事工： 本堂外展部將於本（四）月廿一日起、與南加州華裔教

師協會合辦“ 加州教師檢定考試CBEST輔導班” 。一

連八個週末下午在本堂會議室舉行. 希望能藉此活動提

高本堂在社區中的能見度﹐ 為傳道工作製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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耆英會：   四月份的耆英會已於四月十八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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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席的年長者非常踴躍。會後的午餐、依慣例到“仁

仁酒家＂，惟獨在付帳時、不依往例；大家實行「AA
制」（科錢）找數，效果不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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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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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粵粵  語語  查查  經經  加加  班班  了了    ：：  

粵語查經班定於五月六日起逢星期日上午十時正在會議室舉

行，這是培養我們靈命的良機，祈勿輕易放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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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來 稿 無 論 是 鴻 文 、 偉 論 ， 冷 飯 、 小 炒 ﹔ 

內 容 不 計 長 、 短 、 雅 、 俗 ， 一 律 歡 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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訃聞 (譯自教區通訊 The Episcopal News) 
 

 
尤振中牧師已於主曆二○○七年四月五日，設立聖餐日清早，因腹主動脈

瘤併發症息勞歸主，享壽85歲。 
 

尤牧師盡瘁鞠躬，畢生侍主，離世前幾天還在聖多馬堂(哈仙達岡)的棕樹

主日崇拜中，以國語宣讀福音；尤牧師亦在洛杉磯教會海員事工部屬下之

海員退休之家任職義工；尤牧師也是蒙市聖加百利堂的義務聖品。 
 

尤振中牧師追思禮拜謹定於四月十八日(禮拜三)下午二時正在教區中心

(Cathedral Center of St. Paul, 840 Echo Park Avenue, Los Angeles)舉行追思禮

拜；崇拜將由卡蘭薩主教(The Right Reverend Sergio Carranza)主禮，神學院修

生Ada Wong Nagata講道。崇拜後在禮堂備設茶會。 
 

尤振中牧師浙江溫州人，主曆一九二二年六月三十日生，牧師有四位親兄

弟，現定居於中國大陸。牧師生於第三代基督徒家庭，在父親尤牧師(The 

Reverend Timothy S. H. Yu)及母親胡氏(Zhong-Xuan Hu)之栽培下，幼承庭

訓，深受基督教信仰之熏陶。牧師年青時曾代表中國基督教協進會參加在

澳洲舉行之全球聖公宗華人牧師大會、在挪威舉行之全球基督徒青年大會

及在坎特伯里舉行之聖公會青年大會。 
 

牧師一九四五年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獲雙學士學位；一九四六年六月

九日於上海救主堂受封為會吏，然後赴美國麻省劍橋聖公會神學院及聖公

會太平洋神學院深造神學，一九四八年獲基督教教育碩士學位。牧師旋即

返回中國，於一九四九年二月二日受封為牧師；然後職掌南京大學及南京

金陵女子文理學院之駐校院牧，至一九五一年往上海聖約翰大學神學系任

教。 
 

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中，牧師與其他知識份子，被關進監獄，下放勞改。

歷盡滄桑後，牧師私底下仍繼續牧養群羊，直至八十年代早期教會得國家

准許公開活動為止。 
 

牧師一九八七年在南京退休後移居美國，在沉默樓(即今聖公會克拉蒙神

學院)作訪問學人。一九八九年開始在聖佩羅的聖公會海 

員事工部服務，至一九九二年退休，但仍作義工，繼續為海員服務；此

外，牧師更一直為本教區牧養信眾，至死方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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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 六 月 份 重 要 活 動 預 告    
 

1 

May Birthday     五月生日  
 

HHAAPPPPYY  BBIIRRTTHHDDAAYYS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吳伍梅芳(1) 吳江順意(12) 
霍楊琬明(13) 殷雁萍(18) 
黃志雄(20) 關文傑(26) 

 

願   新一歲裡，主愛更深，主恩更豐！ 
 

(如有遺漏，請通知辦公室)  

 

 

同心團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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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節目十分吸引兼且有趣味。

希望弟兄姊妹們不要走雞（萬勿錯過）。 

耆英會：  五月份的耆英會將於五月十六日（星期三）上午十時半

（10：30 AM）在圖書館舉行。屆時請各年長弟兄姊妹

踴躍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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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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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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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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為盧牧師及各教友，求主增強我們的信

念，又保守、看顧、賜平安與我們，一切有主的保護和引領。 

四月份慶生會，出席的壽星們與牧師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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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園 地
 

  
                                                   

                                     

               儆儆    惕惕           －  羅 思 凱 
 

 （倣 大 衛 詩 篇 廿 三 篇 所 作 ）  

 錢是我的主宰，我必不至缺乏。 
 它使我躺臥在席夢思床上，領我到可安歇的華廈。 
 它使我的良知泯滅，視錢如命。為它的緣故，引導我走險

路。 
 我雖行過死蔭的幽谷，也不怕遭害，因為錢與我同在。錢

的 
 神通，錢的鬼大，都引誘我。 
 在我人生的舞台上，它為我擺設筵席，用油膏抹了我的眼

睛。使我的雙目昏瞶矇矓。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怨仇恨隨著我。我且要住在錢的火湖

中，坐視生命的毀滅，身體的腐朽。 
 直到永遠。    ◎          

※ 編按- 本文作者－羅思凱女士是蜚聲海內外的中文作家、亦是

本堂會友。「錢途人生」一文曾發表於“新聞天地＂雜

誌，被某台北牧師複印了數百份分贈教友分享，以為惕

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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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徐 子 賢 

 
認識尤振中牧師是我的榮幸！ 

第一次見到尤振中牧師是在鮑牧師的葬禮上，自我介紹後，他只有微

笑，沒有兩句話。真正認識尤振中牧師、還是在我到聖加百利堂侍奉一

年多後。感覺上，尤振中牧師言語謹慎，我想應該是尤牧師在大陸生活

的經歷所影嚮。起初，尤牧師不輕易談過去，比較願意談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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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最先了解的是他在航海人員的事工，特別是服務停在San Pedro的

大陸海員，在那裡停舶的貨匱船，用的大多是大陸水手。我曾經跟著他

走訪一次，看著老牧師手提一大堆讀物，很穩健的一步一步爬上幾層樓

高的繩梯進入貨船。有懼高症的我提心吊膽捉住繩梯跟隨後邊爬。尤牧

師不但為停靠的船送精神糧食，更送溫暖給坐監的海員，關懷跳船被捉

的人，為他們辦事跑腿，有時還自掏腰包 資助他們回國的機票。尤牧

師更向他們傳福音，多次為信者受洗。 

尤振中牧師固定將自費訂的基督教雜誌，按月專程送給本堂的國語教

友。我認識他之後，便積極為他向Borsch主教申請，讓他可以將牧師籍

落入本教區。他在獲得本教區牧師籍後，便常收到教區相關活動的邀

請，曾數次得到參與的財力資助（包括與我一起參加在馬來西亞檳城舉

行的、世界華人聖公會牧師大會）；我也向EAMLA要求並得到資助尤牧

師工作的預算共三年。 

尤牧師有一次車禍，得到保險公司賠償一部新車。這部車在他停開之後

賣掉，所得一萬餘元，全數捐送給在Berkeley的聖公會神學院。奉獻與

節檢生活是尤牧師的特色，我們在談話中，他曾經向我分享他的收入分

配，真是細心使用上帝的賜與。 

在我同尤牧師有了深交之後，他把他的身後事交托給我，基本上他交代

我的是：不要麻煩到任何人甚至教會，請我簡單將他火化。用他的話

說：「用Brown bag裝他的骨灰，遇固定船期洒在海中。」他後來知道我

將退休離開而難過，對我說：這下他得要重新考慮。數月之後，他很安

樂的對我說：他已請海員機構以同樣簡單的方式處理他的身後事。 

我敬愛的尤振中牧師，他永遠帶著牧師的領子，儘心力事奉，真是上帝

的忠心僕人。我將懷念他在牧師館過夜時，我們的交談，第二日清早，

丁胖子、永和、義美的豆漿、燒餅、油條……。尤牧師的現在及過去，

包括解放初期、在共產政權統治下做牧師的生活……，有許多 

使我感動與學習的地方，希望有一天能夠將他對我講的話（有些在錄音

帶上）寫成文章。我們要為他的一生感謝上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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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思禮拜中的感恩和反思                   
                                                         

—    學 子    —     
 

  敬愛的尤牧師於主曆2007年4月5日、設立聖餐日清晨蒙主恩召。聖

公會羅省教區卡蘭薩主教於4月18日在教區中心親自主持尤牧師的追思

禮 拜 。 在 虔 敬 的 、 感 恩 的 追 思 過 程 中 ， 我 們 常 常 會 思 考 ： 
 “人死了，為什麼要感恩？＂“追思故人的意義何在？＂ 

 聖經教導說：“義人的死，並非一場災難，因為他們懷有永生的希

望，他們的遭遇，比起他們將要得到的祝福來，那是微不足道的。＂又

說：“在主裡面而死的人有福了；聖靈說：是的，他們息了自己的勞

苦，……必得永恆的安息。＂  

 尤牧師一生坎坷的經歷，有如跨越死蔭幽谷，但主的杖和主的竿始終

保護著他。1946年6月，尤振中受封為會吏，1949年2月受封為牧師。在

中國為主事奉41年，1987年退休後，他移民來美國。正如他的胞弟在悼

文中寫到，“……使他安度了幸福美好的晚年，……上帝的恩典是數不

清、道不盡的，我們將永懷感恩的心，在餘下的歲月中更加愛惜光陰，走

義路，作光，作鹽，榮神益人，頌讚主名。＂ 

 尤牧師在中國各次政治運動中，雖然是歷盡滄桑，上帝卻安排他在農

村，作為聖職人員的“餘民＂來到美國，為的是見證神的大能和恩慈。 

 回顧中國基督教會的發展歷史，也是歷盡滄桑。自從1807年英國教士

馬禮遜來華傳福音已200週年，據統計：1905年來華西教士已達3445人，

基督徒已從零發展到10萬人，而其中中國傳教士也近一萬人，到1949年，

教徒已增巳80萬人，然而在無神論的政體下，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歲月

中，教徒已急劇減少。絕大多數的聖職人員都處於勞改、監禁、甚至殉的

境地。直至上世紀80年代後期，蒙主宏恩，基督教在中國又開始復興（據

報導，2007年全國基督徒已近8,000萬人）。 

 在中國基督教跨越“死蔭幽谷＂的四十年裡，80萬的基督徒和數萬名

聖職人員，在信仰及生命的抉擇中，都以自己原有的“角色＂表露出來。 
正如聖經早在2000年前預言的那樣，其中有彼得式的（曾經三次不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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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有多馬式的（曾經懷疑主，堅持以理性和科學實驗方式確立自己的

信仰）；有保羅式的（曾經無情地逼迫主和祂的信徒）；有猶大式的（背

叛主，出賣主）；還有其他多數信徒遠離主，迴避自己生命之源。……在

災難和生命攸關的時刻，我們的罪性和軟弱都暴露無餘。然而十字架上的

基督卻在懇求：“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不曉得。＂信

實、公義、滿有憐憫的上帝還為中國教會存留“餘民＂。以賽亞書1:9
“若不是萬軍之耶和華給我們稍留餘種，我們早就像所多瑪、蛾摩拉的樣

子了。＂近20年來中國教會的逐漸復興，見證了上帝的大能大愛和祂的旨

意。 

 在美國他鄉的尤牧師，20年來從無間斷地在多間教堂和聖公會海員事

工部事奉，並且以他那謙卑、虔誠、持恆的晚年，見證了上帝的慈愛和救

贖的恩典。一位老教友稱讚他“最特出的優點是謙遜，從不參與人為的是

非＂。這是因為他那坎坷的人生經歷，証實了“判斷人類是非善惡的權

利和準則在于神，而不在于人。＂“在神的天秤上，沒有任何人為的真

理和原則重于教會的合一及教友之間的彼此相愛。＂另一些教友稱他

“忠心耿耿，全人事奉的的精神和言行；這是因為長期苦難的遭遇，啟

示了他＂：“只有敬畏耶和華，愛神益人，將一切財富積存在天家，才

能進入平安、永生之路。＂教友們都欽佩他那“勤儉、樸實、持恆＂的

品德作風。這是因為過去貧困、動蕩的生存環境告訴他“只有基督是生

名之糧＂，“只有上帝的道路、真理和生命是永恆不變的＂。 

 誠如使徒保羅所說：“那美好

的仗我已打過了；當跑的路，我

已跑盡了；所信的道，我已守住

了；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

我存留。＂ 尤振中牧師為主奉獻

的一生是我們教會家人的榜樣。  

   －  學 子   
4/18/20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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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尋 根 之 旅 （六）﹏  
  

 過了海珠橋，汽車在公路上繼續飛馳，趕到陳村的

“碧桂園＂投宿。“碧桂園＂在今天的大陸非常有名氣，很多城市都有

這個名稱的建設，是一宗“大手筆＂的地產投資。今次因旅遊車司機迷

路，停車訊問了好幾次才能找到“陳村碧桂園渡假村＂，進園後再經幾

番努力、迂迴曲折地才到目的地“渡假中心＂（Resort Hotel）。這家旅

舍的“旅客和商務服務＂……等一應俱全；尤其是“消閒設備＂（哥爾

夫球場、游泳池、籃、排和網球場等）都很新穎，住客們可以免費使

用。可惜，經過了一整天的勞頓後、精力與興趣都沒有了，當晚眾人都

乖乖地待在房間裡養精蓄銳（休息）、準備明天好好地“唱＂出此行的

主題曲－「尋根」。 
 

 清晨，早起的人晨運去了，這裡的空氣清新，做運動是最好不過

的，何況“渡假村＂四週的環境是那麼怡人、讓人賞心悅目？祗是我

前、後略一觀賞過便走進餐廳、準備吃早飯。入內一看，當場嚇了跳，

原來餐廳裏“爆滿＂了客人，要找個稍為合心意的座位很難。吃客中、

大部份是來此參加交易會的，當地的居民也不少，像我們這樣的“遊

客＂卻不多。餐廳分為兩部份，一邊是“自助式早餐＂（旅館房客的早

餐已包括在房租裡）；另一邊是按吃什麼、和吃了多少（包括即叫即煮）

來計算。兩邊餐廳的座位，幾乎都讓“吃客＂佔據盡了，要找兩個相連

的“空＂位子還真“不容易＂呢？ 

 

 今天的行程是先往鶴城、然後轉到江門午膳，下午再向前往中山的

翠亨村，最後才經珠海出澳門。看起來好像要走很多地方，時間上是緊

揍的，所以我們準備用八個小時走畢全程。早餐後不久、該是出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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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時候了，大家聚在一塊兒等候。祗是、時間一分一秒地走過，旅遊車

仍然不見蹤影，連電話都沒有。大概過了一個鐘頭、就在無所適從當

中，旅舍的職員走來說：你們的旅遊車迷了路，到另一個碧桂園了，不

過很快就會到這裏來！我們心中的大石至此才放下來。（原來我們今天

乘座的旅遊車、是由珠海的分公司派過來的，所以對這裏的道路並不十

分熟識。）車子一到、行李和人都趕著上車、坐好，問題跟著來了！ 

 導遊小姐首先說她們今晨遲到的原因，跟著告訴我們由這裏如

何到珠海（關閘）……等、與我們此行毫不相干的事（她們的任務是送

到關閘為止、我們要自行過關，入境澳門後、那邊會有另一部車來接、

再送到今晚住宿的旅館）。我打斷了她的話、將計劃中今天要走的路線

告訴她；說：「我們預定的汽車行駛時間約需八個小時。」路程是：「先

經佛山到鶴城、再轉出江門往中山的翠亨村，最後才到珠海、終點是澳

門。」她聽我講完、說：「公司告訴她們的任務祗是送到關閘，由陳村

前往當然是走最便捷的路線，至於我們要走的路線並不包括在內，礙難



從命。」再問她「汽車前往澳門、我們為什麼要預算使用八個小時？」

她答非所問，祗重複一句：「公司沒告訴她；如若一定要走我們的路

線、交通費肯定要高。」再問她要高多少？她頓了一會兒（好像在計算）

後，說：「大約七百元人民幣。」我二話不說立即給她一百元美金（約

八百元人民幣）。她靜下來、沒再說什麼，轉頭告訴司機起行。 

 佛山到鶴城須經九江，過大橋後應該先到沙坪經金崗前往；可

是我們過了大橋卻走“廣南高速公路＂（廣州到南路），從高速路到鶴

城要拐一個大彎，多走了一段（最少半個鐘頭的冤枉路）。到家鄉了，

不單自己認不出來，同行的弟妹都霧煞煞、矇查查（這幾年的變化實在

太大了）。我用本地（鶴城）話問當地人，可惜一連問了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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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碰壁，問不出個所以然來。（忽然想起唐朝詩人賀知章寫的七言絕

句：「少小離家老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兒童相見不相識，笑問客從

何處來。」用這首詩來描述此情此景、可謂“襯絕＂！）在無計可施

中、見到兩位“客家婆＂打扮的婆婆，我硬著頭皮用埋沒了數十年沒

使用過的“生硬客家話＂（客語）問：「谷行街」在那裡？她們反問我

找誰、是否姓麥的？原來我們站立的所在、就是故居的街口，祗可惜

走過兩次都錯過！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來全不費工夫。」（這

兩 位 客 家 婆

是 當 地 的 老

居 民 ， 對 我

們 家 的 某 些

“ 姓 麥 的 ＂

人 物 仍 有 印

象。）街上本

來 舖 著 的 是

大 大 塊 的 青

石 版 ， 如 今

沒 有 了 石 版

而 以 混 凝 土

取 代 ， 讓 我

主 觀 上 產 生

了 錯 覺 、 才

會兩次經過都認不出來！（原來清朝、雍正年間建造的鶴山縣城，如今

只是鶴城鎮；百多年來名為谷行街的街道、現在卻是鶴城村。難怪我們

認不得！） 

 我帶著大家走到故居門前、只見大門深鎖，大門上有兩張門

神、兩旁貼著兩條褪了色的“揮春＂，門楣上也有一張寫著“生意興

隆＂的字樣；門外另一旁的牆上釘了一塊寫著「生記木廠」的招牌；兩

扇窗上的鐵窗枝早在“大鍊鋼＂時拆掉了！房子的現狀殘破不堪。我

告訴兒孫們：「這個房子就是我出生的地方」。他（她）們想入內“參

觀＂一下，卻不得其門而入。後來雖經大力拍門、可惜沒任何反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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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不到聲響；在附近找人訊問吧！可是、左鄰右里完全找不到一個認識

的人。【經過八年抗戰，解放後又遭到長期的三反、五反……等數不盡的

批鬥，祗要與外地稍有關係的“本地

人＂盡都“雞咁腳＂走的走、搬的搬，

城裡城外、早已十室九空了！如今、居

住在當地的居民、絕大部份是“外地

人＂（故鶴城人已甚少會說鶴城話了！）

我用鶴城話發問，他（她）們如何能作

答呢？】（另方面、我們六兄弟加上一

個妹妹全都是自幼離家，難得有碰頭、

聚首的機會；不過每凡相敘、言談中大

家都使用“鶴城話＂。所以我說“鄉音無改＂並非言過其實。）我們在門

外好像“左顧右盼＂般徘迴了一陣，拍了幾張照片後（連水也沒喝一口）

便離開。不遠處有一片茂密、綠油油的小樹叢，狀似一條長長的帶子，

樹帶中心夾著一條窄窄的流水、形如明渠（露天的溝渠），本地人稱做

“水坑底＂。小孫女問我那是什麼？我告訴她：「那是從山上直接流下來

的一條小河，從前的河面是寬闊的、河水非常清澈，可以見到水中的游

魚，河的兩旁盡都是大粒大粒的黃沙。童年的我、時常和同伴在這裡捉

魚、玩水，消磨過很多美好的時光；就算現已踏進暮年，在我的腦海

裡、仍然留有不少愉悅的點滴和珍貴的回憶。」（未完，待續）   ◎             
**************************************************************************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Dear  FFrriieennddss,,  



 
The month of May is going to be a very vibrant month for St Gabriel. 
 
Firstly, our Sunday Cantonese Bible Study Class is going to kick off at 
10 am sharp on May 6, thereafter, we shall have three Bible Classes 
each week for us to choose from, for us to nourish ourselves spirit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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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xt, may I mind you of two other Sundays in May. The first one is the 
combined service on May 13, the 6th Sunday of Easter, when we shall 
be celebrating the Mother’s day during our Eucharist. Mother’s day 
falls on different days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For Britain, it falls on the 
4th Sunday of Lent; for Norway, it falls on the 2nd Sunday of February; 
For Argentina, it falls on the 2nd Sunday of October; for Lebanon, it 
falls on the 1st day of Spring. For America, it falls on the 2nd Sunday of 
May, the date when the founder of Mother’s day, Miss Anna M. Jarvis, 
remembering her departed mother. Recently in mainland China, it has 
also been proposed to found a “Chinese Mother’s Day” on the birthday 
of Mengzi (April 2, the lunar calendar). Though the dates of Mother’s 
Day are different for different countries, their objectives are the same, 
viz, to recognize the sacrifices of our mother and to honour and express 
our love to our mother; this is very much in line with Christian ethics. 
 
On that occasion, we shall give thanks for the greatest mother of the 
world, the mother of our Saviour,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For it is 
through her obedience and grieves, our Lord incarnated as a human 
being and live among us to save us. It is also because when our Lord 
was hung on the cross, “…Jesus saw his mother, and the disciple whom 
he loved standing near, he said to his mother, “Woman, behold, your 
son!” Then he said to the disciple, “Behold, your mother!” (John 
19:26-27) As such,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is also the spiritual mother 
of all those who love our Lord, is also the person to whom we shall 
honour and express our love. On that Sunday, our youths, our children 
of the Sunday school shall take part in the service to say prayers, to sing 
anthems and to offer flowers to every mother. It’ll be a sweet and 
joyous Sunday. 
 

Another Sunday that we can’t afford to miss is the Pentecostal Sunday 
on May 27. Again, it is a combined service in which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will take place. We thank God for using St Gabriel to add 
members to His own flock. We shall pray for the grace of God for us to 
work for Him and to His Glory. 
 
Let’s not overlook the prime message of the Pentecostal Sunday: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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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 language is no longer a barrier among God’s people. It is in the 
first Pentecostal Sunday “they were all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and 
began to speak with other tongues, as the Spirit gave them 
utterance…Then they were all amazed and marveled, saying to one 
another, “Look, are not all these who speak Galileans? And how is it 
that we hear, each in our own language in which we were 
born? …speaking in our own tongues the wonderful works of God.” 
(Acts 2:4-11) 
 
But, in the first place, when did language become a barrier among 
people? According to Genesis 11, it was the time when man intends to 
flex their muscle before God the creator: “they said, “Come, let us build 
ourselves a city, with a tower that reaches to the heavens, so that we 
may make a name for ourselves” …But the LORD…go down and 
confuse their language so they will not understand each other.” In short, 
when man tries to replace God, man’s language is a barrier among 
themselves; but when man is returning to God through Christ, man’s 
languages is no longer a barrier. 
 
Hence, we are going to celebrate the feast in a combined service, rather 
than in two services as we used to 
be on account of different mother 
tongues. We are going to show 
that languages are no longer a 
barrier to us in Christ. May I also 
suggest the dressing code on that 
day: anything decent that is in 
red. We shall look like a “red” 
army that day, symbolizing the 
warmth of Holy Spirit and the 



solidarity of this worshipping community. It should be a meaningful 
day. 
 
I earnestly pray that God may use these efforts to open our eyes in faith. 
Blessings to you all.  
        
Yours in Christ, 
Peter L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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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一輯照片、攝自尤牧師的追思禮拜；由吳振孚 

牧師親自掌鏡，沒出席的兄姊請勿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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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分    享享    文文    章章  

      曲 奇 餅    

 有一次，一個婦人在機場內的曲奇餅店買了一袋曲奇餅。隨後，她就在

小食店坐下，一邊閱讀報紙，一邊享用剛買回來的曲奇餅。與此同時，亦等候

著航機班次的宣佈。 

 當她正在看報紙的時候，卻被一些怪異的聲響吸引著。原來她對面坐著

一位世裝筆挺的紳士，令她驚訝的是，這位紳士竟然把屬於她的曲奇餅，一塊

又一塊的放進口裏。這婦人看後既忿怒又尷尬，心想怎會發生這麼荒謬的事。 

 於是，她故意把那袋曲奇餅拉近自己，並伸手從袋中取一塊來吃，然後

繼續閱讀報紙章。一分鐘後，她察覺到那名紳士竟然肆無忌憚，又再伸手進餅

袋裏，並挑了一塊再作品嚐。 

 最後，只剩下一塊，這名紳士好像故意羞辱她一樣，特意將那塊曲奇餅

分開一半，將一半推近她的桌邊，自己就邊吃餘下的曲奇餅，邊起來離去。 

 最讓這名婦人不憤的是，這名紳士連說一句“多謝＂也沒有，便逃之夭

夭。剛巧，從擴音器中宣佈她所乘搭之航班已可進閘，婦人便從手袋裏取出機

票。當她打開手袋之際，卻發現自己那袋曲奇餅原來一直放在袋內。原來，由

始至終都是她吃了別人的曲奇餅呢！ 

 事實上，我們人生中，往往都是把別人的曲奇餅當作是自己的。其實，

我們在世所擁有的財物和一切東西，都是由一位厚賜百物的“紳士＂－神，

所賜給我們的。我們本是一名管家，空空而來，只是替神暫時管理祂的東西。

可惜，當我們擁有這些東西一段長時間後，卻誤以為是自己的，甚至不願意付

出或吝嗇起來。 

 事實上，神從來沒有意圖讓我們永遠擁有這些東西，因為當我們離開這

個世界後，什麼也帶不走，只會失去一切。 

 在人生的旅程上，何不向那位紳士學習呢？當眼見有需要、有困難的

人，我們可有將最後一塊餅也分一半給他們品嚐呢？或是當我

們離開世界之前，何不嘗試將自己擁有的東西與人分享

呢？ 

 就讓我們結束一生的時候，不應只是計算自己擁有多

少，反而計算我們能為世界及有需要的人貢獻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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