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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十月下旬， 南加州七個縣、共有多達二十幾處地方遭
受野火焚燒（其中有些可能是人為的鏦火），因為火場大、
加上猛烈的 Santa Ana Wind（焚風）助紂為虐；到目前為
止、已有百多萬人被迫逃離過家園、將近二千間房屋遭火
燒毀，很多地方被燒到面目全非，災情空前嚴重。政府跟
著宣佈這七個縣列為“災區＂，將會獲得聯邦政府大力支
援和協助、辦理善後重建的工作。 

 每年的夏季，我們都會看或聽到野火肆虐的新聞，在
這裡居住久了，已是見怪不怪、不足為奇；祗是今年的野
火燒得特別利害吧了！在電視新聞的畫面有這麼一幕：一
對夫婦站在燒毀的房子前、看到剩下來的斷垣殘壁，妻子
抱著一個小孩、面向咪高風和記者說：「房子燒毀了，我
們在難過之餘仍然滿心感謝；因為我們還有完整的家
庭、有教會、有很多人關心、更有未來，我們感謝上
帝！」我被這個畫面感動了，我想：我們要為火災後身心
受創的人禱告，求主憐憫、幫助。 

 美國的房子、百份之九十以上都購有“房屋保險＂，
房子被燒掉、大多數保險公司都會照樣重建；被政府列為
災區的地方、也能享受聯邦的低息貸款；不致於“連渣都
冇＂，這亦是不幸中之大幸也！ 

 感恩節又到了，我們是否該數算一下、上帝賜給我
自己、家人、教會、國家和世界的恩典有多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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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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前研經班中有此一問：好人還要信上帝嗎？我相信這也是許多人心

中的問題，現借用兩個節日來闡明：十一月一日的諸聖日和十一月廿

二日的感恩日。 
 
按教會傳統，每年十一月一日為諸聖日，是專為紀念教會諸聖先賢而

設。我主耶穌的教會，是從很多聖人或殉道者的苦難或鮮血而傳下來

的；基督徒豈能數典忘祖，故此，早期教會已有傳統，在殉道士就義

的地方，每逢忌辰，當地信徒會為他們舉行追思崇拜。之後，本於聖

徒相通的精神，不同地方的信徒，也逐漸互相為其他地方就義的殉道

士舉行追思崇拜。於是，要紀念的聖者就愈來愈眾，但一年就只有三

百多天，實在無法這樣繼續下去。很自然的，各地就漸漸出現聯合追

思崇拜，以取代一日紀念一人的方式。這種傾向最早可見於公元第四

世紀的教會文獻中。後來於837年，教宗格列高利四世(Pope Gregory IV, 
827-844)定立每年十一月一日為諸聖日，紀念全教會所有諸聖先賢殉道

士，無論是有名或無名的。這就是諸聖日的由來。 
 
諸聖日揭示了一個生命真諦：人生並非短短數十寒暑的旅途而已，人

生包含了不朽的本質，我們稱它為永生。無論是好人惡人，人死後仍

是受造的一員，仍是創造者所寵愛的對象，仍是在世者的同行者。這

就是諸聖日祝文所說：“把蒙召的人…聯成一個彼此相通的團契”的意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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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死後的情況如何，我們不可依靠數學、醫學、哲學、或人文科學來

解答，因為它們只可以解答今生的事。人死後的情況如何，我們只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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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透過信仰來認識。所以，無論是好人惡人，人若關心自己死後的命

運，必須要有信仰，必須要信上帝。人死後還有續篇，這是好人要信

上帝的第一個理由。 

聖經告訴我們，人死後“我們都要站在上帝面前接受他的審判” (羅馬

書14:10現中版) 。或若，一個人憑著自己的良知良能，依照道德規範來

生活，縱然有審判，自己問心無愧，必能過關，何必信仰。不過，大

家還記得那一個被當場抓到，犯了姦淫的婦人嗎？眾人問耶穌應否按

律法用石頭打死她。主說：“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

石頭打他” (約翰福音8:7)。結果沒人敢下手，一個個離開了，其中包

括以道德自詡的法利賽人。在上帝眼中，似乎沒有任何人可能憑一己

的道德操守而在審判時過關的；我們只可憑上帝的恩典過關(羅馬書

3:24) 。上帝願意人人蒙恩，而恩典是信心的禮物，這是好人要信上

帝的第二個理由。 

十一月廿二日是感恩日，第一個全國性的感恩日在1789年舉行。當

年，華盛頓總統在感恩節致辭中強調，設立感恩日之目的在於促進國

人於該日一起為上帝的諸般恩典感謝祈禱，更特別為剛建立的政府感

恩。政府雖然是政治組織，尚知感恩的義務，何況人生！雖然我們的

生活有時候不盡如人意，但是值得我們感恩的事還是數不勝數：黎明

的晨光，醉人的晚霞，偉大的親情，真摯的友誼，挫傷中的安慰，絕

望中的曙光…。英國作家沃爾頓（Izaak Walton, 1593－1683）曾說：“上

帝有兩居所，一在天堂，另一在謙讓感恩的心。＂感恩是一種積極的

生活態度，它叫我們無怨無恨的面對人生，邁向更豐盛的生命。但這

裡有一個前提，你要知道向誰感恩。好人也要追求更豐盛的生命，所

以要找尋最終的恩主，而這是要透過信仰才可體驗的，這是好人要信

上帝的第三個理由。 

好人死後還有續篇，好人需要上帝的恩典，好人都要感謝上帝的恩

典，這就是好人也要信上帝的三個理由。 

 

你的牧師    盧君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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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月 份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契： 十月份的同心團契例會、已於十月十三日（星期六）

下午六時卅分在Alhambra市陳漢明弟兄伉儷府上

舉行。當晚出席的有廿多人。除百樂大餐（Pot Luck）

和晚禱崇拜外，當晚之節目由主人家亞Joe 哥與盧牧師

共同主理，豐富而有趣，很成功。  

耆英會：  十月份的耆英聚會於 10 月17 日（星期三）在圖書館

舉行。但因出席的人數奇少，Ginger & Joe 雖然有事

不能吃午餐、但仍勉為其難出席例會。所以、今次午

餐不能一如既往、可以吃到十多樣口味的菜色，非常

可惜。 

扇舞表演： 十月份開始，每逢星期六早上八時半、由劉思義姊

妹領導的“太極扇舞班＂，在牧師館對開的停車場

上課，如今已有十多人參加。據聞、太極扇舞並不

難學，希望對太極扇舞有興趣的兄姊到時能踴躍參

加。（修習者也可以向 Iris Fok 報名。） 



  十月生日的一群壽星，除盧牧師、清一色都是女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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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十二月份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契： 十一月份的同心團契例會、定於十一月三日（星期

六）下午六時卅分在 South Pasadena 市、張茂

棋弟兄伉儷府上舉行，希望弟兄姊妹們不要錯過，

踴躍參加。交通方面如需協助，請與辦公室聯絡。 

耆英會 ： 十一月份的耆英會暫定十一月十五日（星期三）上

午十時卅分在圖書館舉行，屆時懇請年長弟兄姊妹

踴躍參加，切勿走雞。 

慕道班 ： 十一月裡、逢星期六上午十時，慕道班仍然繼續，

是為將臨期的施洗禮預作準備而設立。歡迎所有信

徒及慕道者參加。 

太極扇班： 由劉思義大姐主理的太極扇班已經開始了，時間定

於每週六上午八時半，參加的人不少。太極扇不難

學、對強身健體的好處、又多到數之不盡。凡對太

極扇有興趣者，請向辦公室 IRIS FOK 報名學習。 

 遲遲 來來 的的 祝祝 賀賀 ：：    
 

最近又收到兩單粉絲們“Fans＂遲來的“賀禮＂：一單是
身居香港、熱愛教會的周家全先生伉儷；日前、周夫人潘
寶如女士和公子從 Huntington Beach 開車來參加主日崇拜
時親自送來的。另一單是 Yvonne Chann 女士托她的妹妹
Ginger 送來的，目前她也是居住在屋崙。我們非常感謝他
（她）們的心意和賀禮、愿主祝福。 
 

 願主賜恩福， 
 喜樂平安永伴隨。 
 周家全、潘寶如   致意。 

 

 賀聖加百利佳音第一百期， 
Yvonne Chann   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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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查    經經    班班    消消    息息： 
＊＊＊＊＊＊＊＊＊＊＊＊＊＊＊＊＊＊＊＊＊＊＊＊＊＊ 

 

粵語查經班  今已恢復每週一次，定於每個星期五下午八

時開始、希望弟兄姊妹留意，屆時踴躍參加。欲知其

他詳情，請與梁金培弟兄聯絡。 
 

 梁氏伉儷電話：                Phone:  626 - 403 - 9138 
＊＊＊＊＊＊＊＊＊＊＊＊＊＊＊＊＊＊＊＊＊＊＊＊＊ 

 

週日粵語查經班繼續 於每個主日國語崇拜後（上午十時）

在副堂舉行；由張茂棋弟兄主持。希望說廣東話或有意學

廣東話的弟兄姊妹踴躍參加。欲知詳情，請與張茂棋弟兄

聯絡。 
 

 張氏伉儷電話：                Phone:  323 - 255 - 2322 

 
 

＊＊＊＊＊＊＊＊＊＊＊＊＊＊＊＊＊＊＊＊＊＊＊＊＊ 

 

普通話查經班 照常於每個星期日的主日崇拜後（上午十

時），在辦公樓的圖書館舉行（有咖啡招待）；由張才忠弟

兄主持。希望說普通話或有意學普通話的弟兄姊妹踴躍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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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  禱  事  項 

1. 請為上月受洗的：關新和李怡兩位弟兄，也為那些正在尋求

基督真道的人禱告；求主保佑他（她）們的身體、增強他們靈

程上的信念，好為基督作見証。 

2. 我們又為軟弱的兄弟姊妹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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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我們的教會、特別為盧牧師及各教友祈禱，求主在即將來

臨的日子裡、帶領我們作好準備、迎接聖子的誕生。又求主

增強我們的信念，讓我們今年能過一個更有意義的聖誕節、

未來的一切也能得救主的引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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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oovveemmbbeerr   BBii rr tthhddaayy  十十一一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關   新 ( 2日) 關芝娟（5日） 盧劉美鐘（5日） 
植劉寶珠（11日） 黎張亞莉（13日） 王永良（21日） 
王加樂（21日） 陳欣婷（24日） 龍之榮（28日） 
李王惠兒（29日）  羅思凱（11日－ 農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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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幾  句句  感感  謝謝  的的  話話      －－  
黃黃  佩佩  玲玲            

                                       

 10/21/2007 是我們大喜的日子，是我的丈夫關新接受聖洗，獲得赦

罪教恩，開始新生的一天，又與眾弟兄姊妹分享在神的大愛裏，釋

放了內心的困繞，感謝主。當我說出經歷和感受時 ，很多人熱淚盈

眶，為我們洒下了同情之淚，非常感激；散會時，紛紛上前道賀，

各人的濃情厚義，非筆墨所能形容的。 

 當然我們不會忘記感謝我們的盧牧師，為了成全我的丈夫聖洗的心

願，而奔波勞碌，曾多次親臨療養院問安及祝

福，我們不可能用“感謝＂二字，來表明我們

的謝意。 

 還有很多弟兄姊妹的代禱、問安、等

等，我非常感謝，請恕小妹未能盡錄，但願

天父的慈愛，在您們生活當中加厚。    ◎ 

7 

““ SS cc oo oo gg ee dd ＂＂  － 良 仔 

近來，重看了80年代的舊片“Scooged＂  ，很有感

覺。這故事和  Scooge（孤寒財主）不同，是“現代版＂。故

事男主角  Bill  Murray 是一位電視台總監，他事業成功，但對

人卻刻薄，而且常開除員工。他孤家寡人，沒有妻兒，也沒

有知心朋友。平常日子對自己親弟冷淡，每次節日時，都是

他的助理替他送禮物給他弟弟。  

在聖誕前夕，電視台在現場播放“Scooge＂劇集。主

角自己坐在辦公室內，突然有三隻聖誕鬼，代表“過去＂、

“現在＂、“將來＂來探訪他。在三隻鬼牽引下，主角看見

了自己兒時的貧窮，少年時的奮鬥，自己和小弟的互相扶

持，自己過去的一位女友的交往；看見目前自己小弟的家

人，家境不太豐裕，但卻很快樂。最後，他看見自己躺在棺

中，正面臨火葬的情景，他想大叫，但喊不出聲。  

過後，他發覺自己仍活著，他很高興，很有感受。他忽

然、看見什麼都是美好的，他擁抱著自己的同事。從三位聖

誕鬼的指引，他明白自己過去太沉迷於工作，太醉心事業成

就，個人得失；了解到自己對別人太沒有感情，也太自我

了。  

 大澈大悟後的男主角闖入了片場，影晌了“Scooge＂

的直播。他的插入，大家都呆了，電視台老板在家中看見，

也很憤怒。  

男主角在瑩光幕前，說了很感人的話，他向大家承認自

己的錯誤，向小弟道歉，向女友致歉，求她原諒他。他覺得

現在他感覺很快樂，他要傳播聖誕的美好訊息；他說聖誕來

了，大家應該放下平日煩瑣事物，多重親情，快向親友問安

致電。他鼓勵大家多付出一點愛。  

這時候，他身邊的一個黑人小孩子，他從來沒有發出聲

音，突然向主角說：“God Bless You＂。他的母親很覺意

外，很驚喜，這是一個  Miracle。男主角的女友，一位為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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老人中心服務的社工，趕來和主角見面。  

在場的演員都很受感動，大家歡樂地歌唱，有位黑人歌

星唱聖詩來讚美主。電視台老板和觀眾都很有感受。  

人世間太冷了，愛在那裡？每年過聖誕，都是“例牌＂

慶祝，沒有什麼意義，聖誕的來臨，是天大喜事，我們應該

在節日中多反省，多愛神愛人，多關心別人，不要做金錢奴隸，

不要太自我、自私，否則像“活死人＂一

般。 

我們來教會，不應該祗是敬拜

神，也要多做“好事＂，“榮神益人＂

的事，倘若大家能多想及他人，世界會

多美好。  

我們要做神的“光＂，多傳福

音，多做外展工作。即使資源不足，有

意義的事仍應該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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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月 同 心 團 契 後 記         －  梁金培 

 

     九月份的同心團契聚會假 ADA & PETER 的家中舉行，參加的主

內兄弟姐妹凡二十三人。當晚各人皆攜來美食 ，供一起品嚐，樂

也無窮。 
 

     飯後，眾人就「家人之間的相處及調適之

道」作話題討論。與會眾人，皆踴躍發表意

見，又或提出自己的經驗與大家分享。 
 

     主人家首先打開話匣子，他指出就算是一

家人，例如夫婦之間，也須互相體諒、容讓，才能夠和諧相處。 
 

     有時問題出在不同的生活習慣。盧牧師憶及少時曾經誦讀的  

「習慣說」 一文。文章作者劉蓉說他讀書的地方有一徑尺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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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那裡研習學問，日久竟然習慣成自然。他日、窪地填平，他反

覺得地上泥土隆起， 「蹴然而驚」。他提醒眾人 「慎始」 ；切忌

沾染壞習慣，有則改之。 

 

     無可避免，有些生活習慣來自文化差異。 這些不同的習慣，很

難分辨好壞對錯， 更須要小心處理 。 

 

     兩夫婦若然因某些原因，大家分開了好一段時間，兩方面都可

能培養出不同的生活習慣，有時連帶思想理念、觀點和角度都可能

不一樣。雖然說：「兩情若是久長時，又豈在朝朝暮暮」，夫婦之

間的感情應當經得起時間考驗，不是一定需要日夕相對。但當相隔

了好一段的時間之後，恢復共同生活，朝朝暮暮，「朝見口，晚見

面」，接觸的機會多了，彼此之間，就可能有矛盾產生。若果各自

堅 執 ， 互 不 相 讓 ， 就 會 有 某 種 情 度 的 衝 突 。 初 則 口 角 ， 繼

而…… ，問題不可少覷。 

 

     後來，各人也提出自己的經驗與別人分享。原來長久以來，一

直共同生活的夫婦、或是家中眾人，也許都經歷過某種情度的磨擦

與爭拗。幸好，憑著上主的恩慈，心裡那份神聖純愛，彼此的關懷

愛顧，互相容讓，一切的紛擾煩惱，最後化解於無形。 

 

     最重要是放開胸襟，勿事事堅執己見，要為別人設想，要懂得

欣賞對方，要溫柔馴服；勿以自我為中心，勿輕率發怒、口出惡

言。當然要恆常禱告，交託與上帝；在家裡、在工作崗位之中、甚

至在教會的團契生活中，也當如此。     ◎ 
************************************************************************** 

珍珍  惜惜  你你  的的  光光  陰陰        －  關  生 

 每次我去遠行前兩、三個星期，我習慣將我的重要文件，稍

為整理一下，以免將來發生無謂的麻煩。今年，兩女兒又請我倆老

與她們一同去夏威夷玩下，我倆欣然答應。因此我就開始去整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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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謂重要文件。無意中看到一張去年聖誕寄來的聖誕信，打開一

看，原來是一位聖彼得堂的老教友寄來的。她移民美國後，一直住

在三藩市，是一位虔誠基督徒。她生長在一個基督之家，對教會事

工、非常熱心參與。兩年前，剛過七十歲的那一年忽患上嚴重癌



症，幾乎失去生命。好在主的看顧下，加上她堅強的意志與病魔爭

鬥，經無數的手術，化療及精神肉體的痛苦，終於靠著教友的祈禱

及主的大能大愛，慢慢的將病魔抑制，但身體仍感軟弱，仍需一段

時間調養，才可康服。 

 她在信上寫著說：“由於這次的不幸＂受到一生前所未經歷

過的痛苦。感謝主把我從死亡的邊沿救回來。玆將我在痛苦和絕望

期間、藉著聖靈賜給我的智慧和指引，與你們分享我的人生歷程： 

一， 我要儘情地去欣賞我的每一日

的一分一秒，半秒也不能浪

費。 

二， 我要用我的一分一秒去做榮

神益人。因為上帝分給我門一生的時間是一種恩賜，

也是有祂的旨意。 

三， 要加強勇氣，面對一切的困難。 

四， 除好待自己外，也要善待其他的人、甚至推廣至世

界。 

五， 多交有益之友，因他們給你安慰勉勵，指示和幫助。 

六， 要以真誠之心去崇拜上帝，真實的敬拜帶來內心和

平、熱愛和喜樂。 

七， 為上帝作見証，一切的善惡交由上帝審判，因為祂是

公義的。 

我看完了這封信，懷著沉重的心，意識到我這位老友的感

慨。健康固然是寶貴，但在她的腦海中，往後餘下的時光，對她來

說才是最寶貴。經過這場大難，她感到人生的壽命，一瞬即逝，朝

不能保夕。因此，她要珍惜她的一分一秒。 

老實說，早在十多年前，我常聽到“光陰似箭＂，“一分光

陰一寸金＂的勸世金句。但那時當作耳邊風，沒有去理會，或去了

解其真意，因為那時我仍擁有無限的光陰。不必說更沒有好好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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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惜它、享受它。此時，我和這位老友才感受到這些格言的真正意

義，這都是從成長中的經驗得來的。因此，趁我仍走得、食得，一

有機會，我就變為閒雲野鶴，敖遊於天地之間。若嫌白天太短、不

夠的話，那就要學古人之“秉燭夜遊＂，非繼續玩到通宵不肯罷

休。 

懷著惋惜的心情，看到時下的一些中年男女，終日無所事

事，沉迷於煙、酒、爛賭之中。有一位舊鄰居的兒子，正當年少力

強，不務正業，終日去賭到三更五鼓，拖著疲倦之身回家，毫無建

樹，虛度光陰；將來必悔之莫及，可斷言也。 

上帝賜給我們每個人的時光是有限的，且長短不一的。要知

道它是不停的向前走，沒有人能阻攔它，一旦失去了它，就永遠找

不回來。奉勸時下的少年家，好好的珍惜之、善用之、聽不聽由你

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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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羊羊    雜雜      － 明 仔  

平凡 －野孩子長大後的我，做事自自然然勇字在前頭，義字在心

頭，說話嘻嘻哈哈難免浮誇，人情世故不甚了了。幸好有太

太在旁指示，才不致醜態百出，成為基督徒後，心靈和肉體

總算慢慢來有點進化。每天的祈禱、有感恩，代禱、胡思亂

想，還有的是提醒實實在在平凡的自己，真的是很平凡（再想

真的一無是處）－平凡是福。 

旅遊 －西世遊記孫悟空初到五指山，稍作小解便算是一遊。我

沒有多少旅遊的經驗，心裏的旅遊，是在山野間漫步一整

天、漂浮湖海中一整天，吃吃喝喝道

地的飲食，在景區捉上一盤棋，能夠

喝喝跳跳更是極品。從前我總愛在孤

孤清清的皇后碼頭坐上個多小時（所以

我很奇怪突然這麼多人要保育它），漫

步在渺無一人（卻是有六百萬人口）；自己也不得不承認自

己是異類，也感歎香港人的營營役役。 

反恐 － 是很費力，也很傷感情。有所謂打蛇不死萬年驚，智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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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慮必有一失。有一回我錯將牌匾上的「小不忍、則亂大

 謀」，錯讀成「謀大亂、則忍不小」。如果有一天沒有恐怖

活動，那就不用反了；那天必定是地球資源用了九九十十的



一天，那天必定沒有閒人，一定沒有閒米，廣東人話說「得閒

死、唔得閒病」。 

兒孫自有兒孫福 － 蹤有天大本事的你，要管你孫子的孫子的

孫子的事，你說有沒有可能？ 

文摘 － 真正的浪漫，並非矇住雙眼，昧於現實的夢幻；而是接

受現實，包容殘缺的柔軟。 
 理性的浪漫，讓我們在歷經困難而必須學會堅強之孝，還能

夠不記溫柔。 
 在看過醜陋和黑暗之後，對人生依然懷抱著美好和良善的希

望。（抄回來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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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夏 島 見 聞  （二） ~~   
 

    

 【很多年前，我們攜妻帶兒、一行十多人共遊大陸。回程時、

四兄弟（我加上老四懷安、老六懷敬、老七懷炯）和姪女小圓等九個

人在檀香山（Honolulu）多留了三天，除探親外，也曾在那兒作環

島（Oahu）遊。到珍珠港（Pearl Harbor）憑吊亞里桑那號（Arizona）

等沉艦、欣賞 Waikiki 美麗的海灘、體驗一下 Diamond Head 的火

山口、在 Sunset Beach 旁看逐潮兒戲浪、在大風凹嘗試無情的狂

風，也明白Blow-hole 的天然噴泉如何從石頭上噴出；另外、到

Dole 公司品嚐他們在當地出產的菠蘿、參觀神殿谷幽森的墳場（當

年菲律賓馬可仕的墓地仍未遷走、聞說如今又有張學良）……。在檀

香山，我們又參加過當地的 Luau（燒豬野餐會），嚐試當地著名的

“咪題雞尾酒＂（菠蘿水加平價“藍姆酒＂）。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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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天下間有很多事物、人們在未見識過之前都會感到“神秘＂而

被“誘惑＂、甚至作出“衝動＂的行為；此舉實屬平常、人人都有

可能做的。俗語說：「人一世、物一世」，有機會試試無妨；祗是試

過一次後就會發現：「久聞大名、如雷灌耳，今日一見，不外如

是」；假如“狹路再相逢＂，那就無謂再試了！】 

 到達夏島的那一天，剛好是大兒（永光）的 50 歲生日。這個

生日、是一般人難得遇上的，他覺得特別有意義（因為夏島的時間比

洛城“晚＂三個小時）。亦即是話：他這個生日、可以多享受三個鐘

頭了！所以第一天的晚餐特別豐富（有慶祝生日的成份）。女士們特

地買了兩條去骨的燒牛肉（prime-rib）、玉米、蔬菜、沙律……等

作晚餐慶祝。吃焗牛肉、是取其配料簡單、燒法容易、兼且是人人

都喜歡吃的。再加上夏威夷本地出產的菠蘿、木瓜、西瓜、士多啤

利……等新鮮生果。晚飯吃完，又搬出生日蛋糕、雪糕……等甜

品，最後再來生日蛋糕、還加上一首“生日歌＂；因為是開始渡假

的頭一天，孩子們特別興奮，就算遲了三個小時才到平日睡眠的時

候，但大家都興高采烈、完全沒有“疲態＂這回事。 

 在夏威夷這許多天，白天多數都是往海灘跑，因為孩子們都喜

歡游泳、snorkeling（浮潛觀魚）、戲水，每

天跑個一、兩次是不會厭倦的。大島被評為

世界最好的潛水地點及最適合初學者的潛水

區，在 Kahaluu Beach Park 有極優美的淺

水 灘 ， 適 合 各 種 程 度 的 浮 潛 者 ， 大 島 之 
Kealakekua 州立公園、提供浮潛及潛水者至少水下 100 英呎的能

見度，可以看到豐富多樣的熱帶魚聚集與珊瑚生長。 

 這裡每一天的陽光都不會缺少，身上的皮膚若是不作預防措施

（塗防晒油），只要在炎陽下照射個三、四十分鐘，一定會受不了。

第二天下午，本來猛烈的太陽躲進雲層裏去了，整個下午好像陰天

一樣。兒孫們在“水＂和“岸＂之間來回忙著，我躺在海灘旁的椰

樹下嘆雜誌、呷著冷飲。沒被衣服遮蓋而裸露在外的手腳有些“麻

癢＂的感覺，皮膚上好像透出一些淡紅色，我一點也不以為意。回 
到住處，本來只有麻癢和一點暗紅的皮膚已經變成深紅色、且隱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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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痛；第四天、那些暗紅色的表皮竟然開始蛻脫，這才知道利害。

難怪中國北方有句話：「雲裏的太陽，晚娘的拳頭」（是“惡毒＂ 看
不見、即廣東話“陰毒＂的意思）。 



 很奇怪，大島雖然被海洋四面環繞，卻沒有像 O’ahu 島的

Waikiki 那般長闊的海灘；更不像加州、到處都是一望無際的遼闊

沙灘。這裏的海灘都很“袖珍＂，因為海灘都被火山熔岩隔開、變

得斷斷續續；就算這樣“袖珍＂的海灘也有它的“袖珍美＂。還

有，這裡海灘上的沙也很特別，顏色多樣、甚至有全黑色的“黑海

灘＂。傳說：夏威夷的石頭與沙粒都有詛咒，帶回去是會招引

厄運的。（姑妄聽之、我亦姑妄言之。）黑沙灘給人另一種不

同 的 體 驗 ， 黑

沙 是 由 凝 結 的

熔 岩 在 海 潮 的

淘 洗 後 、 留 下

的 黑 色 結 晶 ，

形 成 了 這 一 片

美 麗 的 黑 沙

灘 。 這 是名正言

順的一個“黑沙

灣＂，不像澳門

黑沙灣的徒具虛

名（名不符實也）！當海浪沖到沙灘上，海水不斷地翻騰、立刻湧出

一片雪白，將黑色的沙蓋過了，未被水蓋過的黑沙仍然留在那裏；

這時黑白分明，耀眼生輝。那種美、很難描述出來；其實、黑沙灘

的美麗絕對不比白沙灘差，更何況物以稀為美（貴）？ 

 第三天是我們遊大島的“重頭戲＂，參觀火山國家公園、看這

裡的“活＂火山。未出發的前一晚，飯後、大女兒告訴我明早出們

要帶些替換的衣服，因為我們晚上將在Hilo過夜、不回 Kona 了！

早上我跟孫兒們一樣、帶著興奮的心情上車朝著Hilo的方向前進，

在路上我才發現少了一部汽車。原來小兒子已前往機場接載最後來

參加的那位朋友。車到中途一個名叫Tex的休息加油站時，他們已

經在那兒吃著方形的炸麵團（用donut“甜甜圈＂一樣的材料製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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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製現賣，非常可口，是我們從未吃過或見過的）。這裡還有 
一樣夏威夷最有名氣的快餐，以幾片葡國香腸加一只荷包蛋放在飯 

面（也可以用叉燒或漢堡牛肉加蛋），再在蛋面淋上醬油或汁料，我

見他（她）們吃得津津有味。有一次我在拉斯維加斯的加利福尼亞飯

店小食部見識過（大兒一家最喜歡吃的，其中有一樣好像是Loco 
Moco）。 

 午飯後繼續向前，這一帶（地近西北）的地勢較高，到處都是

農莊和牧場，植物生長得很茂盛。走不很遠就看到前往 Mauna 
Kea 峰天文台的指示牌。這個山峰高達一萬三千多尺，除 Alaska 
外、本土的高山就只有 Mt. Whitney（14,495 尺）比它高，是大島

兩個高峰中最高的。（因為山太高、路不好走，我們也怕有“高山

症＂，所以不準備前往，只好過其門而不入了。）車到 Hilo、我們

停下來進些飲料、兼稍作休息，不久又再啟程，走了約四十五分鐘

就抵達火山國家公園的進口。像其他國家公園一樣，要停車付“入

園費＂。這時我又有機會表演了，連忙掏出“黃金年華＂（Golden 
Age Passport）的“皇牌＂，誰知園丁一看之後，竟然將我的“皇

牌＂沒收，說是太舊了，再另外給我換一張“新＂的“皇牌＂（美

國政府是不會不守承諾的）。 

 到了公園裏的遊客中心，遊客很多、

只見人頭湧湧。恰好此時天色驟變，濃濃的

霧隨著毛毛細雨，加上風勢很強，中心後面

（火山口邊沿）的人群、忽然間像退潮般，

立時走得七零八落。我們穿上雨衣、準備冒

著風雨去看火山；誰知奇跡出現了，風雨忽

然轉弱，我們繼續上路。汽車繞著火山口停

在一個景點旁，有兩隻 Nene 鳥（州鳥、屬

“受保護類＂動物、也名夏威夷鵝）在路邊

玩耍，它們完全不怕人、只管做自己的事。火山口很大、也很荒

涼，火山的噴氣孔遍佈，噴出一堆堆白煙。有很多景色讓人看見以

為自己站在月球的表面，但打在身上的雨滴提醒我們、這裡是火山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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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一個景點是熔岩隧道（Lava Tube），熔岩隧道的形

成、是熔岩流出後只留下管狀通道，如今已成為火山之旅不可或缺



的景點，每天都有許多遊客來訪。（我們曾兩次到北加州參觀Lava 
Bed國家公園，對“躦”熔岩隧道感不到新意，倒是孫兒們就興高采

烈、樂此不疲。）前往隧道的入口前要穿過一片熱帶雨林；喜歡濕

潤氣候的植物在這裡是優勢，構成了這個雨林的景觀。       （未完、

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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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our Bible teacher in Morningside                                 
－ Ginger & Joseph 

                                           

 

The Living Bible: 
 
His name is Bill.  He has wild hair, wears a T-shirt with holes in 
it, jeans, and no shoes.  This was literally his wardrobe for his 
entire four years of college.  He is brilliant.  Kind of profound 
and very, very bright.  He became a Christian while attending 
college.  Across the street from the campus is a well-dressed, 
very conservative church.  They want to develop a ministry to 
the students but are not sure how to go about it.  One day Bill 
decides to go there.  He walks in with no shoes, jeans, his 
T-shirt, and wild hair.  The service has already started and so 
Bill starts down the aisle looking for a seat.  The church is 
completely packed and he can’t find a seat.  By now, people are 
really looking a bit uncomfortable, but no one says anything.  Bill 
gets closer and closer and closer to the pulpit, and when he 
realizes there are no seats, he just squats down right on the 
carpet.  By now the people are really uptight, and the tension in 
the air is thick.  About this time, the minister realizes that from 
way at the back of this church, a deacon is slowly making his way 
toward Bill.  Now the deacon is in his eighties, has silver-gray 
hair, and a three-piece suit.  A godly man, very elegant, very 
dignified, very courtly.  He walks with a cane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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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he starts walking toward this boy, everyone is saying to 
themselves that you can’t blame him for what he’s going to do.  

How can you expect a man of his age and of his background to 
understand some college kid on the floor?  It takes a long time 
for the man to reach the boy.  The church is utterly si lent 
except for the clicking of the man’s cane.  All eyes are focused 
on him.  You can’t even hear anyone breathing.  The minister 
can’t even preach the sermon until the deacon does what he has 
to do.  And now they see this elderly man drop his cane on the 
floor.  With great difficulty, he lowers himself and sits down 
next to Bill and worships with him so he won’t be alone.  Everyone 
chokes up with emotion. 
When the minister gains control, he says, “What I’m about to 
preach, you will never remember.  What you have just seen, you 
will never forget.”  “Be careful how you live. You may be the only 
Bible some people will ever read!”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There comes a question in the Bible Study Fellowship: Does a good 
man need to believe in God? I think many of us do share this 
question, and let us find out the answer through 2 special days in 
November, i.e. All Saints Day on November 1, and the 
Thanksgiving Day on November 22. 
 
All Saints’ Day is a feast in honour of all the saints. The Church of 
our Lord has witnessed much suffering and blood of saints and 
martyrs. In the early days the Christians used to solemnize the 
anniversary of a martyr's death for Christ at the place of martyrdom. 
In the fourth century, neighbouring dioceses began to interchange 
feasts, so the number of feast days increased and outgrew the days 
of a year. Naturally, some kind of common feast day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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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roduced. In 837 Pope Gregory IV officially instituted All Saints’ 
Day, on November 1, as a day to honour all the saints, known and 
unknown, of the entire Church 
 
All Saints’ Day tells us one important point: life is not just a journey 
from cradle to grave, life continues at the other side of the grave, or, 
everlasting life. All man, regardless of good or bad, are still 
creatures of God’s creation, are still being loved, still being the 
companions of us Christians on earth. That’s why the Collect of All 
Saints’ Day says, “Almighty God, you have knit together your elect 
in one communion and fellowship in the mystical body of your Son 
Christ our Lord” 
 
What happen after man’s death? We can’t rely on the disciplines 
like mathematics, medical science, philosophy or human sciences 
to find out the answer. For these disciplines are not for the world 
after death, which could be comprehended only through a leap of 
faith. Thus, shall one really concerns about his destiny after this life, 
one (whether he is good or bad) should profess faith, to believe in 
God. And this is the first reason for a good person to believe in God.  
 
The Bible tells us “…for we will all stand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of 
God.” (Roman 14:10) One may protest: if one has been living a life 
according to the commands of his conscience, and according to the 
moral code, one shall be cleared before the Judgment seat. 
However, there in the Gospel is a woman who was caught in 
adultery, and people pressed our Lord for an answer whether the 
woman should be stoned according to the Law. Our Lord replies 
“Let him who is without sin among you be the first to throw a stone 
at her.” (John 8:7) Then, they went away one by one, some of them 
are Pharisees, who are very proud of their moral conduct. For in 
God’s view, no one is good enough to be cleared before God. We 
can only be justified by God’s grace (Roman 3:24). It is God’s will 
for everyone to take his grace, which is free and needed by man. 
God’s grace is the second reason that a good person still need to 
belief in God. 
 
November 22 is the Thanksgiving day. In 1789, when the first 
national Thanksgiving day began, president George Washing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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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mmended to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as a day of public 
thanksgiving and prayer to be observed by acknowledging with 

grateful hearts the many and signal favours of Almighty God, 
especially by affording them an opportunity peaceably to establish a 
form of government for their safety and happiness”. Though a 
Government is just a political body, it knows its duty to give thanks; 
how about us. Though things in life may not always turn out as 
wished, we still have countless thankfulness to give, for example, 
the early light of the dawn, the fascinating sunset glows, the great 
parental love, the true friendship, the comfort in the hurt, the twilight 
out of despair…Izaak Walton (1593－1683) said “God has two 
dwellings: one in heaven, and the other in a meek and thankful 
heart.” A thankful heart drives us forward towards a far more 
promising life. Yes, we need an ultimate reality to thank for, and this 
has to be realized through faith. This is the third reason for a good 
person to belief in God.  
 
The reason that life does not end at the grave, that we all need 
God’s grace, and that we all need to thank for God’s goodness are 
the three reasons for a good person to believe in God.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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