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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日子過得快，轉眼間、2007年便要成為過去了，教會
裏還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還沒做好呢？可是、2008年已急不
及待地趕著來啦！亦即是話：另一個“ 新的挑戰” 也要跟
著展開了！因為：「上帝的事工是不能停下來的」。 

 相信很多人在每一年的開始，都會有個“ 今年（新）的
願望” 。假若“ 閣下” 仍未作任何新願望的，同文關生在
本期所寫「新的365天」裡，有兩個願望，編者認為可以
用作“ 借鏡” 。（可能關生與編者都屬同一類人，大家的
願望差不多。）祗不過、編者可比關生“ 老” 多了！  

 一年的開始，讓我告訴大家一個人人都喜歡聽的新
聞：去年底，香港聖約翰座堂教友葉太、葉王沛儀姊妹
（也是本堂教友）乘探女之便、在洛城居留時，親自送來
$200.00元現金。另外，居住在芝加哥的江道彰伉儷（編者
之老同學，本教會國語堂張才忠弟兄之姊夫）也寄來一張
$100.00元面額的支票。兩筆款項、全數作為贊助聖加百
利佳音出版之費用。編者謹能在此說一聲「謝謝」。 

 跟“ 表姊” （Phebe）閒聊，三句不離“ 教會” 。因為

我們都從少在教會裡長大，所以對教會深具感情；教會
裡有任何“ 風吹草動” ，我們都會“ 耿耿於懷” 、坐立
難安。祗希望 2008 年裡教會能夠平平安安、兄弟姊妹
和和樂樂，我們就滿心感謝上帝了！   ◎  

聖聖加加百百利利佳佳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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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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轉瞬間欣然渡過了2007年，現在已開始了我在聖加百利堂的第二

年牧養侍奉，面對前景，我心有二問：首先，讚美上帝時打瞌睡

可以嗎？另外，赤字預算下還增加支出，可以嗎？ 
 
不知大家曾否想過這些問題，但我很樂意向各位提出我的看法。

首先，讚美上帝時打瞌睡，聽起來實在不敬，豈能苟同！不過，

當我們讚美上帝時，不遺餘力，以致疲乏，瞌睡頻頻，但仍堅持

繼續讚美上帝，在這情況下，我認為讚美上帝時打瞌睡是可以接

受的。 

 

君不見今年聖誕前夕，我們聖加百利堂首次舉行了子夜聖餐崇

拜，這是連接在90分鐘前剛舉行了的燭光歌詠崇拜，及之前的百

樂晚餐之第三項活動。所以，一些詩班員面露疲容，偶打瞌睡，



這都是可以諒解的，甚至是當受欣賞的，因為他們向我們示範

了，身體軟弱疲乏之時，仍要堅持讚美主。 

 
今年我們很感謝上帝，在一片低迷經濟前景下，教友們仍鼎力支

持聖工，管家奉獻總額比去年增長了5%。雖然如此，明年我們還

有三萬多元的赤字要應付！我們已經盡力了，但還未能收支平

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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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務當開源節流，奈何我們已到了無源可開，又節無可節的地

步了！ 

 
不過我要在此向大家提出一個不識時務的主張：我們要找一位兼

職的青年幹事，專責聖加百利堂的青少年兒童發展工作。這主張

無疑是叫我們的赤字財政雪上加霜，但我們清楚知道，我們今日

不在青少年工作上投資，明日的聖加百利堂即有萎縮甚至結束之

虞。這主張被帶到牧區議會去討論，大家也同意在赤字上再添赤

字，儘速找尋一位兼職的青年幹事。這不是說，我們已籌募了足

夠捐款，我們只知道，為了聖加百利堂的將來，這是刻不容緩

的，比收支平衡的需要來得還要急。我很感謝上帝，因為這是一

個信心的決定；讓我們在這決定中學習仰望、犧牲及順服。 

 

因此，為了盡心敬拜上帝而打瞌睡–無妨；為了聖加百利堂的將

來而在赤字上增加支出–信心。在這兩件事上，我們可以察覺

到，聖加百利堂是以讚美上帝為本，多結果子為先的牧區。我們

為此感謝上帝，更請大家同心為我們讚美和傳道的工作祈禱交

托。 
 
願主恩佑大家新年進步！ 
 

 
你的牧師 

 

盧君灝。 
 

 

 

 封 職 聖 禮   
 

本教區主教 The Rt Rev Jon Bruno 定於 2008 年一月十二
日 (星期六) 上午十時正在聖 約 翰 座 堂 ( St.  
John’s Cathedral, 514 West Adams Boulevard )  
舉行封職聖禮, 按立 Thomas Ni 及 Ada Wong  

Nagata (      ) ;  永 田 王 玉 瑛 為牧師 歡迎弟兄姊妹
出席,  並為受按者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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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 二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契： 十二月份的同心團契例會、已於十二月十日（星期

六）下午六時在副堂舉行。當晚之節目由主人家亞
力與 Peter 哥一家合 辦。當晚節目豐富，非常吸引，
詳情請看 Peter  哥以下的報導： 

                      ---- 同心團契十二月聚會 認識經濟現象 
 
    同心團契於十二月八日下午七時假禮拜堂副堂舉行聚會。晚飯 

( Potluck) 之後， 關競強弟兄 (KK Kwan) 專題講解金融及投資常
識，出席會眾，獲益良多。 

     (Half Dollar) 辨識遊盧牧師領帶下，眾人復一起參與美國錢幣
戲，競猜錢幣鑄造年份、鑑定錢幣特色，氣氛熱鬧。 

    最後因著遊戲和討論，眾人認識到 “ 劣幣驅逐良幣” 這樣的一個
經濟現象：─ ─ 在錢幣鑄造年時代，當那些低於法定重量或者成色
的 “ 劣幣” 進入流通領域之後，人們就傾向於將足值的 “ 良幣” 收
藏起來。最後，良幣在市場中消失，只餘下劣幣在市場流通。
    這種經濟現象，在其他的社會生活層面之中可有出現嗎？劣者
勝、優者敗嗎？值得深入思考。 



    祈禱唱詩之後，同心團契於九時散會。 

耆英會：  十二月份的耆英會已於 12 月19 日（星期三）舉行。
這次活動改為探訪及報佳音，出席的有十三人。是日
上午十時半在教會集合出發。首先到 El Monte 療養
院的房間、探訪新加入的教友關新弟兄，向他及院友
們報佳音（唱詩、祈禱、讀經等），他（她）們都很
高興。及後大隊人馬“ 操” 到羅蘭崗的“ 泮溪酒家”
吃午餐，肚滿腸肥後，再到Morningside 探亞 Joe 哥
和 Ginger 伉儷（因亞 Joe 哥剛做完“ 小手術” ），
見到他們精神爽利，意氣風發，大家都很開心，同聲
讚美上帝！這是一次很有意義的聚會。 

太極拳練習： 由劉思義姊妹領導的“太極扇班＂，自從去年十

月份開始、逢星期六早上八時半、在牧師館對開的

停車場上課，已有十多人參加。如今應大眾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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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改為太極拳班，希望對“太極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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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十二月生日的  

壽星公  －  我們的  

詩班長：JIMMY 哥  

（黎志明弟兄）於 

切生日蛋糕時 

的表情 －                   
       “ 四萬” 咁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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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瑞華等兄弟姊妹；求主醫治他（她）們，又祝福與看顧他（她）
們的人。 

2. 為我們的教會祈禱。求主在2008年開始的時候，帶領我們今年該做
的事；在將要來臨的日子裡、做一個更能合主使用。又求主增強我
們的信念，讓我們今年能做一個更像基督的基督徒、未來的一切也
能得救主的引領。 

3. 為降臨第四主日領洗的廖紫晴 (Serena Liu) 小妹妹感謝上帝； 我們
真摰的歡迎她，今後我們都是上帝家裏的人了！ 

 

   元月與二月之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契： 元月份的同心團契例會暫停舉行、休息一次。等到二

月二號再行恢復聚會，希望弟兄姊妹們留意、不要錯

過。交通方面如需協助，請與辦公室聯絡。 

耆英會 ： 元月份的耆英會暫定一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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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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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班： 由劉思義大姐主理的太極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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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極拳不難學、對強身健體的好處、又多到
數之不盡。凡對太極拳有興趣者，請向辦公室 

IRIS FOK 報名學習。 

普通話（漢語）班： 自去年十二月八日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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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茗聯歡會： 本堂將於 2008 年二月十日晚上六時正在海皇翠亨村

大酒樓 (111 N Atlantic Blvd., #350, Monterey Park) 舉行2008

戊子年百人春茗聯歡會。餐費每位 $25（大小同價, 3 

歲以下免費）。請踴躍參加，希望能成百人大宴，亦



標誌著我們牧區向增長百人之目標奮鬥。我們需要獎

品助興，請樂贈。該晚菜式如下： 

 燒味大拼盆  蟹肉魚肚羹 

 夏果鮮蝦仁  港式生炒骨
 脆皮蒜香雞  靈芝菰扒菜膽 

 時菜斑球  蛋白叉燒粒炒飯 

 荔茸西米露  

2008全堂教友大會： 本堂將於 2008 年一月二十日十一時舉行聯

合崇拜，旋即在聖堂舉行教友大會，務請各位教友出
席，增選 2008 年度牧區議員；之後午膳，繼而舉行 

2008 年度首次牧區會議。教友大會中將派發週年報
告，我們希望在一月十日前收到有關報告，準備彙編
工作，有關事宜，請與 Iris Fok  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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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月十八日（星期五）下午八時決定恢復，希望弟兄姊

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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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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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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uary Birthday  January Birt day 元元月月生生日日 h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譚兆奇 ( 2日)  李陳景求（農曆正月5日） 

文許璧如 （7日） 尹振愉（11日）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 )  如有遺漏，請通知辦公室
 

碩哥信箱  
 

※ 碩哥， 文武雙全（文筆了得、廚藝精湛），洛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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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廚、亦本堂教友也。為了順應兄弟姊妹們的要求（因為不能

“現身說法＂－親自傳授，但可以用文字解答）；故特在此設立

信箱，以解答兄弟姊妹們各樣關於“廚藝之疑問＂。如對“怎樣

能燒好菜＂有不明之處，歡迎提出問題。   － 編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碩哥：首先談談“白切雞＂ 



雞，是我們的餐桌日常菜，更是各種筵席上的吉祥菜，人說“無

雞不成宴＂，一點不假。有一道名聞天下的廣東菜就是白切雞，這

道菜做法簡單，相信大多數家庭都經常做，但是，要吃上一隻鮮美

嫩滑的白切雞，還需一番心機。 

選料：各種嫩雞都可以用，以黃毛土雞爲佳。雞的大小以宰好淨重

三磅左右爲宜。 

1.  浸雞：（以黃毛士雞一隻，淨重三磅爲例）備水一鍋（水的

用量：能將雞全只浸沒爲適度），將水煮滾，用手握住雞頸，將光

雞浸入滾水中五秒鐘，隨即將雞提出，待雞膛內的水流出，再將雞

浸入，再提出，如此反復三次後，將雞浸入鍋中（雞背向上，水要

淹沒雞只），煮至水剛滾，立即將火調至慢火，以保持水似滾非滾

的狀態，（這期間約需十五分鐘，應多次調校火力，以保持水的溫

度在攝氏95度左右）直至整個雞背浮出水面，再保持五分鐘左右，

用一隻筷子在雞大腿上部位剌入，如容易剌入並且在拔出筷子後在

剌口流出的汁水是清的，表示雞已經熟了，如流出的是血水，雞未

熟，要繼續浸。撈出熟雞，用淨水浸至冷卻，撈起待雞身水乾後，

掃上少許熟油（或麻油），斬件上碟。 

佐料：青蔥約二棵切成蔥茸，生薑一小塊切成薑茸，混合後加鹽，

淋上滾油，即成薑蔥茸。其實，白切雞的佐料還有很多，如：蠔

油、生抽王、醬油、薑蒜茸等，按各人喜好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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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媽媽問：「碩師傅： 

我的家人非常喜歡吃龍蝦伊麵，請問自己在家如何燒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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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哥答問：上湯龍蝦伊面 

原料：龍蝦、伊面、蔥茸、薑茸、蒜茸、料酒、胡椒粉、（一

小碗）上湯、鹽、糖、味精、濕生粉。 

制法：（1）將龍蝦洗淨斬件備用；（2）燒滾水，下一茶匙鮮

奶，將伊面放到滾水中煮至軟熟（無硬芯），撈起去水放到餐碟上；

（3）開油鑊，將油燒至華氏300度；將龍蝦拍上少許生粉然後放入

油鑊中炸至將熟（如不方便開油鑊，可將此工序免去）；（4）猛火

燒鑊，落油爆香蒜茸、薑茸和蔥茸，倒入龍蝦，贊料酒，落上湯，

放鹽、糖、和胡椒粉，炒勻，蓋上鑊蓋將龍蝦煮熟，放少許味精，

用濕生粉勾芡，落包尾油，炒勻，放到伊面的上面即成。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 友 園 地  
  

命懸上主 36 秒– 怒怒海海驚驚魂魂  （2）
－ 文：阮戍民弟兄。  譯：盧君灝牧師 

 
(續上期)    執筆作此見證時，尚未有任何文章書寫其事，因此很少
人(包括當今航空界飛行員)對這事件有所聽聞。 
 
因此，筆者願意在此回應我主耶穌基督之問：「潔淨了的不是十個人
麼？那九個在那裡呢？」(路加福音17:17)。 
 
那是我每年慣常的行程：1985年2月19日從香港啟德機場，乘坐
006號航班，到洛杉磯與家人團聚過春節。客機從柏油碎石跑道上
順利升空，起落架安靜地收進了架艙，輕輕地砰了一聲，艙門就關
上，恰如把冰箱門關上那樣。客機朝空上升，我則安然養神進睡
鄉。 
 
航班中，一如以往：飲料、餐食、大量雜誌，報紙和中央屏幕上播
放的錄影影片，四個渦輪引擎傳到客艙內的嗡嗡沉聲；一切都顯得
很正常。就是這樣，沒有任何異狀的不停地飛行了9 個小時。 
 
每個窗口的簾子都已拉下，只有幾個窗口例外，都是侍應員和個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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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客讓它們打開的。當我們正享用早午餐的時候，飛機突然像一塊 



石頭，垂直下跌了好幾秒，大概15呎多，感覺就跟過山車經緩緩攀
上高處後，突然急速沿軌下滑，驚心在一刻間跳了出來一樣。餐車
在通道中上衝下撞，侍應員則緊握椅子扶手，四處蹲伏，四個渦輪
引擎傳到客艙內的嗡嗡聲不大聽到；客艙內聽見的只是尖叫聲和呼
喊，這些哭叫聲曾被一位侍應員大叫乘客繫緊安全帶的勸籲打斷
過。 
 
當我聽見「緊上安全帶」時，我馬上扣緊自己的安全帶。一瞬間，到
處都傳來扣上安全帶的卡嗒聲。 
 
儘管如此，我們還是繼續就餐，其間雖然沒有劇烈的顛簸，還是有
零星的衝擊。餐畢，食物盤子被收去，我正喝上第二杯咖啡時，那
致命的下墜就開始了。 
 
飛行順利繼續了一陣子，我注意到機翼右邊的渦輪引擎(即乘客對著
飛行員後面的那邊)發出的嗡嗡聲變弱了，過了幾分鐘，微弱的聲音
變為靜音，而其他三個引擎發出的嗡嗡聲也較前減弱了。再過一陣
子，就沈寂一片，聽不到任何引擎哼出來的聲音。 
 
我問自己，為何引擎熄掉了，我們附近並沒有任何機場，就算夏威
夷在我們下面，我們也沒有預定在那裡著陸；事實上，在我們下面
的是夏威夷和美國西岸之間浩瀚的太平洋。但為什麼把所有引擎被
關掉，留給一片令人毛骨悚然的沈靜?儘管無聲，飛機繼續前進(或
許靠著那四臺已沉默了的渦輪引擎的動量而前進)。不一會，飛機轉
向左邊，機頭微微朝下。 
 
一位女士的聲音劃破了沈默，她說：「親愛的，我們正在朝下衝」。 

在我座位右邊和後方，我聽到她哭泣說，「我們墜下去了，我們必死
了」。 她嗚咽又嗚咽。一位男士結結巴巴的顫抖地回答說：「親愛
的，我們不會」。 在我左前面的另一對夫婦，語帶飲泣，發抖地

說：「我親愛的，再見，我們再相會無期了」。這些說話都是交集在
盤子、餐車的碰撞聲、呼天搶地的哭聲、恐懼的尖叫聲、大難臨頭
前刺耳的呻吟聲中。當時沒有氧氣口罩放下來，跌下來的，只是個
人衣物，提包、公事包和公文包。而經濟艙與商務艙之間的壁板也
開始變歪扭曲。這時，我們傾斜了幾乎60度，以致我可以看到那深
藍色的海洋。   (下期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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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hee  LLiivviinngg  GGoodd  SSaavveedd  UUss  3366  SSeeccoonnddss    
  

  －－  ffrroomm  aa  WWaatteerryy  DDeeaatthh  （2） 
 

  － Daniel Yuen  －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is testament nothing on this subject has been 
written before and so few people (including present airline pilots) 
have heard of this incident. 
 
Therefore, I for one would not wish to be referred by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re there not ten cleansed? But where are the nine?" 
(Luke 17:17). 
 
It was one of my annual trips from Hong Kong to Los Angeles to join 
my family for Chinese New Year reunion and as usual boarded 
Flight 006 on 19th February 1985 at Kai Tak Airport, Hong Kong. 
The take-off from the tarmac was smooth and the landing gears 
retracted quietly into its housing with the bay doors closing with the 
soft thud of a refrigerator door closing. We were still ascending with 
the plane nose pointing upwards when I lost consciousness in a 
relaxing slumber. 
 
As in other past flights, drinks, meals, plenty of magazines, 
newspapers and a center screen playing video films with the 
steady, constant audible humming drone of the 4 turbine engines 
intruding into the passenger cabin, conveying to the passengers 
that everything is normal. 
 



This continued without an incident and after a non-stop uneventful 
flight of 9 hours, it all happened. 
 
Every window blind was drawn shut, except for a few left opened by 
the stewardess and some passengers. We were having brunch and 
suddenly the plane dropped horizontally like a stone for a few 
seconds and probably a good 15 feet drop - the feeling of a 
roller-coaster ride after the slow steep upward climb and a fast sl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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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wn the tracks leaving, as it were, your heart up at the apex of the 
tracks. The serving trolleys were moving up and down the aisles 
responding to the first large "bump". The stewardesses squatted on 
the aisle clutching onto the armrest of passenger's chairs. The 
drone of the four turbine engines was less audible. Shrieks and 
cries of anguish were heard everywhere in the cabin, only to be 
broken by the shout of one of the air stewardesses calling all 
passengers to fasten seat belts. 
 
When I heard "fasten seat belts" I reached for mine and buckled up 
and in that instant I heard many more clicks. 
 
Nonetheless, the trays of food were set before us, in spite of some 
more rough bumps, but of smaller impact, throughout the duration 
of the meal. The trays were collected and I was having my second 
cup of coffee when the near fatal crash began. 
 
The flying continued smoothly for a while then I noticed a softening 
of the audible humming drone of a turbine engine 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wing (i.e. passengers facing the back of the pilot). This situation 
continued for a few minutes and eventually the lessening drone of 
the engine to the right completely stopped humming and the three 
remaining engines were less intense in their humming drone. After 
a while more, I heard complete silence, all drones disappeared. 
 
I thought to myself, why have the engines shut down and we were 
not even near any airport and if anything it would be Hawaii but we 
have no scheduled stop at that place. In fact, we were between 
Hawaii and West Coast of America and beneath the vast Pacific 
Ocean. But why have all the engines stopped, giving an eerie 
silence. In spite of the silence, the plane continued to move forward 
(perhaps moving forward on its momentum - the force derived from 
the now silenced four turbine engines). And not before long, the 

plane veered to the left with nose of the plane slightly pointing 
downwards. 
 
A lady's voice broke the silence "We are heading down dear". To 
the right and rear of my seat, I heard her crying, "We are going 
down. We are going to die" sobs and sobs. A man replied, "No dear, 
we are not" with shivering and stammering voice. Ano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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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ple to my left front said, "Goodbye, my dear, we will not see 
each other" in trembling voice mixed with sobs. These were words 
uttered amidst crashing trays, trolleys, cries of anguish, shrieks of 
fear, shrills and groans of the inevitable end. There were no oxygen 
masks dropping from the compartments above, except for personal 
clothing, handbags, brief cases and attache cases. The partition 
panel (between the economy class and the business class) began 
to warp and twist. By this time, we were listing nearly 60 degrees 
and I could see the dark blue oce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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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我們們的的 查查經經班班””           

（（ 沒沒 有有 閒閒 話話 的的 學學 習習 班班 ））       － 良 仔 

 良仔很喜愛我們的“國語查經班＂。  

 “國語查經班＂開始於數年前，張弟兄、雁萍及  Susan  
Wee  數人自發地查經，雁萍姊妹告訴我她很有得著。因為他

（她）們很認真、又和氣；大家十分團結，不說閒話。  

 後來查經班慢慢成長起來，到現在有基本成員八至十人，

很多成員由很遠地方來的。  

 查經班成員由兩岸三地的弟兄姊妹組成，大家常分享經

驗。我們除了研經外，也討論了很多神學常識，常涉及創世

論、進化論、唯心論、唯物論、福音派、基要派……等。大家

都愛主，Elaine  更重傳福音，常帶新人來。  



 張大哥是我們的知識寶庫，他也常分析問題，說重點。我

們得益良多，我們從不休假。  

 更且，我們的查經班只是談聖經，講道理，不談是非不說

人過。這是良仔最愛的。每一次來查經班，都覺得是享受，來

時快樂，走時更覺充實。加油！我真慶幸成為其中一分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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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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偷   車   賊     －   晨 曦 转载-2 
 

前一陣子,我的朋友送給我一個電子新聞, 提醒我小心一點, 我覺得

這則新聞對大家都有好處, 值得與大家分享(也許你已經看過), 於是

我決定把它翻譯成中文給大家做個參考. 這則新聞翻譯如下: 

 

有一個家庭主婦在一個超市買完東西走到停車場, 把車門打開, 順手

把從超市買來的一個購物袋往乘客座位上一放, 就把車鑰匙插入匙

孔一扭, 把車打著的, 正準備往後倒離停車場的停車位時, 很自然的

回頭往後從車後面的玻璃窗看, 那時侯她發現後窗玻璃上有一張廣

告紙, 擋住她的視線, 於是她就下車往後面走去, 準備把廣告紙拿

走. 她以爲這只需半分鐘的時間. 於是她就沒有把車的引擎關閉就往

車後面走去, 她正要把車後窗上廣告紙拿走的時侯, 不知從那裏冒出

了一個歹徒, 他一個箭步就沖入了她的車子裏, 把車子急速往後倒, 

差點把那女士給撞倒. 那位女士眼睜睜的看著她的愛車被開走了. 雖

然她硑命大叫, 可是一點幫助也沒有. 車上除了有她剛從超市買的東

西外, 還有她的皮包, 皮包內有現金, 駕照, 信用卡, 記事本, 社安

卡, 護照, 朋友的電話地址本以及她個人的重要文件. 雖然她在事後

報了警, 但車子能否找得回來? 多久才能找回來? 找到了, 車子還能

開嗎? 這都是一個問號. 更糟的是, 她根本連歹徒的樣子長的怎么樣

都無法描述, 這就更增加了警察辦案的難度. 

 

各位, 你看到了這則新聞, 該知道如何做了吧? 本人也有過小小的經

驗. 事情是這樣的. 我在蒙市郵局租有一個信箱, 所以差不多每天回

家前都會到郵局看看信箱有沒有信件. 從停車場到郵局信箱部門來

回不到三分鐘,爲了方便, 通常我下車都沒有把車子上鎖, 因爲只有

短短的兩三分鐘. 終於有一次我被選中了. 當我進郵局開完信箱回到

車上的時侯, 我放在車前的數碼答錄機不翼而飛. 各位,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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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住, 不管你離開車子有多短的時間都必須把車門鎖好, 不要因一時

之便而蒙受不必要的損失.     ◎  
************************************************************************** 

新新   的的   33 66 55   天天         －  關  生 

 記得年輕時，一聽到新年將近就感到歡天喜地，懷著興奮
愉快的心情，祈望早日的到臨。但自從入世，尤其是踏入商
業之門後，對過年過節，特別是過新年、不但不感到興奮，
反而被送年禮的習俗弄到頭昏腦漲。主要原因是送禮人和收
禮人都利用送禮來爭取所謂“ 體面” 。送禮人為表示他的富
有、闊綽，送上名貴禮物給某人；而收禮人也因收到貴重禮
物而向他的朋友展示，誇張他的身份和地位。故此，雙方為
著顧全體面而無形中將送禮演變為體面化。因此，送禮不能
隨便亂送，要看什麼人、送什麼禮。若然送上禮品而使收禮
人在他的朋友面前失去面子的話，不但連多謝一聲都沒有，
反而報上仇恨。  

 來美後，過年過節，沒有遇到這種送禮頭痛。我並非不贊
成送禮，或反對這種風氣；然而，認為藉著送禮去爭體面或
去衡量禮品的好壞、珍貴，那是要不得的，且也失去送禮的
真正意義。依照  Webster  字典的定義：某人將一件東西送給
人家，以表示他的友善、熱情和敬意。因此，禮物的珍貴、



大小，視乎收禮人的感應。若某人誠心誠意送我，就是區區
一張賀卡，我會視之為珍貴。反之，如無誠意，就是珍貴也
變為廢紙了！  

 爆竹一聲，百象更新，大地充滿著新氣象，新願望和新的
活力；再加上救主的誕生，我們應以興奮和喜悅的心情來迎
接。新的一年有  365  天擺在前頭等著我們去經過，誰也不知
道未來的光景如何，但相信有主的同在，隨時有主的關懷和
幫助，我們只管緊緊的跟著祂，祂必時刻引導。  

 今年的新願望，個人的是：老當益壯，食得、睡得及行
得；有機會時，就到處走走，見識下各地風光，可能的話，
願主繼續賜我力量，做些榮神益人的事。至於教會的是：加
增新教友，特別是青年及主日學；還有增添義工、為教會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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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仁慈的主，我將新的一年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所願所求的，求
主你成全；深信你所成全的會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 

 在 新 的 一 年 開 始 ， 保 羅 曾 提 醒 我 們 說 ： “ 若 有 人 在 基 督
裡 ， 他 就 是 新 造 的 人 ； 舊 事 已 過 ， 都 變 成 新 的 了 ！ ” （ 林 後  
五：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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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原  汁汁  原原  味味      － 明 仔  

 電台傳來鮑魚宴的廣告，平常宴會用上稍有香味的鮑魚小片已
是上等貨式；用刀叉自己一片片鋸，自是非同小可。我這個人肉垃
圾箱，也曾裝載過，太太也曾笑著抱怨和羨慕我。為了平息內部矛
盾，撥個電話問問價；根據菜單上的菜式，應是物有所值，可是這
一回太太自動棄權。 

 水滸傳裏的好漢，最喜歡大碗酒大盆肉，我也有這寶貴經驗。
七十年代，二十多位師兄弟到大嶼山遠足旅行，平常我們是走到那
裏，吃到那裏；行行重行行，沿路只有風景，沒有食物補給。下午

時已肚空空，嗅覺加倍敏銳，遠處小屋傳來的香味令我們加快腳
步，原來香味來自剛出爐的燒豬。口才了得的師兄弟輕易整隻燒豬
抬出來，腳步快的師兄弟一車仔汽水啤酒同時趕上。在田野裏，二
十多個年青力壯的好師兄弟，顧不了還在熱氣騰騰的燒豬，齊齊手
撕燒豬。一啖香熱燒肉，一啖冰凍汽水啤酒，嘩！不得了。回想過
來，豬頭豬尾，豬手豬腳，食物全部落單，只差沒有吃掉自己的手
指。 

 天時，地利，人和－暖和的天氣，無拘無束的田野，年青人
的味蕾，空肚子的呼喚，不能預知的情況。師兄弟的真性情、友
情 ，剛出爐的燒豬、冰凍的汽水啤酒，還有手撕的狂野。這次的盛
宴，原汁原味，留在記憶中，極品至極；是青春留給我們的珍藏，千
金難求。別人是「好趁青春留倩影」，我卻道「好趁青春吃個好」。
飽魚宴絕 
16 

對是好，有能力赴宴的人、會否也懷念青荵歲月吃燒雞翼呢？    ◎  
**************************************************************************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夏 島 見 聞  （四） ~~   
 

    
  吃完早飯，見時候還早，隨孫兒們參觀這兒的“夏大”（夏威
夷大學、Hilo分校），誰知“摩門釘”（是週日休息、關了門），因而
不得其門而入。在大學對面我看到一間聖公會禮拜堂，原以為是來
這裡做禮拜的（參加主日崇拜）；因為前年在Mammoth Lakes 渡假
時，我們也曾在信義會禮拜堂做禮拜；原來卻是巧遇而已，所以汽
車就過其門而不入啦。他（她）們老早在網路上已經找到今天要參加
崇拜的教會了！  

 回到市區，汽車停泊在海傍的街道上、找尋今天要參加崇拜的
禮拜堂。這裡是舊市區，一邊是商店、另一邊是海傍公園和海洋，
有點像Santa Monica的海傍大道。（這地方本來是小型商業的集中



區，曾經繁盛一時。）可惜近年的“ 生意” 已被Costco、Wal-Mart 
等大型百貨公司、用“ 以大吃小” 的方式，掃個清光；如今在這裡
可以看到的顧客、簡直寥寥可數，到處都冷冷清清、門堪羅雀了。
原以為：既然是禮拜堂、一定很容易找到；可是、我放眼從街頭掃
到街尾，就是看不到禮拜堂的影子。忽然看見孩子們走進一間老舊
兼殘破的商店，店面有兩個大櫥窗，裡面空空如也、什麼都沒有、
原來早已停業。他（她）們以為看錯了地址、急忙跑到店外對照一
下，卻是絲毫無誤。再仔細研究：這裡原本是一間名為Kress的百貨
公司（一家老牌的five cents ten cents store。數十年前、無論大小城
鎮，到處都可以看到或找到。我想：應該是店子老、經營乏術，更
兼市面蕭條，老牌的名店大多因此而成為歷史了；在加州的小鎮
裡，很難再看得到一個Kress的招牌。）相信是店鋪的地方大、租金
便宜，被這群居住在附近的基督徒租用了、成立這所新教會，並且
在網頁上張貼了廣告。我們可說是一群“ 盲頭蒼蠅” （到處誤打瞎
撞、完全是碰到的），沒有弄出意外、一切都是上主的眷顧。 

 進入教會裡面，除了一幅小銀幕和十來廿張摺椅外，中央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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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張酒吧用的高腳椅、其他的、什麼都沒有了；諾大的舖面除了
進門的兩個大櫥窗、裡面竟然“ 空空如也” ；沒用的“ 水吧櫃檯”
（Fountain）、牆壁上的杯架……等東西全都留在那兒、完封不動。
（可能是“ 新開張” 、“ 百廢待舉” ，裝修的事可以慢慢來，有地
方而不用並非良策。）有兩位招待給我們各人一張“ 刊物” ，然後帶
領大家到裡面就坐。因為我們這群不速之客（有廿九人之多）、有如
從天外突然飛來，大出他（她）們意料之外，一切單張、座椅等都不
夠分配，他（她）們頓時顯得有點“ 手足無措” ，其餘的人立刻四散
張羅，如此這般擾攘了一番。 

 時間到了、那位牧師走到前面，他在那張酒吧用的高腳椅上、
半站半坐的，領導各人崇拜。唱聖詩時、用預先錄好了的音樂帶播
放出來，會眾看著屏幕上播映出的字幕，跟著音調唱個不停。唱了
好一段時間後，接著是牧師的禱告和講道。【我們都知道：福音派教
會的崇拜、是沒什麼儀式的，講道的時間可比我們長得多，可是他
們的教友習慣了、不覺得長。反之，他們的教友到老牌教會參加崇
拜、對崇拜的禮儀會不習慣、覺得繁瑣；聽講道時也會覺得不夠
“ 喉” （“ 填不滿欲望” ），興緻不大。】好在這位牧師的講道時間

不很長，連孫兒們都可以從頭到尾一動也不動，我看見了、內心真
的佩服得緊。 

 由教會出來，面對著一條長長的綠帶和一片茫茫大海，綠帶夾
在兩條街道之中，被市政府用作公園，。我們在這條街道上漫無目
的地踱步，祗不過踱了兩個街口，就是農夫市場（Farmers Market）
（大概有兩、三間店面大小）。裡面賣的絕大部份都是農產品，祗有
幾個幾個是“ 雜架攤檔” ，全無看頭，我們只有稍作“ 巡禮” 後便
離開。在回返 Kona 的途程中，孩子們仍不忘“ 光顧” 經過的海
灘。我們在這裡、每天必到的地方就是“ 海灘” ！我曾經掉下“ 腳
毛” 的海灘，多得連自己也記不清（因為它們用“ 土著” 的音調來命
名，要記是很困難的）。    （未完、待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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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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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a grateful year swiftly passed, it is now the 2nd year of my ministry at St Gabriel. 
I’ve got 2 queries: firstly, is it justify to have a little doze when praising God? Secondly, 
is it justify to raise our expenditure despite a deficit budget? 
 
I wonder if you have ever thought of these questions, but I am happy to share my 
view. Firstly, it sounds disrespect and therefore unacceptable to doze off while 
praising God. However, there could be a time when we try our best to praise God, 
even to a point of draining out, yet we still insist on praising God, resulting on dozing 
off. Under such situation, I think it is acceptable to doze off even when we are praising 
God.  
 
As one can see, the Christmas Mid-night mass this year, which is the first mid-night 
service since the founding of St Gabriel’s, was celebrated just 90 minutes after our 
Candle Light Carol Service. And before the carol service we had a Christmas Potluck 
dinner. In other words, our mid-night Mass was the third activity in the Christmas Eve. 
Hence, the members of our choir looked quite drained, and a little doze during the 
service seems inevitable and acceptable. The weary choir should even be 
appreciated, for they insist on praising God even with an exhausted body. 
 



We have to give thanks to God this year for the pledges of the congregation. We’ve 
got a little growth of 5%–even under the gloomy economic prospects of 2008. 
Nevertheless, our budget is still in short of $30,000. We’ve tried our best, but we can’t 
still make the ends meet. We should right now generate more income and cut down 
our expenses. Yet, we have come to a point that there is no more source of income to 
be identified, nor is there any expense we can cut. 
 
However, I still have to share with you an opinion which is quite “politically incorrect”. 
We now need to hire a part-time youth worker to take care the youth and children 
ministry of St Gabriel’s. This suggestion sounds like a financial disaster to our deficit 
budget, but we all know very well that if we don’t capitalize the ministry of our next 
generation now, there’ll be no future for St Gabriel’s. This suggestion was brought 
forward to our Vestry meeting, and we all agreed that we need to look for a part-time 
youth worker now, despite our current deficit budget. Don’t get it wrong that we have 
secured a fund for the job; no, we haven’t! What we affirmed is that our first priority is 
the future interests of St Gabriel’s, not balancing our current deficit budget. I tha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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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for the faith that is embedded in this decision. It is now a time for us to learn more 
about sacrifice, obedience and resting on God.  
 
Therefore, it is not a big deal to have a little doze when praising God; it is also an act 
of faith daring to raise our expenditure despite a deficit budget. These deeds as well 
tell us that St Gabriel’s is a congregation which is rooted in fulfilling the duty of 
glorifying God and in advancing His Kingdom. Let us entrust St Gabriel’s in God’s 
mighty hands and remember in your prayers the work of our praise and mission. 
 
May God bless you richly in this New Year.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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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享   篇            －  由莫遲疑提供 
 

2008 年一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Bill Wiese speaking 

 
What He Saw, Heard, and Felt in That Place of Torment? 
 
1. 我很榮幸來到這裡。 因為時間有限，我要縮短我的見證。 

首先，我要來澄清一個疑問。  
有人問，這會不會是我自己在胡思亂想，或是在做惡夢， 

 
當我從地獄回來，我就看見我的身體，躺在地上，因此我確定，我
是真的離開了身體。     (下期再續) 
 
我真的在異象中被恐嚇，事後過了一年，我才恢復，平靜下來。  
這驚嚇改變了我對人生的看法，我深深的感謝 神，因為祂把我從地 
獄裡救了出來。事後，我開始查考聖經，要看是否有人去過地獄。 

我找到 約拿書2: 2「他從陰間的深處呼求。」2: 6「地的門將我永遠
關住。 神阿！你卻將我的性命從坑中救出來。」      (下期再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