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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上期佳音雖然刊出了賀格，可是直至今天仍然收到熱
心的讀者和兄姊寄來支持的款項。 難得是旅居香港多年
的區國良（麥基）弟兄伉儷托Peter兄將“ 美金支票” 帶來；
麥小圓（Colleen）女士也不落後、親自將款項送到編者手
上，他（她）們的行為、都讓仝人等感動。編者謹借此一
角、向所有熱愛佳音月刊的弟兄姊妹及各界人仕致以 誠
摯的感謝。愿天父上帝繼續看顧本刊和賜福給所有愛護本
刊的人。 

 近、聖加百利堂好像有點不一樣，假如能夠細心觀
察一下、我們不難發現到、處處呈現生機，因為多了好些
年青的新面孔。另外、亞 Tim 哥去年舉家遷回來，近期 
Peter 哥亦“ 鳥倦知還” 了，真的是可喜可賀！ 

 八月下旬，盧牧師趁著放暑假、到香港探視親友，要
到八月底才回來（九月一號他一定會主持主日崇拜）。編
者不甘寂寞、也與兒孫們熱熱鬧鬧地往夏威夷大島旅遊。
當我站在其中一個“ 火山口” 凝視時、可以想像到火山爆
發時的震憾、我不能不讚美上帝的偉大和感謝祂的恩典。

我在那裡盡情地“ 享受著陽光與海灘” 、既沒有壓力，也
無需記掛柴、米、油、鹽，每天大夥兒熙熙嚷嚷、和和樂
樂地渡過這八天難得的好時光。本以為本期佳音月刊的篇
幅會很少，現在看來、還不算差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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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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基督徒應否睇相算命＂，上期牧函已概述，它是一種不信不忠的

行為，本函更指出，它是一種不智及不樂的行為。 

 

第三，掃羅王死前與非利士人交戰，心力交瘁，又得不到上帝的引

導，而先知撒母耳也去世了，真是舉目無助，在茫然自失的情況

下，萬不得已之下，透過一名交鬼的婦人招魂，叫先知撒母耳從地

裡上來，為他指點迷津。那知撒母耳告訴掃羅，他與他的眾子第二

天必死在敵人手裏，這話也應驗了。(參撒母耳記上28:8-19) 

 

掃羅得到這天機後，對他有什麼好處，我實在看不出；就是連他釜

底抽薪，決一死戰的壯志也澈底磨滅了。所以，這次交鬼是極為不

智的。 

 

同樣，學子應試前得到相命先生批算，他一定名列前茅。那他就立

刻面臨一個實際的問題：既然命中註定他一定成功，那麼他還要不

要用功讀書溫習嗎？他還要不要在學習時恆心專注？邏輯上不必

要，否則他就不是命中註定一定成功了。如果他因預知自己的命運

而揚棄了努力、恆心、專注等品格，這不是很不智嗎？ 

 



再如果，一位久病纏身的人前來算命，被算出復康無望。那他應該

怎樣？他還要準時服藥，小心飲食？ 他還保持與病魔奮戰的鬥志

嗎？邏輯上不必要，因他命中註定復康無望了。如果他因預知自己

的命運而揚棄了自己的求生意志及百折不撓的精神，這不是很不智

嗎？ 

 

因此，接受玄學術數的誘惑更是一種不智的行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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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生命經驗常常告訴我們，上帝所創造的大自然和我們的生命

是充滿驚喜和浪漫的。 

 

如果你在飛機上看到一彎彩虹，而飛機的影子正好投射在彩虹中

央，彷彿自己在彩虹中被包圍，你對大自然能不發出讚嘆嗎？你還

能不體會大自然的美，對萬物充滿的新鮮感無動於衷嗎？如果你突

然接到電話趕回家，心中七上八落地推門入屋，才曉得家人親友原

來為自己準備了一個驚喜的生日會。生日蛋糕上的蠟燭，伴隨著它

的笑容、鮮花、思念、回憶、能不叫因生命中的浪漫而感動嗎？ 

 

但如果有相命先生向你預告某日某地你會遇見彩虹，某日某時你會

有驚喜的生日會；那麼，你對大自然發出的讚嘆不會大打折扣嗎？

你對生命中的浪漫不會大大削減嗎？  

 

因此，接受玄學術數的誘惑更是一種不樂的行為。 

 

總之，對基督徒而言，玄學術數是一種不信、不忠、不智、不樂的

行為，是一種上帝不悅的行為，基督徒千萬慎之。 

 

學年伊始，誠願各人學業進步，心靈充實。 

 

 

你的牧師 
 

 

你的牧師  盧盧君君灝灝        ◎          
 

      八 月 份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契： 八月份的聚會已於八月十一日下午六時半在 Acadia 
市植劉寶珠與陳潤藩、陳植沛楊伉儷府上舉行。當
晚只見人頭湧湧（據說出席者超過三十人），節目
中除百樂大餐（Pot Luck）和晚禱崇拜外，還有趙
蔚藩、劉思義伉儷首次參加，並由劉思義姊妹以北
京人的身份、講述目前北京的基督徒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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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躍與及基督教如何興旺等情形。與會者踴躍發
言，情況熱烈。 

耆英會：  今年八月、有許多會員離開洛城出外渡假去。基於這
個原因，大家決定八月的聚會暫停舉行。故耆英會本
月沒有舉行例會。 

武術表演： 八月十二日午膳時，有黃寧遠師傅與弟子們作武

術表演，過程精彩。武術不但能夠防身、自衛；

更可以強身、健體。這一個很好的提議，是眾人

表姊（Phebe）特別編排的。  

  
  

 八月份的慶生 

 會上，大家興 

 高采烈地同唱 

 生日歌。 

 
  左圖是壽星 
  
   們共同切餅 
 
   時合照。 
     



 

   九、十月份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契： 九月份的同心團契例會、定於九月八日下午六時半

在 South Pasadena 市、梁金培、梁鄭國貞伉儷府

上舉行。當晚除百樂大餐（Pot Luck）和晚禱崇拜

外，還有其他節目。希望弟兄姊妹們不要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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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踴躍參加。交通方面如需協助，請與辦公室聯絡。 

牧區議員退修會：   本年度的牧區議員退修會、定於九月十

五日（星期六）上午九時開始， 遲將於下午
六時結束，請各位議員預留時間，依時出席會
議。非牧區議員而又有意列席參加者、我們一
律歡迎，請與辦公室聯絡。我們希望一切工作
能順利進行，謝謝。  

耆英會 ： 九月份的耆英會將於九月十九日在圖書館舉行，屆

時節目肯定豐富，尤其是“ 特別午餐” 。請各年長
弟兄姊妹格外留意，切勿走雞。 

 日前、編者收到徐子賢法政牧師的電郵，相信很多兄弟
姊妹都記掛著他們，很想知道他們的近況。      現將原
文刊登在下面：         － 編 者 

 

 
順叔平安： 
  
奉太太命，煩請告知盧牧師，敝人岳父治療很順利，已完全
康復，感謝大家的代禱，感謝上帝！ 
代禱單可除名也。 
  
請代問候Susan。 

  
甚念。 
  
祈 主佑。 
  
徐子賢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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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身體軟弱，心靈受創的兄弟姊妹禱告，其中包括關新、
古萼春、黎張亞莉、盧瑞華、鄧巫玉琪等；求主醫治他（她）
們，又安慰和幫助他（她）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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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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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有主的保護和引領。 

2. 暑假期間，我們為出外工作、休假和正在旅行的人禱告，願
他（她）們在旅途中，有聖靈的帶領；俾能平平安安地出門、
歡歡喜喜地返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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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Seepptteemmbbeerr   BBii rr tthhddaayy       九九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趙翁少芳 ( 3日) 譚吳巾雄（4日） 王鄭安妮（5日） 

霍惠瑜（7日） 霍惠枝（11日） 麥陳艷素（17日） 

鄭王玉英（19日）  羅思凱（農曆九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如有遺漏，請通知辦公室)  
 

 

 教 友 園 地 

可可   敬敬   的的   太太   后后 ””      － 良 仔 

             
近期良仔看了韓語片“ 宮” ，劇中的皇太后是一位德高望重、愛
惜孫兒孫媳的好祖母。 

 這位韓國皇室祖母，個子不高，但她的作為、她的言行、
她的涵養、學識，卻十分高尚。她說話很溫和並不恃勢凌人，說
出的話很正面，很有哲理，而且真誠親切。在皇宮中，君王、皇
后、甚至尚宮、宮女們，都很拘謹、很冷漠。皇后也很莊重，但
不夠親切。太子妃是平民，來到宮中，宮規很多，很不習慣，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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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願意、而又能和太子妃溝通的，是老太后。 

 太子妃初進宮時，無意中闖禍，時常受責罵。其中一次，
太子妃不小心弄損了太后心愛的古典腳踏車，太子妃受到皇后
的訓斥，傷心地哭泣，其他人也很惶恐，認為太子妃闖禍了。
當太子妃回到自己的宮殿，太后竟然在等候她。太后問她的歲
數，又讚她美麗。再說妳只有19 歲，犯了些少過失，不算什
麼，況且該輛腳踏車已經很殘舊了，她只是捨不得如何處置
它，如今太子妃反而幫助她解決了問題，太后又說她關心的只
是太子妃有沒有損傷。她又說聽說太子妃哭了，她說妳哭起來
如“ 玉泉” 的水一般，淚水清澈可人。太子妃問“ 玉泉” 在什

麼地方，太后說可以和她一起去看，又說太子妃應多去探她，
大家多談心。 

 這位太后，很體恤後輩，也
懂女孩子心理。當太子妃因覺得宮
庭太煩瑣，而太子又漠不關心，覺
得沒有自由，沒有“ 自我” 便公開
地提出離婚，太子在記者會上，替
她圓場，也表示愛太子妃。但是這
次提出，引起很大風波，太子妃也
自責，跪下求皇上寬恕。 

 太子沒有探太子妃，反而太后
指出，19 歲是很容易犯錯的年歲，

彼此都未太成熟，錯了，得到經驗，改過了，可以重新檢討，會
有進步。而且看來，太子妃只是不習慣而已，沒有大問題。而且
安慰太子妃，說她仍有很美好的前景。 

 懂得關心後輩，愛護兒孫，注重他們的行為，不亂發脾
氣，用溫柔語調，以理服人；談吐中不尖酸，不裝模作樣，不
“ 以老賣老” ，不隨意訓斥教訓人的長者，又能“ 以身作則”
的長者，是“ 一家之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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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良仔希望世上有更多“ 可敬可親可愛” 的長者。他（她）
們是醇酒，越老越醇，又如“ 明燈” ，照亮別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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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貪貪        污污     － 明 仔  

 



小學旅行（1965），乘纜車上山頂。在山頂有一對美國遊客夫
婦，不知怎的，很友善的給了我一個一元美金；我沒有遲疑，禮貌
地退回去；心裏找不到接受的理由。 

中學畢業（1973），部份有能力的人急於找關係得到工作；我
心裏十分不願意，完全沒有強求家人讓我繼續升讀，自己找了泥工的
工作，替電力公司放高壓地底電線（丘南記）。還記得那些辛勤工作
的氣味，愛上水仙茶的香味，學會暍啤酒消暑，跟老朋友閒聊。 

在政府工作的時候（1980），其中一個承建商令我十分佩服；
對我們監督工程的不甚賣帳，事事斤斤計
較，安排工作井井有序，加上政府設計規
範清清楚楚，核數師測量師仔細認真的工
作；很難想像，早期負責監督工程的
人，可以睡在金磚砌的床上（真的）。 

負責工程工作二十多年，心裏很
感謝為我完成工作的人；他們將我想像
出來的，一步一步實現出來，完成工作後，再見亦是朋友。真難想
像，有人可以將別人應得的，成為自己不應得；將美好的事，加一
點缺憾。從前有心的同事笑我是戇直人，現在的我身心舒泰，總算
沒有阻住地球轉；一切一切歸功有廉政署， 後還要感謝上帝給我
們擇善的機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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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一切患難中，﹝ 上帝﹞ 就安慰我們， 
 叫我們能用上帝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                                                  

（林後一章 4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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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無    聲聲    勝勝    有有    聲聲        －  關  生 

 不久之前我和內子去華埠參加一個生日壽宴，帶位小姐帶我們

到預先編好的席上。當我們坐下時，同席的四對夫婦一一向我們自

我介紹，我們一見如故，大家就熟落起來。席上談笑風生，全無冷

落氣氛；我們一面暢談，一面品嚐著美味佳餚。 

 談話間，李先生忽然將話題轉到宗

教方面。他說前日他的女兒放學回來告

訴她們的學校，不久就要加添一課聖經

了，至於何時開始及每

週授課多少未定。李太

太隨即說：“我雖未讀

過這本聖經，但我相信

是一本好書，讓當今孩

子讀下也是好的。＂坐

在我旁邊的何先生說：“本人認為凡 是 聖 書 是

好的，不外是勸人為善，不過要看老 師 們 的

教法如何，若是以傳道式或洗腦方式

去教導學生們，那就另說了。＂坐在

對 面 的 胡 先 生 跟 著 說 ： “ 宗 教 這 一

類，本人不大感興趣，只要自己行得

正、企得正，行事為人，對得起天地

良心，我認為就夠了；信與不信是無

所謂的。＂坐在他右邊的劉先生，不

停 地 點 頭 說 ： “ 我 非 常 同 意 你 的 說

法，老實說，我對時下教會的作為感

到惶惑。＂他帶著嘲笑的語氣跟著說

下去：“聽說做了基督徒就不可以講大話，我自問不是聖人，但在

商場上，若然太過老實的話，生意是做不成的。＂他拿起酒杯暍口

香檳再說下去：“他們每次舉辦之所謂佈道會，表面上是傳道，實

則上是向人捐錢的。不只如此，他們還要每一位教友，將他們的總

收入捐出十分之一給教會；更令我不得其解的是他們開口感謝上

帝，閉口感謝上帝。像今晚請飲，他們也要向上帝感謝，而不是今

晚的主人。＂各人聽了，便大笑起來（除了我夫婦外）。 

 老實說，我聽了之後內心感到非常不樂，很想當面指責他的不

是，委曲真相。但細想下，若然當時向他辯駁的話，就是勝了他，



他也不會服氣的，反而對基督徒更加憎恨。於是將怒氣壓下，

GOOG 聲的吞下去。甜品過後，大家互相握手道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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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歸家途中，在我腦海中仍思想著劉先生的一席話，希能思出一

計來改變他對基督徒誤解。這個問題我思索多天，始終找不出一個

想要的啟示；於是我在主日崇拜後去向盧牧師請教，我將該晚情形

細說一遍。他聽了之後對我說：“在這種情形下，當時你沒有向他

辯駁是對的。現在最好的方法是找個機會先和他交個朋友，要知道

去傳福音或引人歸主，非到必需時是不需要話語的；只要用真誠實

意來感動就夠了。＂真是一語驚醒夢中人，現在我才知道國際基甸

會（Gideon International）何以用分贈聖經來宣揚福音。我曉得他們

每年將一千幾百萬本聖經分贈給全世界各大小旅社、學校、醫院和

監獄等公共機構。基甸會是由一群愛主商業界人士組織而成。他們

每次出動宣道時，他們每人手裡拿著聖經，站在公共場所的門口，

向進出的人士雙手送上一本小聖經，他們一語不發、只是微笑，當

你接過聖經時，他只說聲“謝謝＂。 

 據說有一失意男子，走進一旅社去尋短見。當他躺在床上時，

他看到床頭上放有一本聖經；在痛苦絕望之際，他順手取過來看，

當他讀到約翰福音三章16 - 17節時：“上帝愛世人，甚至將祂的

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切信祂的人，不至滅亡，反得永生。＂他翻

覆讀了幾次，忽然從絕望中感到得救，便打消自殺的念頭。後來卻

成為一個虔誠的基督徒。 

 我們常見到一些傳道人，走上街頭，他們喊裂了喉嚨；或逐戶

上門，踏破鐵鞋，化費不少時間與精力，尚未達到預期的收效。反

觀某教會一位五十來歲的女教友，她面部常帶笑容、友善、謙遜、

慈祥，待人接物、溫存有禮，從不得罪於人，常懷寬恕之心，集基

督徒應有的氣質於一身，是位典型基督徒。據聞，凡初次到該堂做

禮拜人士、受到這位女教友超俗拔群之形象而感動，決意繼續來該

堂崇拜，最後成為該堂一份子。 

 在這個自利和金錢至上的社會，傳福音是不容易的，尤其是向

年青的一代，更是難上加難。我們不應因困難而裹足不前；其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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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我們每一個基督徒、不分時刻在有聲或無聲的方式中，為祂作

工。“崇拜上帝，宣揚福音，在一個不受地區限制的大團體中，為

主作見証。＂是本堂的主要使命。願與弟兄姊妹們共勉之。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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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尋尋  根根  之之  旅旅  （九）  ﹏  

 這次來港，大家早就“ 約法三章：” 「除了機場－酒店間一
同進退外、其餘的時間都是自由活動，完全沒有團體的“ 束縛” 」。
所以、當我們辦好入住酒店後、各人立即安排自己今晚及這兩天在
港的節目。Robert 兄一家在港多親友，這樣的安排正合他（她）們
的心意，立即和親友們聯絡。而我第一件要做的、就是給George 
撥一個電話（先前我們有約），告訴他我們已經到香港了。一個鐘頭
後、我們夫婦在銅鑼灣的地鐵站前見到他，跟
隨著他走到附近她妹妹（Virginia、關太）居住
的地方與她們見面。在那裡，Virginia、她們的
母親（黃老太）和 Pauline 早已在那兒等候了、
金培兄隨後也到來！老朋友有機會見面，自然
是“ 雞啄唔斷” （說個不停），話題離不開“ 想
當年” 。（他們在16 - 18歲之間、而我已差不多
22歲了，那時、金培兄仍未加入聖馬利亞堂
呢！）這個話題一扯開就沒完沒了，要不是
“ 怕” 太夜還未想“ 吃晚飯” 。一行人走進鄰
近的美心酒樓吃了一頓豐盛的晚餐，自然是
Virginia請客（想要“ 還盅” ？不知要等到何年
何日了）！ 
 因為明天我們要歸家了，所以今天的節目
編排得非常緊湊。這是一個期望已久的日子，我
們夫婦、女兒、女婿和孫女六個人，早餐後乘地鐵到銅鑼灣。走出
地鐵站，George已經在那兒等候了。大家走上怡和街的行人天橋，
兜兜轉轉到聖保祿女校前的大坑道口，我們熟識的聖馬利亞堂已
“ 昂昂然” 雄立在眼前，看到這所聖殿，無數熟識的畫面即時湧上
腦海（有如放幻燈片一樣），一張張、一幕幕不同時間、人物、境象



和不同故事的畫面，是那麼清晰、明確。自己在這裡認識了一群真
誠待我、愛我、教導我和幫助我的前輩（很多已返回天家）和那些仍
然健在的兄弟姊妹（現在大家都垂垂老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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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當年、讓我在這所禮拜堂認識了今天的妻子，跟著、1956
年我們也在這個地方結婚。婚後的生活雖不豐裕卻很踏實、溫馨（除
了偶然也有衝突的時候）；說起來好像有點矛盾，實則上、我們的家
是一個溫暖、和諧、歡樂的“ 基督教家庭” 。從1956年到如今、已
經五十個年頭啦，本來由我們夫婦兩個人組織成的小家庭、已經發
展到一個擁有二十四個人的大家庭了！雖然、人們都說：「山無定
勢、水無常形」；但我們一家人靠著基督的關係、仍能保持著始終如
一的“ 緊密” ；這都是天父額外的恩賜，值得我們一家感謝的。今
天來這裡，也是女兒們的“ 好主意” 。（59年、大女兒在港出生，一
歲時在聖馬利亞堂受洗，63年初到美國的時候、她剛好四歲；她以
前也曾多次訪港，對香港的事物並不陌生。在我們抵美的同年底小
女兒在沙加緬度出生、是個如假包換的“ ABC” ，屈指算來、今年
亦已44歲了。以前多次要攜她訪港，但都遭到她的拒絕、全沒意
願；誰知今次她竟然主動、而且攜女參加，說是要“ 尋根” 。她有
此舉、真是大出眾兄、姊意料之外！） 

所以、我們今天帶著感恩的心來聖馬利亞堂，感謝上帝一直以
來的恩待和帶領；讓我 們夫婦可以
在這耆耆之年，有機會 與弟、嫂、    
妹及女兒、孫女等人一 同 遠 渡 重
洋，重履故土。雖然自 己不能攀高
山、越峻嶺，祗要有祂 的仝在、          如此這般－轉瞬間過了五十年！                我們仍可 

 晚上在旅店對面（隔街）的飯館和兩位堂嬸及堂姪們會面及晚
餐，這是每次返港的例行公事。我們麥家人丁“ 薄” （少），因為上
幾代都是單傳，直到叔祖父和先父才算“ 開枝散葉” 到全世界（叔祖
父有十一個兒女）。我們在香港的親戚本就不多、近年更少。此次在
港逗留的時間甚短，不敢太麻煩或驚動，同席的只有擠得滿滿的一
張大桌子。幾年沒見，談的範圍自然是關於“ 人” 的芝麻綠豆
“ 小” 事情：「某某如何？誰人又“ 走了” ！」談話間、互相唏噓一
番。晚飯後回到酒店，見到幾位我們沒通知而來的親友們，其中
難得是堂妹（Grace）夫婦。（他們居加拿大時我們常有相見，回流
返港後已甚少見面了）堂妹夫（Angelo）每週都北京、香港兩地走，
當晚由機場趕來已是十時了，我們只能在酒店的餐廳喝杯茶、稍坐
一會而別。 

以遊名山、探古城；更 難得的、
是：「兒孫們可以親眼 目睹到他
（她）們父、祖輩從前 生活的地
方、那是他（她）們身 上流著的血
的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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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他（她）們的“ 根 的所在” 。
（就算未能見到“ 祖 墳” ，勉強

點、亦可算：“ 得嚐所願” 了！） 

 禮拜堂出來，女兒要我們夫婦站在前門的石階上照相。回家
後、兒孫們拿這張照片跟50年前的婚照比對一下。驟眼看來，兩張
照片的模樣兒差不多、祗不過照片上的人物已經過了50 年的風雨磨
練，早失去那不切實際的瞳憬和幻想；鬚髮由黑而變為白、身材由
纖瘦轉為痴肥、臉容更刻上了無數歲月的蒼桑（“ 斑點” 和“ 縐
紋” ）；照片中的顏色由簡璞素淨的黑白換成艷麗的色彩繽紛。而照
片中笑容滿臉的蒲霖叔（黃牧師）多年前已返歸天國了。歲月不饒
人，生、老、病、死，是不變的定律、是人人都得走的“ 必經
路” 。 

 吃過午餐、一行人乘電車上中環、到尖沙嘴碼頭轉車往登山纜
車站乘搭纜車上山頂。從前乘搭纜車或走路上山頂是平常事，移居
美國後，就只有過一經驗（另一次帶著兩個孫女兒在港停留了一週，
滿以為一定有“ 上山頂” 的機會，可惜整整一週都被雲霧遮蓋而上
不成。）走出車站、昔日“ 老襯亭” （觀景台）所在的地點已改建成
一座七、八層高的“ 觀景台” 。建築物接近地面幾層全是食肆與商
店，頂上三層是觀賞“ 維多利亞” 港的 佳位置。全座建築的每個
角落、都被來自世界各地的遊客擠得滿滿的，喧嘩嘈雜、完全找不
到昔日的“ 詩情畫意” （“ 老襯亭” 的原來情調）。其實，這個情形
並不是香港獨有；在大陸旅行時、無論走到哪個著名的景點，碰到
的情況還不是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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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我們租了一部巴士、由酒店直達赤臘角機場飛返美國。
離家十四天，穿過萬里山河、見過無數人物；雖然一路上有兒孫和
家人無微不至的照顧，可是、老舊的機器（殘軀）仍然感到疲憊不
堪。歸家後，睡到自己床上的感覺好像特別舒服、安適。俗語說：
“ 龍床不如狗竇” 、又“ 在家千日好、出外半朝難” 、是“ Home 
Sweet Home” ，這些名言真的一點不假。從前的“ 不想走” 是出
於懶惰、唔願郁（動），如今的“ 不想走” 是體力與雙腿的不聽使喚
（行不得也哥哥），是“ 時不我與” 了！ 

 在香港逗留這三天兩晚，讓我有很深的感受。因為每次在公共
交通工具裡，我都受到別人特別的待遇－讓座。“ 敬老讓座” 、
美國人都未必會做；這是社會的“ 大進步” 、是香港人的光榮。 

 總的來說，此行 大的意義、也是 大的收獲：能夠讓兒孫們
看到自己父、祖輩的出生地、知道他（她）們自己的“ 根” 在那裡；
我將此行算為“ 了卻一樁多年來還不了的心願” ！ 後我還是要
說：“ 感謝上帝、賜我有家庭的溫暖、兄弟姊妹的關懷、兒孫（下一
輩）愛護的福樂” ；“ 又感謝上帝、讓我能夠在有生之年完成這一趟
尋根之旅” 、“ 更值得感謝是：可以歡歡喜喜地出門、平平安安地
歸家。”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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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in my last letter that to those who professing Christian faith 
divination is unfaithful and disloyal. I am going to expound that divination is also 
unwise and unpleasant 
 
Thirdly, before Saul died, he had a bitter time spiritually and physically in the 
battlefield with the Philistines. He sought for God’s guidance but was denied, so he 
resorted to a woman who was a medium. He called the deceased prophet Samuel  

coming up out of the earth. Sadly Samuel foretold Saul that he and his sons will die 
in the battlefield the following day, and it happened. (see 1 Samuel 28-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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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ul got the message from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yet this message did him no  
good. In fact, this message had swallowed up all of his strength and smashed his 
spirit in the battle. Hence, divination is unwise.  
 
In the same way, if a student consults a face reading master to learn that he is fated 
to be successful in the exam. He now encounters a dilemma whether he should 
keep on studying hard, for logically he will succeed whether he study hard or not. In 
other words, the foretelling message could urge him to give up such virtues as 
commitment, persistence and determination. Is it not very unwise? 
 
Another example, a terminal patient got an advice from a fortune telling master that 
his illness will not be recovered. Then, it is logical for this patient to refuse all 
medical care and his will to battle with illness. What a shame for one to give up 
such virtues of endurance and steadfastness because of a foretelling message! Is 
divination not terribly unwise? 
 
Hence, to subscribe oneself to divination is unwise. 
 
Fourthly, life experience always reminds us the universe God created is fantastic 
and full of the joy of surprise. 
 
Suppose you see a rainbow in the air out of the window of a plain, and that the 
shadow of the plane falls in the middle of the rainbow as though you are wrapped 
by the rainbow. Can you not exclaim your praise and adoration to the beauty of the 
nature? Or, suppose you’ve got an urgent call from home asking you rushing back 
immediately. As you opened the door with a nerve-racking mind, you discovered 
that it was your surprise birthday party prepared by your beloved ones. The 
candles on the birthday cake, the laughters, the flowers and the recollections are all 
uplifting. Would you not be amazed by such joy of surprise in life? 
 
However, if a fortune telling master pronounces well in advance on certain day at a 
certain place you will see the rainbow, or at a certain time you will have a surprise 
party; then the joy of surprise in life will be totally spoiled. 
 
Hence, to subscribe oneself to divination is unpleasant.Therefore, divination is 
unfaithful, disloyal, unwise and unpleasant, and it is also offensive to God. We 
Christians must be alert to the temptation of divination and stay away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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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is now the beginning of a new school term, I sincerely pray that all students’ 
knowledge will be advanced and their spirit be nourished.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這兩張照片都是 

本堂的第三代精英， 

於母親節期間拍攝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