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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今年感恩節、教會於聯合崇拜舉行時，只見參加者人

頭湧湧，聖堂幾乎為之“爆＂滿。崇拜後的感恩餐也很豐

富，計有：火雞三隻，火腿兩隻；另有大量：糯米飯、甜

薯、蛋糕、馬豆糕、各類飲品……等。此外，還有一群在

廚房、餐堂幫忙開餐和善後的人。這都是弟兄姊妹們的愛

心和感恩的表現。見到這個現象，大家內心的喜悅是可想

而知，我們感謝上帝這一年來數不盡的恩眷。 

 最新消息：感恩禮拜日（11/18）當中、我們第一次收到 

“2008 年管家事奉約書＂（認捐表），合計：總金額超過 

60,000 元；這是歷年之冠（成績之“好＂、出乎意料之

外）。我們除了感謝上帝之外，又感謝全堂每一位弟兄姊

妹愛主愛教會的熱誠，要不是大家都盡力，以我們教會目

前如此單薄的人力和物力，竭克晉此？ 

 還有，佳音月刊在 11 月又收到一群熱心愛主卻不願具

名的姊妹、她們送來了 $500.00 元，另香港的老朋友馮道

駒弟兄伉儷 $100.00 元，全數作為贊助月刊的印刷費用。

這些事都出乎大家意料之外的，在激動之餘，我們更加要

心存感謝。 

 其實，「聖加百利佳音」並非“獨市生意＂，很多教

會都有刊物出版的；為什麼上帝會獨厚「佳音」呢？想到

這裡，我們就更要感謝上帝了！   ◎ 

聖加百利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7 年  12 月 號 
第 一 百 ○ 五 期  
 ＊＊＊＊＊＊＊＊＊＊＊＊＊＊＊＊＊＊＊＊＊＊＊＊＊＊＊＊＊＊＊ 

 

   恭 祝   

 聖 誕 快 樂， 

       新 年 平 安！ 

              聖加百利堂全體仝人鞠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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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日子過得真快，轉瞬間便為2007年12月份的佳音執筆。 

 
今年的11月，我第一次在美國渡過感恩節；非常感謝教友的熱情

邀請，讓我在感恩節晚飯中作客，分享及體會到家庭團聚的喜樂

與幸福感。 
 
今年的11月是聖加百利堂管家事奉月，也是提醒我們感謝上帝恩

典的月份。我很感謝上帝，在管家事奉中, 看到更多教友懂得倚靠

上帝，過信心生活的道理；因為在一片低迷經濟前景下，管家們

支持聖工，依然不遺餘力，有些還提高奉獻一成,一倍, 甚至越一

倍！這顯示了，我們聖加百利堂是一處厚望所寄的地方，豈能不

叫人鼓舞！ 
 



隨着11月份的幸福感和感恩而來的是多采多姿的12月，是準備及

迎接主耶穌降臨的月份。為此，我們聖加百利堂已擬定了豐富的

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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誕節目：我們將舉行音樂會、燭光歌頌崇拜、百樂大聚餐、子夜

聖餐崇拜等。我們的詩班已於十一月開始，每主日下午加班練詩

準備了！ 
 

不過，一切的準備莫過於心靈上的準備，因為那是最要緊的。將

臨節期間，我們將逐週點亮將臨期燭環上的聖燭，這燭環蘊含着

豐富的象徵意義：圓形的燭環提醒我們，上帝是無始無終的，他

對我們的仁愛與保守也是永不止息的。而隨着燭環上的明亮燭光

逐主日加增，我們再被提醒，耶穌再來的日子是一天比天近了，

催促我們用一顆認真的心來準備，迎接基督和他賜予我們的恩

典。 
 
如果主耶穌在我們舉行音樂會之前已再臨人間，我們當然無需把

安排好的節目擺出來；那麼，我們聖加百利堂又可以拿什麼來迎

接主耶穌呢？我會回答說，讓我們拿一株盼望的青苗來迎接主耶

穌吧，就是那株謙卑的青苗，在全體教友的信心與熱心中靜靜地

茁出來的青苗。我不是說我們已經成就了什麼﹣我們要走的路還

很長很長呢！我只是說，我可以清楚地看到，聖加百利堂復興的

條件已經出現了！ 

 
請在禱告中記念今年在我堂受洗的教友，及即將在將臨期領洗的

新葡；讓我們都以一顆儆醒與喜樂的心，迎接基督的誕降，順祝

大家聖誕快樂。 

你的牧師    盧君灝        ◎ 
 

 

恭  賀 

永 田 王 玉 瑛 會 吏 將 於 二 ○ ○ 八 年（ 明 年 ）元 月  

在 洛 城 聖 翰 座 堂 由 蒱 樂 諾 主 教  

按 立 為 牧 師 。   

我靠著那加給我力量的、凡事都能作。 

                                              聖加百利堂全體仝人敬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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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一 月 份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契： 十一月份的同心團契例會、已於十一月十日（星期

六）下午六時在 South Pasadena 市、張茂棋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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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rles 哥伉儷與盧牧師共同主理。除食物多元化外，

其他節目也很豐富而有趣，非常成功。  

耆英會：  十一月份的耆英會已於 11 月21 日（星期三）在圖書

館舉行。出席的人數不少，午餐時大家都同意、試嘗

新口味，吃得也很開心。更開心的是：大家吃完、

Ginger & Joe 埋單找數。 

扇舞練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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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對太極扇舞有興

趣又想強身健體的兄姊、到時能踴躍參加。（修習

者也可以向 Iris Fok 報名。） 

    十月生日的群壽星們：  

 
 
 
 
 
 
 
 
 
 
 



 

 代  禱  事  項 

1. 為身體軟弱的兄弟姊妹禱告，其中包括關新、古萼春、黎張

亞莉、盧瑞華等；求主醫治他（她）們，又賜恩與看顧他（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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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的人。 

2. 為我們的教會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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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與元月之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契： 十二月份的同心團契例會、定於十二月三日（星期

六）下午六時卅分在 South Pasadena 市、梁力

斌弟兄伉儷府上舉行，這次聚會、是頭一次在他們

府上舉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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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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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二月裡、逢星期六上午十時，在會議室舉辦之慕

道班仍然繼續，為將臨期第四主日舉行之聖洗禮作

好準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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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了一段時間，

如今仍然是週六上午八時半上課，目前參加的人不

少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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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普通話（漢語）班： 自十二月八日起，本堂外展部將於會議室

開辦普通話（國語）班（亦即是每個週六上午10:30am
－11：30am上課）；為有意學普通話的人製造多一

個機會。  

聖誕節期間的慶祝秩序： （請記下來） 

12 月 23 日 3 pm 聖 誕 音 樂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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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24 日 7 pm 聖誕百樂聚餐 
12 月 24 日 8:30 pm      聖誕歌頌會（Carol Service） 
12 月 24 日 11 pm              救主誕降子夜聖餐崇拜 

 12 月 25 日 11 am        聖誕日聖餐崇拜（聯合崇拜） 
12 月 25 日 12:30 pm 聖 誕 茶 會 

 

 幾幾 句句 感感 謝謝 的的 話話 ：：    
 

感謝前任的徐牧師、單牧師和現任的盧牧師及主內各弟兄
姊妹對我的關心和愛護；也感謝佳音月刊每期都在“代禱
欄＂裏刊登了、請兄姊們為我的健康禱告。因為有主基督
的眷顧和保守、與你們的禱告托住，我才能充滿喜樂地渡
過每一天。我衷心地感謝最慈悲的上帝的恩典，也感謝你
們的禱告和關心。愿全能的主祝福我們的教會和全體弟兄
姊妹。 
 

Elaine Ko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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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查    經經    班班    消消    息息： 
＊＊＊＊＊＊＊＊＊＊＊＊＊＊＊＊＊＊＊＊＊＊＊＊＊＊ 

 

粵語查經班  每個星期五下午八時舉行之粵語查經班，

十二月整個月放假（暫停舉行）、元月四日（星期五）

下午八時再行恢復舉行，希望弟兄姊妹留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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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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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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長期為她代禱的 鄧巫玉琪姊妹 已於 11 月 19 日

安息主懷,  並於 26 日在玫瑰瑰崗舉行了安息禮拜。 
 

 願主賜她天家的喜樂.  我們為鄧家祈禱. 
 

 

 

DDeecceemmbbeerr   BBii rr tthhddaayy  十十二二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黎志明 ( 6日) 蔡德良（8日） Andrew Kuo  （10日） 
古萼春（20日） 蔡澧業（25日） Eric Kuo（25日） 
韋建心（30日）  邱文光（30日） 
   

願   新一歲裡，主愛更深，主恩更豐！ 
 

(如有遺漏，請通知辦公室)  
 

 

碩叔信箱  

甘澍問：「碩師傅主理X X酒家廚政多年，帶來蒙市  

 居民口福不淺。現請碩師傅指點“大地魚芥蘭＂

 之製法；芥蘭何以如此青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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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  蒸滑蛋何以如此爽滑？謝謝！    甘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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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哥覆：《聖加伯利堂佳音》要開一個《碩哥信箱》，

講飲講食。其實，我只是一介半路出家的伙夫，做不成師傅，

更無“主理＂之名，要主持一個“信箱＂，實在難於勝任。當

之不力，但推之不恭，只有打腫臉，充胖子，“開＂吧。 
 

我希望得到主內兄弟姐妹們的支持，這個《信箱》，是

大家一起講飲講食的地方，我們互相學習、交流和討論住家飲

食文化。歡迎你提出問題，歡迎你談談你的廚藝心得，歡迎你

對我的答文或介紹提出異議和指正，在下感激不盡。 

以下，就日前收到有關做菜的提問兩則作答： 
 

大地魚炒芥蘭 

 原料：芥蘭，大地魚，麻油，料酒，薑絲，砂糖，鹽，   

 蠔油，雞粉。 

制法：（1）將大地魚剝皮去骨起肉，將大地魚肉用油炸

至金黃色起出，待冷卻後拍碎備用；（2）芥蘭：去掉老葉，斜

切成約2寸長的片，洗淨，用沸水飛至剛熟，撈起備用；（3）將

鑊燒紅，放入食用油起鑊，放薑絲和炸香的大地魚肉碎，炒

香，濺入料酒，麻油，放入芥蘭，加入砂糖，鹽，蠔油（少

許），雞粉調味，炒勻，最後，用濕澱粉打芡，加包尾油炒勻，

用碟裝起便成。請注意，在炒芥蘭時不要加蓋鑊蓋。 
 

蒸滑蛋 

原料：  雞蛋，水（也可以用雞湯），鹽，雞粉， 

味極醬油，青蔥花。 

制法：（1）將雞蛋去殼放入碗裏搞勻，放入與雞蛋相同

容量的水（或雞湯），放入鹽、味精、雞粉，搞勻後用湯盤裝

好，蓋上一層保鮮紙，在保鮮紙上用牙籤刺兩小孔。（2）如果

要在飯煲蒸蛋，可在飯滾水剛乾時放入雞蛋蒸；如果用鑊或煲

隔水蒸蛋，可在水滾後放入雞蛋蒸，大約六分鐘後，要看滑蛋

熟否。蛋盤也可以不蓋保鮮紙，但要在蒸蛋的過程中每隔一、

二分鐘，將煲蓋（或鑊蓋）打開一下，隨即蓋上，否則，蒸出來



的蛋就不是滑蛋而是老蛋了。（3）在蒸好的滑蛋上放上一些青

蔥花，淋上少許熟油和少許味極醬油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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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園 地  
  

命懸上主 36 秒–怒怒海海驚驚魂魂  
－ 文：阮戍民弟兄。  譯：盧君灝牧師 

 
死亡之門只有 36 秒之貼，然而，一切都只是因為那永生者的慈悲

保守，就是那位曾稱說： “我是耶和華，這是我的名” (以賽亞書，

第 42 章 8 節)。 
 
事情發生在 1985 年加州西北 350 英哩上空的一架搭載著 272 位
乘客和空勤人員的波音 747 客機上。個中情節已被記載在維基百

科 Wikipedia 中，現在大家在網站上可免費瀏覽。 
 
1985年發生了多起空難或近空難事件：首先在 1985 年 2 月 19
日，一架中華航空公司從香港往洛杉磯的客機，在太平洋上空突

然失控，作螺旋形急降；接著是印度航空公司一客機在大西洋上

空爆炸，之後，英國曼徹斯特機場的起飛空難；然後是日本航空

公司客機在東京的墜機空難，其為歷史上最嚴重的大空難；然而

這只是在 1985 年民航史上一些比較觸目之意外而已。 
 
這次事件可見到永生上帝的奇妙作為，祂的全能，從亙古直至當

今 ﹣20 和 21 世紀。 
 
等候了二十一寒暑，調查結果出來了。可是航空專家們，包括國

家安全運輸委員會的專家們，始終找不出一個關於這次幾近致命

災難的原因–他們只可以確定，當時機長已盡力操作自動飛行系

統；這份報告實在難以令人完全滿意。 
 

因此，經過這漫長的時光間隙後，現在讓我作見證，當時永生上

帝大能的手是如何真真實實的伸出，聽我們的禱告，和驚惶失

措，孤立無助，喪膽亡魂的呼喊；是如何拯救在波音 747 SP 客機

中那 272 位不同國籍的乘客。那時，飛機已在 150 秒中俯衝了 6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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哩，再衝 36 秒，飛機就直插怒海太平洋了！如不是三位一體全能

上帝在千鈞一髮的拯救，有誰還可以在這臨頭大禍中幸免於難呢？

所以這正正顯示了上帝無處不在。 」(下期待續) 
 

 

TThhee  LLiivviinngg  GGoodd  SSaavveedd  UUss  3366  SSeeccoonnddss    
  

  －－  ffrroomm  aa  WWaatteerryy  DDeeaatthh      
－ Daniel Yuen  － 

 

 
The door of death was only 36 seconds away, but for the mercies of 
our eternal living God whose name is "I am the Lord, that is My 
name;" Isaiah, Chapter 42 verse 8. 
 
This 1985 episode involved 272 passengers and crew, a jumbo jet 
747 and about 350 miles north west of California over the Pacific 
Ocean heading to Los Angeles. The veracity of this is now 
chronicled in Wikipedia, the free encyclopedia on the website. 
 
This incident can be described as a miraculous act of the living God 
whose Omnipresence has moved from past history to our current 
time span of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y.  
 
After waiting for 21 years for results of the investigation from 
aviation experts, including the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o satisfactory answers were reported as to why this near 
fatal disaster had happened - except that the captain was struggling 
with the automatic pilot system. 
 
Hence, after this prolonged hiatus, it is time for me to testify to real 
life experience of the mighty hand of God who is alive and hears 
prayers, cries of fear of death, anguish and helplessness to save 
272 people of different nationalities in a jumbo jet 747 SP that dived 
6 miles in 150 seconds and was only 36 seconds from crashing into 
the Pacific Ocean. Can anyone come out alive in this near fatal 



disaster without the help of a real -time triune Almighty God? This 
demonstrably revealed His existence. 
 

(to be continued)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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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註：  上文由阮戍民弟兄執筆，寫他親身經歷過的一件往事和

他自己對此次事件的體驗。原作是英文，曾刊登在聖公

會馬來西亞教區月刊，本刊特別請得盧君灝牧師譯成中

文，希望兄姊們都能讀到。（阮氏伉儷兩人都熱愛聖加

百利堂，目前定居於馬來西亞，常往來於馬、港、美三

兩地之間，相信大家不會感到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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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談談""富富””與與””貴貴””        － 良 仔 

 劉再復先生的“紅樓悟語一百則＂、文中談及賈府中的富

貴人並非人人都貴族化，其精神氣質，風度形態千差萬別。大

約可分為四類：  

（一） “形貴神俗＂，如王熙鳳，王夫人等； 

（二） “形俗神貴＂，如尤三姐等； 

（三） “形神俱俗＂，如賈政、賈璉、賈蓉、薛墦、趙

姨娘等；    

（四） “形神俱貴＂，如賈寶玉、林黛玉、史湘雲、妙

玉、李紈和三春姊妹等。 

 劉先生認為“富＂與“貴＂的概念和內涵有很大區別。  

 他認為“暴發戶＂理應和貴族分開，暴發戶突然發財，雖

富不貴。  

 他指出王熙鳳雖然漂亮，但並不美。“美＂是形神俱貴，

林黛玉便是形神兼備。王熙鳳缺少內在光彩，只能稱為“漂亮

女人＂。  

 良 仔 認 為 “ 富 貴 ＂ 一 詞 雖 然 常 慣 用 ， 卻 有 兩 種 不 同 的 概

念 。 “ 富 ＂ 是 指 勿 質 上 的 充 裕 ， “ 貴 ＂ 則 是 指 內 在 修 養 、 氣

質，是精神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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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紅樓夢＂中的人物，富人一家，不一定“貴＂，很

多是“俗人＂。富人仗著金錢財勢，愛弄權求虛名、常看不起

別人又愛面子、要別人奉承。富人能謙恭、能待人和善、能謹

言慎行、不出惡言的人極少，因此極可貴。  

 我們看人貴、賤，不應用富貧來決定。應該看操守行為、

看言談舉止、看誠信；否則便會趨炎附勢，眼光短窄、隨波逐

流，失去了公正原則，迷失了自己。  

 要做基督徒，來到教會，更應拋去世俗物質觀念。在神的

殿、神的家，大家都是兄弟姊妹，完全沒有“上等人＂，“下

等人＂之分。教會是大家的，不能小看別人，排斥他人。  

 大家都是僕人，神的管家，但不是“官＂家，不要擺“官

款＂。做神的工作，不分高低，沒有“上司＂“下屬＂之分。

何況為神做工，為神奉獻，不論多少，不能誇耀自己、看低別

人。  
 為主作工，是儲財於天；我們理應常自省過失，要常自

我檢討。要檢討別人應先省察自己。在神眼中，大家都是罪

人；因此應彼此相愛，彼此包容。希望大家能多真誠地歡迎新

教友！舊教友，切勿只顧自己、忽視他人。我們查經，是要明

白神的旨意，要實行榮神益人的事，我們要“知行＂合一。      

◎ 
************************************************************************************************************************************************************** 

Bill Wiese  的 見 證 分 享 ： 

※ 他所看見、聽見及感覺，怎樣震撼了他的人生？ 

※ 他將驚慄的經過回憶，描述當時在地獄內的處境；   



 讓 Bill Wiese 清楚地向你交待。 

 記住 2008 年 1 月（下期）的月刊出現。 
 “23 Minutes in Hell＂。 （由莫遲疑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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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月刊歡迎投稿，請將稿件交給麥懷順弟兄； 
 

介紹自己教會給別人  - - - -   將月刊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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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愛 不不 厭厭 詐詐     －   晨 曦 转载-1 

你知道嗎，愛裡面常常有詐，它使用的手段雖然是「詐」，但最主要

的目的是「愛」。 

為清潔工而掃：兩全. 何樂不為?  

有一天我到朋友家去。「糟了！我忘記今天清潔工要來。」那女主人

聊天聊到一半，突然跳起來，拿著掃帚東掃掃、西掃掃，再把掃到

的髒東西倒進垃圾桶。  

我好奇地問她，清潔工不是就要來了嗎？為什麼反而自己掃。  

那女主人笑笑：「因為我不能讓她覺得我一個禮拜都不打掃，把工作

全留給她。當她看到垃圾桶裡有我掃出的髒東西時，感覺會比較

好。」  

話才說完，清潔工就到了，因為我們都在客廳聊天，她叫清潔工先

進去清臥室，而且立刻去臥室開了冷氣。 「妳很體貼。」我說。 女

主人點點頭：「對！我為她開冷氣，她會感謝我，而且因為有冷氣，

她會清得比較仔細，汗水也不會到處滴，所以受惠的還是我。」  

請問，這主婦詐不詐？但是那詐裡是不是有愛？愛她的清潔工，也

愛她自己的家。  

甘願彼此利用：得其利 聰明！ 再說個境界更高的「愛不厭詐」。  

有個美國慈善團體的負責人對我說，好多家長現實極了，當她發動

高中生賣檸檬水募款的時候，那些家長居然先開條件，要他寫謝

函，以便孩子作為申請大學的好資料。 「可以啊！」他說：「為了

給可憐人多募一點錢，我當然答應，而且你知道嗎？那些孩子愈付

出，愈有感動，進大學之後，都回來幫忙，成為我們的義工。」 想

想！那些家長是不是很詐？但他們「詐」是為了幫助孩子進入好的大

學。 那慈善團體的負責人是不是也很詐？但他「詐」是為了幫助更

多可憐人。  

結果，他們彼此利用，因為美國大學非常重視公益活動，孩子都進

了好的學校；又由於口耳相傳有這好處，於是有更多高中生投入義

賣活動；加上「回頭」來幫忙的大學生，那慈善團體愈做愈成功。 機

會教育：兩面光亮 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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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舉個例子：  

我以前的一個同事，說他太太有一陣子對他岳母講話很不客氣，他

看不過去，又不好勸，於是想了個妙招──他不罵自己太太，卻對著

女兒說： 「妳媽媽對阿媽講話那麼兇，只怪阿公早死，但我先警告

妳，將來如果我活著，跟妳一塊兒住，妳對妳媽媽這麼不禮貌，我

一定立刻冒火。」 他故意把話讓太太聽到，果然效果奇佳，太太對

老阿媽的態度立刻改變了。他藉機會一次教育了兩個人，還暗助了

老人家，你說高明不高明？ 招愛到三個人：心性弱點 詐得妙. 我太

太也是「愛不厭詐」的高手。  

有一天她看我在吃木瓜，怕我的血糖太高，居然不跟我說，而跑去

叫女兒：「妳爸爸在吃一個大木瓜！妳去分他一半。」 女兒搖頭，

說她不愛吃木瓜，我太太就繼續說：「可是妳爸爸不適合吃太多，為

了他多活幾年，又只有妳能搶得下他的木瓜，妳就去要半個吃吧！」 

女兒果然立刻跑來分走我半個木瓜。她那些話都被我聽到了，怨她

「耍詐」。 太太居然一笑：「我不是對你耍詐，是對女兒，因為女

兒太不愛吃木瓜了，她只有為了愛你，希望你少吃一點，才會過去

分你的木瓜。我是為了愛你，也是為了愛她，於是利用了女兒愛

你，和你疼女兒的弱點……」 我聽了，半天會不過意來。 天哪！她

這一招居然發揮了三個人之間的四個愛。這就是我說的愛不厭詐，

它使用的是詐，發揮的是愛；即使有詐，也不對任何人造成傷害，

只可能促成更多人好！愛不厭詐，不是惡意欺騙，而是以愛養愛、

愛的雙贏！     ◎ 
************************************************************************** 

DD rr ..   YY ee ss         －  關  生 

 英國的千萬富商 Richard Branson，二十歲時就開始開辦一間

相當成功的郵寄訂購公司，卅歲那年又創立 Virgin Atlantic 航空公

司。到現在只有五十七歲，已擁有三百五十間各行各業的公司，分

佈於全世界各大城市。 



 Branson 除了在商業上享有盛名外，他也是一位探險家。他曾

駕駛飛翼船橫渡大西洋，不久前他又試圖乘大氣球環遊世界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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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充分表現出他的冒險勇氣和作風。 

 有一次一位商業記者去訪問他，下面是記者向他發問的其中幾

個重要問題： 

 記者問：「Branson 先生，可否將你在商業成功的秘訣告訴我

們的讀者？」 

 Branson 不加思索地回答說：「我不覺得我是個了不起或很有

才幹的人，我之所以有今日的成就，只靠著一個三個字母的單字

－YES。」 

 記者問：「我們都知道你公司的上下員工都喜歡稱你為“Mr. 
Yes＂，是因為你對各項的商業投資，不論大小，你都喜歡用

“Yes＂來答覆對方，究竟“Yes＂這個字對你有什麼好處和動

力？」 

 他回答說：「我一向知道世人都喜歡聽到你對他們說的是

“Yes＂而不是“No＂的。當你向對方說出 Yes 時，你會意識到

他們內心的喜樂和興奮，同時你也感到你的人生更為甜蜜而有意

義。還有，向對方說“Yes＂，你會自然而然的去準備應付新的挑

戰，有時更會意想不到的令你的投資風險減低或化險為夷。記得

Virgin 公司開始是做唱片生意，目前這行生意已一落千丈；假若當

時沒有說“yes＂去接受新的動向和挑戰的話，很可能Virgin 集團

遭受到鉅大的損失。」 

 記者問：「你在你的自傳寫著說，你從不肯說：“我不能做，

因為我不懂如何去做。＂但你不顧一切，不管你懂或不懂，仍大膽

向前去做，絕不因不懂而罷休。你這種百折不繞的精神，可否賜

教？」 

 他回答說：「我在 1970 年創立 Virgin 公司，我取這個名是因

我初次走進商業之林。假如那時我先要學會做生意門徑才進入的

話，可能我會失去很多很好的機會。我們不一定先學會做飛行員才

去開辦航空公司；或去學識做太空人才去經營太空事業。我認為任

何事物，只要有恆心和克苦耐勞，一面做，一面學，總有一天你會

成功的。 

 聽了Branson 先生的一席話，我覺得我們教友應向他學習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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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es＂的習慣和精神。假如教會或牧師須要教友的幫忙，我們不

應找藉口，對這種工作不熟識而推辭。其實說 Yes 不但對教會有

助，對自己也有益處。舉個例來說，記得上主日崇拜完後，盧牧師

向會眾宣佈：在聖誕前夕，開一音樂會來慶祝聖誕。他希望有一位 
Volunteer 來協助他策劃有關各項工作。假如你願意說“Yes＂的

話，對牧師固然有助，對你自己也無形中得到舉辦音樂會的經驗和

認識更多音樂名家，一舉兩得，何樂而不為呢？！ 

 主耶穌向他的門徒說了三個字：“跟從我＂，他們就撇下一

切，齊聲說：“Yes＂，就跟從了祂。主的福音得以傳於地極，就

是有這班說“Yes＂的門徒，教會亦然。若有眾多說“Yes＂的教

友，教會自會增長興旺。現在就請盧牧師授封我們每一位教友為

Dr. Yes，恭祝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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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夏 島 見 聞  （三） ~~   
 

    

  看過雨林、走完隧道後，下一個行程是“熔岩湖＂（Lava 
Lake），是火山爆發後留下另一個橢圓形、巨大的火山口。裏面雖然

沒有一滴水，卻裝了很多別個火山流下來的岩漿；時日久了、岩漿

已凝成固體的熔岩，所以這裡現已成為一個乾湖了。我們到達乾湖

時、已近黃昏了，天色有點昏暗、兼又下著微微細雨，遊人稀疏。

我站在懸崖的邊沿；除了看到一里深的湖底下有不少汽孔冒著白煙

外，剩下的就是灰濛濛一片，其他的什麼都看不到了。忽聞身旁一

個西語裔遊客大叫“下面有兩個人＂。我循著他的指示極極目追向

下面那一片諾大的地方。化了好一陣時間才找到兩個糢糊的影子，

一前一後、慢慢走向一個正冒白煙的氣孔。我跟在旁的孫女說：



「They are crazy」。旁邊那位遊客接著也說：「Yes, They are 
really crazy」！ 

 話未完那邊有幾聲騷動，細察下、他（她）們告訴我：大、小

兩個兒子，兩個女婿加兩個男孫和一個朋友已經朝湖底跑下去了。

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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來“crazy＂的、大有人在呢！就在我們站立的位置側邊，有一個告

示牌和一條羊腸小徑（我原先沒察覺到的）。牌上寫著：「從此路前

往湖底一里，步行約需卅分鐘」；我想、他們一定是看到這個指示牌

才跑下去的。我急忙向下望到湖邊去、要找尋這幾個人的影子，可

惜無法找到。這樣找了好一陣子，此時，雨下得比前更密。忽然間

有一陣大風、夾著濃濃的霧和雨點、從湖的對面掃過來，霎時間將

三、四十尺外的東西完全遮蔽，什麼都看不見，更不用說湖底下

了，大家祗能站在那兒乾焦急。隔了十多分鐘，有人聽到他們發出

已經抵達湖底、正向中心的方向進發的訊息，恰好濃霧也於此時慢

慢移去。有望遠鏡的人首先發現，他們一行七人正從湖邊向湖心走

去；我沒望遠鏡、要經過一輪擾嚷才找到那幾個人的“影子＂。當

時風很大、雨和霧都愈來愈濃，其他遊客都跑光了，祗有我們依舊

站在湖邊苦等。這樣等了好一會，什麼也不能做；忽然有人於此時

提議：「在湖邊的人先行離開」。於是、立即和湖底下的人聯絡，他

們也贊成我們先走、祗需留下一輛汽車給他們隨後趕來相聚。 

 從微風細雨中、我們回到 Volcano House 準備吃晚餐；

Volcano House、Visitor Center（遊客中心）與 Museum 三座建築

物，隔著馬路鼎足而立，它是一間老舊的多層大木樓。走進光線並

不明亮的大堂，左旁的大壁爐裡正燃燒著一團熊熊烈火。有幾個客

人坐在火爐前那幾張大沙發一同玩著紙牌。我好奇地環繞著大廳走

了一圈，這才發現這裏也是一間旅館，卻又看不到有多少個旅客出

入，大概客房並不多。地下層的左側和後部都用作餐廳，右邊一條

長走廊的兩旁和樓上全是客房。我們在大堂瀏覽了好一會、直等到

那幾個留在湖底的都趕到來、大家仍未有入座，可見餐廳的生意實

在不錯；他們到後不久大家便被邀請入座了。走進餐堂，看到長長

的餐堂非常老舊，沒什麼裝飾擺設，只是後面長長的一列玻璃大

窗、下面正正對著的是火山口的邊緣，坐在那兒有如坐在 Grand 

Canyon 的邊緣一樣。（雖沒“大峽谷＂的深、但那個景象也真能撼

動心絃，非常震憾了！） 

 今晚這一餐是孩子們為“我”這個老頭子而設、作為慶祝八十歲

生日的“壽宴”。 （原來、早在未來夏島之前已預訂了！）祗是廿九個

人的位子、餐廳方面一時三刻很難空得出來。雖然我們的座位靠得

很近，卻要分坐四、五張桌子（圓的、方的和長的都有）。各人悉隨

己意“order”、吃自己喜歡的東西。知道自己可以“點菜”，孫兒們歡天

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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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胡亂地“order”一通。飯前是孩子們的好友（他曾多次和我們同

遊）謝飯。這一餐，大家吃得很盡興。等到吃完晚飯、已接近九時

了，到我們離開Volcano House的時候，外面漆黑一片、風雨依

然；要是沒有燈光而走出門外的話，肯定找不到出路。汽車靠“導

航系統＂的指引，不費吹灰之力、沿著來時路駛到今晚在Hilo留宿的

酒店（Hilo Hawaiian Hotel）。因為活動了一整天，這時、人人都疲

態畢露，走上房間後就不再下樓、各尋好夢去了。  

 臨睡前孩子們告訴我：明天是星期日，我們會在這裡做“禮拜”。
早上起個大早，先到樓下看看四週的景色（完全是熱帶風情），然後

陸續到櫃檯check out。再下來，什麼都不做、首先解決的是：“民
生大事”（吃早餐）。找到心目中那一家餐廳（不用說，孩子們又是從

網上找到的），只見餐館的裏裏外外都擠滿人，另有廿多人在等候。

看到這個情形，不問可知食品一定是可靠的了，大家就耐心等候。

這樣過了卅分鐘才輪到我們，餐廳裡有很多客人都吃這裡的Loco 
Moco 一類的夏威夷餐，孩子們自然有人跟進；我雖然是個“飯桶”，
不過、在大清早吃飯仍是不習慣，我仍然吃“傳統早餐”（火腿蛋），

老年人的變化不大。今次在夏威夷、“要看什麼？到那裡去？＂事

前什麼都不知道；祗知“飯來張口，衣來伸手”。所以說：要做一個

“不討人厭的老人”，一切就要“任由孩子們的擺佈”了！（正如“三從＂

裡面所指的：“老來從子＂，這樣就萬事 OK 啦！）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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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It is just a flash of time as I come to the December Issue of “Tidings”. 
 
This November is my first Thanksgiving festival in America. It is really appreciated 
to been invited to the Thanksgiving meals, where we share the joy of reunion and 
bliss. 
 
This November was also a month about Stewardship, and a month reminding us to 
give thanks for God’s grace. Let me bless our Lord as many church memb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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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now the promise of God and to live by faith. In their stewardship, they are 
generously supporting the work of St Gabriel, and some of them have increase 
their giving by 10%, some even 100%, or even higher. It is indeed encouraging to 
see the spiritual growth of faith. 
 
There follows December, a month of preparation for the coming of the Lord, 
and preparing for lots of Christmas programmes. This year, we have got 
Christmas Concert, Candle Light Carol Service, Potluck Dinner, Midnight 
Eucharist etc. Members of our choir have begun their additional practice 
session every Sunday since November. 
 

Nevertheless, the preparation of our heart surpasses all other preparations. 
During Advent, the candles of the Advent wreath will be lit each week; the 
wreath speaks for lots of symbolic meanings. There is no beginning or ending 
in a circle, so the circular wreath reminds us that God is the beginning and the 
end, and that God’s love and care for us is everlasting. As the light of the 
candles increase week by week, we are urged for a decent preparation for the 
coming of the Lord and of his gifts to us. 
 

In case, our Lord comes before our Christmas Concert begins, what should 
we do. We should, of course, call off all the programmes prepared, yet we 
should at least present something as we behold the appearance of our Lord. 
Well, I would say, let us present a green shoot to welcome Jesus, the green 
shoot of hope, the green shoot which pops out in the faith and devotion of this 
congregation of St Gabriel. I don’t mean we have achieved anything 

spectacular, I mean that I can see a favorable condition is already out there 
for the church growth. 
 
Please remember in your prayers all those who are baptized this year at St 
Gabriel,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christianed in this Advent; let 
us be awake and sober and welcome our Lord with a joyful spirit. Merry 
Christmas to you all.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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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年吃感恩大餐時的“虛憾＂場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