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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後後  話話  

 一月才開始、教友的年度大會剛過，聖加百利佳音已
經有一個“ 大好的消息” 要向大家宣佈了：「教會選出了
梁金培弟兄接任堂長及“ 佳音月刊” 的總編輯」。 

 要知道：總編輯者、“ 筆帖式” 是也！（除印製、釘裝
外，所有“ 執字粒” 、排版、校對……通通“ 一腳
踢” 。）好在金培兄年青力壯，文武雙全、品學兼優。文
學的修為、根基深厚。他從事教育工作多年，最近才由香
港的工作崗位退下來、回返洛城定居（他也是編者使用中
文電腦的啟蒙老師）。今後、佳音在他的主持下，必能蒸
蒸日上、更上層樓，這都是我們能夠肯定的。 

 在這裡、編者除了感謝上帝外，也要感謝教會裡每一
個人和讀者；竟然讓一個“ 草包” （空心老倌）在這片園
地裡、胡裡胡塗地“ 混” 了差不多十年（實際來說應該是
九年零兩個月）。這樣說來，難道不是一個令人難以置信
的奇跡麼？ 

 希望在往後無數的日子裡，大家能夠大力協助金培弟
兄，好像一向以來對小弟的幫助一樣；讓佳音可以多結善
果，榮耀天父。 

 最後，我在這裡再一次向所有支持和愛護本刊的兄
弟姊妹和讀者朋友們致予萬二分的感謝，愿上帝在往後
的日子裡，繼續看顧、祝福。   ◎  

聖聖加加百百利利佳佳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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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 師 的 心 聲            

  

  

各各位位 主主 內內 弟弟 兄兄 姊姊 妹妹 ,,  

 
冬去春來又一年，轉眼間又是大齋期的開始。“大齋＂的字源來

自春天，就是日漸長、夜漸短的季節。所以，大齋期也是一個邀

請我們，更進一步拓展和加深與上帝的接觸的季節。 
 

大齋期叫我們克己修身，敬拜更新，可說是一個靈性上的保健運

動。這些鍛鍊都是有益於自己的靈命，亦是討上帝喜悅的行為；

想上帝必然悅納。可是，先知以賽亞書告訴我們：“你們的月朔和

節期，我心裡恨惡，我都以為麻煩；我擔當，便不耐煩。你們舉

手禱告，我必遮眼不看；就是你們多多地祈禱，我也不聽…”(以賽

亞書1:14-15) 。因此，我們在大齋期中獻上的敬虔，上帝未必一定

悅納。 
 

上帝當時厭惡猶太人的節期及禱告，因為他們在殿中向上帝獻

祭，面對世務時，卻自行其事背離上帝；面對窮人時，仍不斷欺

壓；面對孤兒寡婦時，又麻木不仁。換言之，因為他們把信仰歸

信仰，處世歸處世，所以上帝不悅納他們獻守的節期。 
 

大齋期間，禁食、讀經、祈禱是我們的義務；但最重要的，就是

要名實相乎、信行合一。“你們要洗濯、自潔，從我眼前除掉你們



的惡行，要止住作惡，學習行善，尋求公平，解救受欺壓的；給

孤兒伸冤，為寡婦辨屈。”(以賽亞書1:16-17)。 
 

今年的大齋期，在我們還未決定如何鍛鍊自己的靈力前，或禁吃

巧克力，或禁喝咖啡。讓我們都來先檢視自己，去年的大齋期前

和大齋期後在什麼地方長進了？這麼多年來的大齋期加起來，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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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屬靈上的成果？或簡單一問，自己是否一條暢通上帝與鄰舍

的管子，讓主的愛在其中運行，更流暢無阻？如果答案是肯定

的，那麼你大齋期的操練是上帝所喜悅的。如果答案不是肯定

的，那麼你當更加在今年大齋期中努力，尋求上帝的喜悅。 
 

謹祝各位新春快樂，年年進步！ 
 

 
你的牧師 

 

盧君灝                
 

       元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契聚會…專題解說聖經的由來：    

同心團契於一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時三十分假副堂舉行 Potluck 聚
會。黃永良先生和張才忠先生共同籌備，美食佳餚紛陳，或是出席
會眾自行悉心泡製，又或購自洛城庖廚名店，美不勝收。總而言
之，豈只眾人口腹飽足，老饕也稱心滿意。  

    飯後，韋啟鑾先生為會眾專題講解聖經的由來。聖經包括了新約
和舊約，是基督教會建立的基礎，是我們基督徒信仰的根據。它的
由來和發展，一直到編輯成書，值得我們好好去探究。韋先生準備

充足，資料豐富；他的講解深入淺出，娓娓道來，會眾的靈命成長
因而得到切實的幫助。 

    韋先生也講及中文聖經的編譯經過；他適時營造互動學習氣氛，
帶領會眾共同參與討論。 

    同心團契並非一般的聯誼會或大食會。聚會當中除了聚餐之外，
還包括有生活知識的探討，靈性生命的栽培，詩歌頌讚，晚禱等
等。 

    希望本堂的教友悉力支持，並且帶同親朋好友出席同心團契的活
動。 

耆英會：  元月份的耆英會於一月十六日（星期三）在圖書館
舉行分享。今次午餐一改往常慣例，大家跑到亞市
的梅龍鎮、吃上海風味的 “ 小籠包” 等食物；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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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人人吃得開心、歡歡喜喜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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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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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美鐘牧師講道：  一月廿七日，劉美鐘牧師（我們的盧師母）首
次在聖加百利堂的主日崇拜中証道，受到全體教友的
熱烈歡迎。希望以後有機會多聆教益，讓我們在靈程
上、能獲長進，謹此感謝！ 



一月壽星： 

 
Ginger 

      & 

Daisy 

興高采烈 

地 切 蛋

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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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五屆（2008）牧區年議會及第一次牧區議會 

    選舉結果如下：     

當選牧區議會議員 Vestry Members:   

 李陳景球 關甘澍  梁金培    殷雁萍 

牧區堂長 Senior Warden: (委任)  梁金培 

副堂長 Junior Warden:    陳漢明 

議會文書 Clerk:     梁力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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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顧問 Financial Consultant:   歐維中 

司庫 Treasurer:    霍惠枝 

生命樹(常設)委員會 Tree of Life Board:  
     關甘澍 (APM 2010) 王永良(2008) 梁力斌 (2009) 張巳枝 (APM 2009) 

活水泉(常設)委員會 The Living Water Fountain Board:  

 李陳景球    韋啟鑾    陳漢明    張茂棋 

財務審核委員會 Audit Committee:   
 陳何麗華 朱家佑 張巳枝 

教區年議會本堂代表 Parish Representatives for Diocesan 
Convention: 

 梁金培 陳漢明 候補：    韋啟鑾    張茂棋 

亞裔事工會EAMLA:                          關競強 

第五分區本堂代表 Parish Representatives for Deanery 5 張茂棋 

公關本堂代表  Public Relations:  韋啟鑾 

公義與和平關懷代表 Justice & Peace Concerns: 尹振愉 

常務委員會成員 Executive Committee:  

 梁金培    陳漢明 霍惠枝    殷雁萍   梁力斌 

教友暨節慶委員會主席 Members & Event Committee:        文許壁如 

家庭服務組組長 Home Ministry Group: 梁鄭國貞 

主日學負責人 Sunday School in-charge: 張茂棋 

青年團契負責人 Youth Group in-charge 韋建樂 

耆英會會長Senior Fellowship President                         徐潘婉廉 

婦女會會長 ECW President:   麥鄺淑新 

同心團契主席  Harmony in-charge:  韋林少蘭 

詩班班長 Choir Leader:    (待內部推選) 

國語團契主席 Mandarin Fellowship in-charge:       (待內部推選)

圖書館館長 Librarian:   王永良 

語言學校校長 Head of Language School: 劉思義 

佳音月刊主編 Tidings Editor:   梁金培 

JS 廚房 JS Kitchen 組長:              張巳枝 

牧區議員就職禮將於大齋第一主日(二月十日)聯合崇拜時舉行。
本堂特別感謝上屆議員們任內之辛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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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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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在將要來臨的日子裡、教我們做一個更能
合主使用的器皿。又求主增強我們的信念，讓我們今年能做一個更
像基督的信徒、所做的一切、皆能蒙主喜悅。 

 

   二月與三月之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契：  元月份同心團契之例會、定於二月十六日（星期六）下

午六時半，在 So. Pasadena 市、關競強與鄭桂好伉儷

府上舉行。敬請各兄弟姊妹熱烈參加，分享喜悅。關

府地址如下：2061 Fremont Avenue, So. Pasadena, 
CA 90030, 電話：323 – 257 - 7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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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0 （屆時

將 有 抽 獎 和 講 笑

話 比 賽 … 等 節

目）。希望各兄弟

姊妹能偕同親友踴躍參加，共享團契喜樂，感謝上

帝！ 

耆英會 ：  二月份的耆英會定於二月廿一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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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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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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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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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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恢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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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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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碩哥信箱      ＊ 漫話龍口粉絲 ＊

 

新年之際，我謹借“ 信箱” ，祝主內兄弟姐妹們身體健
康，家庭幸福，萬事勝意，新年快樂。主與我們同在。 

＊＊＊＊＊＊＊＊＊＊＊＊＊＊＊＊＊＊＊＊＊＊＊＊＊＊＊＊＊＊＊ 
 

龍口粉絲，是中國食品的眾多粉絲品種中的狡狡者，享譽國
際。其主要產地在山東省招遠縣，已有300多年的生產歷史，現
在，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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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煙臺市屬各縣市有 近300個村生產粉絲。歷史上因以商埠龍口鎮
為主要集散地，因而得名“ 龍口粉絲” 。 

龍口粉絲是以綠豆為主要原料，經過浸泡、磨漿、提粉、打
糊、拉鍋、理粉、晾粉、泡粉、掛曬等多道工序加工而成。其絲細
長柔韌，其色如玉、略帶淡水綠色、半透明，有波紋，用水浸泡，
不變色，不發脹，做成菜肴，潤滑爽口。現在，其產品主要分兩大
類：一類是純綠豆粉絲；另一類是以綠豆為主，摻入其他澱粉（或婉
豆、或馬鈴薯等）的混合粉絲。 

在各地，用龍口粉絲做出的菜肴多種多樣，深受人們的喜愛，
更有取其“ 絲長、柔韌、如玉、通透” 的特徵，做出不少的喻意吉
祥菜，如“ 白髮齊眉” 、“ 五彩銀絲” 等等，團年宴，一道炒粉
絲，喻意“ 長” ，婚宴，一道炒粉絲，喻意“ 白頭偕老” ，很有趣
意。 

我曾幾次在聖加伯利堂的餐會上用龍口粉絲做過一道家鄉菜
“ 蝦米炒粉絲” ，頗受大家的喜愛，時有教友問及此菜如何烹製，
今天且作一個介紹： 

蝦米炒粉絲 
用料：龍口粉絲（以純綠豆粉絲為最好）8 安士、小蝦米1 安

士、臘腸兩隻（或瘦豬肉、或雞胸肉）、青蔥5棵、紅蘿蔔半支、薑
絲少許、雞湯（或上湯、或豬肉湯）一湯碗、食油、胡椒粉、料酒、
鹽、糖、味精、雞粉、草菰老抽、生抽。（此份量可供10 位酒席使
用） 

制法：（1）將粉絲用水浸片刻，撈起瀝乾水；小蝦米用水浸發
至軟身，撈起瀝幹水；將臘腸和紅蘿蔔切絲；青蔥取青苗切成寸
段；（2）燒紅鑊，落食油，將小蝦米放入爆香，放薑絲、臘腸絲、
紅蘿蔔絲，贊料酒，放少許胡椒粉、鹽、生抽，炒勻，將雞湯倒

入，燒至湯滾，將粉絲放入，煮至湯水快乾時，落少許食油，放入
味精、雞粉和少許草菰老抽炒勻，炒至鑊中無水時，要及時看看粉
絲是否軟熟無硬骨，如未熟，就要加少許雞湯（或水）繼續炒，如此
反復，直至粉絲熟透，加入蔥段，炒勻上碟即成。 

注意：（1）這道菜要炒得肥一點，所以用油較多一點，但不宜
一次放落鑊中，要分幾次落，你認為夠肥即止，如果油太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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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油口難食。（2）用草菰老抽，是要把粉絲炒成金黃色，不要一 

次放得太多，先放少許，你認為未夠顏色時，又放一點，直到你滿
意就好。 

＊＊＊＊＊＊＊＊＊＊＊＊＊＊＊＊＊＊＊＊＊＊＊＊＊＊＊＊＊＊＊ 
 

 

FFeebbrruuaarryy  BBii rr tthhddaayy   二二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張詠天 ( 1日) 張達新（3日） 吳維基（ 7日） 

 馬楊美德 ( 11日) 張巳枝（12日） 陳植沛楊（16日） 

 徐潘婉廉（22日） 關競強（24日） 朱吳卓妍（25日） 

  王從邦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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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懸上主 36 秒–怒怒海海驚驚魂魂  （3） 

 － 文：阮戍民弟兄。  譯：盧君灝牧師 

 

(續上期)    當我調較我的座位位置時（猜想是扭折的壓力把我的座椅
推移了），我感受到那致命的盤旋正在開始。那種無助感叫我馬上向
上帝祈禱。我自言自語道：雖然機長是這架飛機上的最高指揮，可
惜他知得最少去救我們全體乘客脫險。我懇切地向主呼喊說："主
啊，求主憐憫我們所有人"。"主啊，求主憐憫我們所有人"，我將自
己完全投靠在上帝懷中。我不能不繼續祈禱，而且更熱切地禱告："
主啊，請赦免我，赦免我的罪，潔淨我，主啊，若是因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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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罪而闖下今天的大禍，主啊，赦免我﹗ 若是因這些人，這同機的
人的罪而闖下今天的大禍，主啊，將這罪算在我身上，俯瞰垂憐我
們每個人。"  
 
"請求主賜機長、駕駛員、機械師智慧，因為這飛機在他們手上，沒
有其他人可以指揮這飛機，正如船長是自己船上的最高舵手一樣，
我們依賴他們，但主是唯一可以拯救我們的。請你賜訣竅給他們。
護佑全部引擎，使它們的再次運行。" (誰將智慧放在懷中？誰將聰
明賜於心內？(約伯記38:36) 
 
這時候，我們在150秒內已經下降了6英里，我要牢牢地抓住我的座
位椅臂，把我的鞋子深深地戳進鋪了地上的地毯，才不致拋離座
位，隨著747無助地打轉掉下去，忽然眼前一閃，看見那海洋正高
速地向我們衝過來！ 
 

我呼喊那活在我們中間的耶穌說："耶穌，上帝的羔羊，求你憐憫我
們；耶穌，背負我們罪孽者，求你憐憫我們；耶穌，世界的救贖
者，求你賜我們平安。親愛的耶穌，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 
 
喊完這話，我已心中有數，我的生命快要走完了，我將我的靈魂交
托在主的手裏。    ◎       (下期待續) 
 

  

TThhee  LLiivviinngg  GGoodd  SSaavveedd  UUss  3366  SSeeccoonnddss    
  

  －－  ffrroomm  aa  WWaatteerryy  DDeeaatthh  （3） 
 

  － Daniel Yuen  － 
 

 
As I was adjusting my seating position, (guess I was moved of my seat by the 
pressure of the twists) the fatal spiral began. Sensing this helplessness, I immediately 
sent arrow prayer to the Lord - the Captain is the master of this plane and he is the 
one to determine what is to be done and he is the leaser who knows the best for all of 
us, so I soliloquy. I prayed earnestly and I cried "Lord, Lord have mercy on all of us". 
"Lord, Lord have mercy on all of us" and abandoning myself to Him. 
 
"Please give your wisdom to the captain, to the pilot, to the engineer, for they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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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charge on this plane and there is no one else, just as a ship's captain has the 
final authority on his ship. We are dependent on them and you are the only One 
who can save us and grant us refuge. Please give them your know-how. Bless the 
engines and make them work again" (Who hath put wisdom in the inward parts? Or 
who hath given understanding to the heart (Job 38.36). 
 
I continued to pray the more intensely "Lord, forgive me of my sin, cleanse me and 
should my sin cause this mayday, please, Lord, forgive me. And should the sins of 
these people, my fellow travelers cause this, please lay these on me and look 
compassionately on all of us". 
 
By this time, we have fallen 6 miles in 150 seconds and I have to grip the arms of 
my seat tightly and digging my shoes into the carpeted floor to keep myself in the 
seat and I caught sight of the ocean coming directly fast at us, as the 747 twisting 
itself helplessly downwards. 



 
I cried to the living Jesus, Jesus, Lamb of God, Have mercy on us Jesus, Bearer of 
our sins, Have mercy on us. Jesus, Redeemer of the world, give us your peace. 
Into your hands, dear Jesus, I commend my spirit. 
 
With this statement I committed my spirit into His hand preparing my life for the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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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有有 了了 得得 著著 ””         － 良 仔 

 近期，國語查經班有了新進展。目前，我們共有十五、六

位團友，常來的也有八至十人。很多時，良仔遲來些許，便找

不到座位，真感謝主的賜福。  

 由於大家都很熱心、很投契，我們想要多些敘會，便決定

每月一次團契，地點在本堂的副堂。張大哥列出一系列和聖經

有關的課題，由一位弟兄姊妹主講一專題，張大歌派發每人一

本參考材料。題目包括：“聖經來源＂、“創造論與進化

論＂、“基督教會史＂、“三位一體＂、“人之本性＂、“永

生＂、“異端論＂和“基督教中西文化＂。  

 張大哥每次查經時，都預備了問題分析，派發資料，也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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了筆記、專論。他每次都很認真，可見花費了不少時間。由於

團友來自兩岸三地，有文學、科技人才，我很多時有了得著，

也有了啟發。  

 有了張大哥的榜樣，大家對查經很投入，很多團友都有豐

富人生經驗。良仔按著張大哥的題目，嘗試在  Internet 上尋找

資料，把它們收集編成“基督教資料冊＂。主要內容收集基督

教來源、早期教會、中古教庭及宗教改革家如馬丁路德、加爾

文、衛斯理的說法及不同基督教宗派分別。  

 由於宗教材料浩如大海，摸不著邊際，便購備了一些參考

書，如：“Church History in Charts＂、“History of 
Christianity＂、“Complete Guide to Denominations＂、

“Darwin’s Demise＂、“Religion A-Z＂、“Bible Atlas＂、

“理智設計論＂、“路德文集＂、“聖經導讀＂、“聖經鑒

賞＂、“聖經事典＂、“基督教的禮儀和節日＂、“宗教的歷

史＂等，希望能有幫助。  

 其中有些資料，是圖表式的，較易了解及可作比較：“天

主教、基督教異同表＂，“不同基督宗派異同表＂，“早期教

會儀式＂，“年表Timeline＂及“The Hall of Church 
History＂（圖表）。  

 良仔自己覺得有了得著，但卻是“自得其樂＂，因為我很

有求知慾，問題是“智慧＂不夠，唯有以勤補拙。       ◎ 
********************************************************************** 

 

  ““   基基 督督 何何 時時 在在 我我 們們 內內 心心 ””   
  －    李陳景球 

 二○ ○ 八年一月三日上 Morningside 導師的查經班堂，讀約翰
一書後，我問導師怎樣才知基督何時在我們心內？經過導師解說
後，在一月四日讀張家坤的證主“ 活水” 後，更加添開解此問題。
現抄錄在下面與主內弟兄姊妹分享： 

 人在世界中有痛苦失意的事，是證明進入主的不夠。真正與主
起了密切聯合的人，世上的患難不能影晌他心中的喜樂；世上的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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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也不能影晌他心中的安靜。但我們的心常是隨著環境而改變。環
境好、就快樂我，環境惡劣、就悲哀。我們若不從這樣纏繞我們的
事中脫退出來，如何能奔向那遠大的前程呢？我門背負憂愁的擔
子，又背負著快樂的擔子，無怪信了主多年，在基督裏仍沒有長
進。 

 保羅不受任何環境的包圍他，惡劣及快樂的環境不能包圍他，
沒有一樣能影晌他裏面向著主的那種純一安靜的心。我們必須進到
這樣地步，才能在基督裏迅速地長進。其實在基督裏進到這種地步
也並非難事；世人要在這世界中管理自己的心而不隨環境轉移是很



難的。我們因有復活的基督，有保惠師聖靈，有基督的生命；什麼
時候我們定睛在主身上，我們可以脫離一切引誘、壓迫、痛苦、污
穢、一切快樂、虛榮，主也巴不得一切屬祂的人都進到聖潔、榮
耀、尊貴的地位。在愛中與祂合而為一。 

 加註（一月六日）：基督若住在我們心中，基督就很自然地披戴
在我們的外面。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我們就很自然地活出基督
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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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切 都 是 最 好 的 安 排    －－ 晨 曦 转载-3 

 

從前有一個國家，地不大，人不多，但是人民過著悠閒快樂的生
活，因為他們有一位不喜歡做事的國王和一位不喜歡做官的宰相。
國王沒有什麼不良嗜好，除了打獵以外，最喜歡與宰相微服私訪民
隱。宰相除了處理國務以外，就是陪著國王下鄉巡視，如果是他一
個人的話，他最喜歡研究宇宙人生的真理，他最常掛在嘴邊的一句
話就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有一次，國王興高采烈的到大草原打獵，隨從帶著數十條獵犬，聲
勢浩蕩。國王的身體保養得非常好，筋骨結實，而且肌膚泛光，看
起來就有一國之君的氣派。隨從看見國王騎在馬上，威風凜凜地追
逐一頭花豹，都不禁讚歎國王勇武過人！ 
花豹奮力逃命，國王緊追不捨，一直追到花豹的速度減慢時，國王
才從容不迫彎弓搭箭，瞄準花豹，嗖的一聲，利箭像閃電似的，一
眨眼就飛過草原，不偏不倚鑽入花豹的頸子，花豹慘嘶一聲，仆倒
在地。國王很開心，他眼看花豹躺在地上許久都毫無動靜，一時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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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戒心，居然在隨從尚未趕上時，就下馬檢視花豹。誰想到，花豹
就是在等待這一瞬間，使出最後的力氣，突然跳起來向國王撲過

來。國王一愣，看見花豹張開血盆大口咬來，他下意識地閃了一
下，心想：「完了！」 
還好，隨從及時趕上，立刻發箭射入花豹的咽喉，國王覺得小指一
涼，花豹就悶不吭聲跌在地上，這次真的死了。隨從忐忑不安走上
來詢問國王是否無恙，國王看看手，小指頭被花豹咬掉小半截，血
流不止，隨行的御醫立刻上前包紮。雖然傷勢不算嚴重，但國王的
興致破壞光了，本來國王還想找人來責罵一番，可是想想這次只怪
自己冒失，還能怪誰？所以悶不吭聲，大夥兒就黯然回宮去了。回
宮以後，國王越想越不痛快，就找了宰相來飲酒解愁。宰相知道了
這事後，一邊舉酒敬國王，一邊微笑說：「大王啊！少了一小塊肉總
比少了一條命來得好吧！想開一點，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國王一
聽，悶了半天的不快終於找到宣洩的機會。他凝視宰相說：「嘿！你
真是大膽！你真的認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嗎？」宰相發覺國王十分
憤怒，卻也毫不在意說：「大王，真的，如果我們能夠超越『我執』，
確確實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國王說：「如果寡人把你關進監
獄，這也是最好的安排？」宰相微笑說：「如果是這樣，我也深信這
是最好的安排。」 
國王說：「如果寡人吩咐侍衛把你拖出去砍了，這也是最好的安
排？」宰相依然微笑，彷彿國王在說一件與他毫不相干的事。「如果
是這樣，我也深信這是最好的安排。」 
國王勃然大怒，大手用力一拍，兩名侍衛立刻近前，他們聽見國王
說：「你們馬上把宰相抓出去斬了！」侍衛愣住，一時不知如何反
應。國王說：「還不快點，等什麼？」 
侍衛如夢初醒，上前架起宰相，就往門外走去。國王忽然有點後
悔，他大叫一聲說：「慢著，先抓去關起來！宰相回頭對他一笑，
說：「這也是最好的安排！」國王大手一揮，兩名侍衛就架著宰相走
出去了。過了一個月，國王養好傷，打算像以前一樣找宰相一塊兒



微服私巡，可是想到是自己親口把他關入監獄?，一時也放不下身段
釋放宰相，嘆了口氣，就自己獨自出遊了。 
走著走著，來到一處偏遠的山林，忽然從山上衝下一隊臉上塗著紅
黃油彩的蠻人，三兩下就把他五花大綁，帶回高山上。國王這時才
想到今天正是滿月，這一帶有一支原始部落，每逢月圓之日就會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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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尋找祭祀滿月女神的犧牲品。他哀歎一聲，這下子真的是沒救
了。其實心裡很想跟蠻人說：我乃這裡的國王，放了我，我就賞賜
你們金山銀海！可是嘴巴被破布塞住，連話都說不出口。 
當他看見自己被帶到一口比人還高的大鍋爐，柴火正熊熊燃燒，更
是臉色慘白。大祭司現身，當眾脫光國王的衣服，露出他細皮嫩肉
的龍體，大祭司嘖嘖稱奇，想不到現在還能找到這麼完美無暇的祭
品！原來，今天要祭祀的滿月女神，正是「完美」的象徵，所以，祭
祀的牲品醜一點、黑一點、矮一點都沒有關係，就是不能殘缺。就
在這時，大祭司終於發現國王的左手小指頭少了小半截，他忍不住
咬牙切齒咒罵了半天，忍痛下令說：「把這個廢物趕走，另外再找一
個！」 
脫困的國王大喜若狂，飛奔回宮，立刻叫人釋放宰相，在御花園設
宴，為自己保住一命、也為宰相重獲自由而慶祝。國王一邊向宰相
敬酒說：「愛卿啊！你說的真是一點也不錯，果然，一切都是最好的
安排！如果不是被花豹咬一口，今天連命都沒了。」宰相回敬國王，
微笑說：「賀喜大王對人生的體驗又更上一層樓了。」過了一會兒，
國王忽然問宰相說：「寡人救回一命，固然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
排』，可是你無緣無故在監獄蹲了一個月，這又怎麼說呢？」宰相慢
條斯理喝下一口酒，才說：「大王！您將我關在監獄，確實也是最好
的安排啊！」他饒富深意看了國王一眼，舉杯說：「您想想看，如果
我不是在監獄，那麼陪伴您微服私巡的人，不是我還會有誰呢？等

到蠻人發現國王不適合拿來祭祀滿月女神時，誰會被丟進大鍋爐中
烹煮呢？ 不是我還有誰呢？所以，我要為大王將我關進監獄而向您
敬酒，您也救了我一命啊！」國王忍不住哈哈大笑，朗聲說：「乾杯
吧！果然沒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在人的一生中所遭遇的困
境，在當下或許是如此難以接受，但在過後突然某一時刻中會覺
得…這是最好的安排.  
不完美，正是一種完美！我們老了、都鏽了，都千瘡百孔了.總隔一
陣子就去看醫生來修補我們殘破的身軀,我們又何必要求至自己擁有
的人、事、物都完美無暇、沒有缺點呢？看得慣殘破也是歷練是豁
達是成熟,是一種人生的境界！     ◎  

 
月刊歡迎投稿，請將稿件交給梁金培弟兄； 
介 紹 自 己 教 會 給 別 人   - - - -   將 月 刊 送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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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是   時時   候候   了了           －  關  生 

 “ 在我們未能達到收支平衡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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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著聖加百利堂的將來，這是刻不容緩
的，比收支平衡的需要來得還要急……” （牧師的心聲第一百○ 六
期） 

 當我讀完這一段盧牧師的心聲時，我內心頓然感到無比的興奮
和盼望，同時敬佩牧師的遠見。他洞察目前教會的最大問題、是主
日學的情況未能達到預期的進展。在教會收支未能達到平衡之際，
他毅然鼓起勇氣向議會建議、儘快聘請一位幹事專責青少年兒童兒
童發展工作，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主張，也是本堂轉機的開端。 



 過去、記得我們也曾討論過加強主日學的工作，可惜只是紙上
談兵，未曾採取行動。這次幸得牧師鄭重提出，盼望議會儘快採取
行動，以免夜長夢多、再次付之東流，望議員們三思。 

 近年來，我藉著協助基甸會批發聖經的機會，我曾訪問過其中
兩間辦得極為成功的華人教會。發現他們之所以成功，主要是著重
於主日學和青年事功活動。首先，他們開辦幼年主日學，繼而增開
青年及成人班；後來更進一步，組織兒童合唱團、向社區巡迴演
唱，受到社區人仕的好評與歡迎。在短短的十六、七年間，由二百
多位教友、到目前為止增長到一千多人。除了致力於兒童和青少年
事工活動外，他們還有一班樂意奉獻他們的時間、精力和金錢，在
背後默默耕耘的男女同工。 

 過去、我們教會有個錯誤的觀念，以為有了一筆優厚基金，就
可安枕無憂，不愁沒有“ 新人” 了。殊不知二十年來、教會仍處於
半生半死的狀態。問題不是出於“ 錢” 而是缺少“ 人” 的問題。若
不早日對症下藥，教會的前途正如盧牧師所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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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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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言慫聽，言過甚其實，乃是千真萬確。為了教會的未來，我們要
澈底改正以前的錯誤，從頭再起、是時候了！ 

 要拯救一間會比創立一間、更不容易。除非我們全體教友同心
竭力、百折不繞，不管前面多麼困苦，鐵定心志，向著標桿直跑，
不達目的誓不還。主曾教導我門說：“ 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有
信心像一粒芥菜種，就是對這座山說，你從這裡挪到那邊，它也必
挪去，並且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太17:20） 

 仁慈大能的天父上帝！主耶穌基督！求主加添信心，讓我們的
信心能像芥菜籽一樣，紮根深、彰顯您的榮耀。又求主叫我們凡事
信靠您的主意，有您的幫助、我們應大大的放膽去做您所托付的工
作。您曾說過：“ 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有主的同行，我們還怕什
麼呢？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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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夏 島 見 聞  （五） ~~   
 

    
 回程時、當汽車駛近 Kona，車外完全看不到綠色的樹林、人
獸或村鎮，只見一片黑黑的、遍佈著火山熔岩的曠野，那個情景有
點不真實。這個時候，我的思緒不由自主地作了個“ 漫無目的” 神
遊（好像章回小說描述的“ 元神出竅” 或“ 魂遊太虛” 一樣）。儘想
著今日參加崇拜那一間“ 簡陋” 的教會……。想著、想著，想到：
何以他們如此少的一撮人，單憑一股熱誠，竟能爆發出這麼大的一
股勇氣；可以在如此環境裡“ 設立” 一間“ 新教會” ，傳揚基督的
救世宏恩。他（她）們的信心是何等偉大和堅強。反觀我們在蒙特利
公園市擁有一間這麼“ 全備的教會” 、二十多年來卻仍然未能“ 物
盡其用” ，創出一番更能“ 榮神益人” 的事功。想著、想著，自己
心底裡很難沒有一些兒“ 羞愧” 的感覺！  

 因為夏威夷的天氣得天獨厚，四季如春、如夏，陽光充足、
雨水豐沛，所以物產丰盛。又因這兒的島嶼全是火山爆發所形成
的，“ 火山灰” 自然滿佈在這片土地上，大島上出產的“ 火山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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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cadamia Nuts 也稱“ 夏果” ）和咖啡（Kona Coffee），早
已風靡全球。【很多年前、從夏威夷回來的日本鄰居送來“ Kona 咖
啡” 兩磅（他每年都要洛城－夏威夷間往返兩三次）。老妻嚐過
後、就此愛上了；此後每天早上，Kona Coffee 成為早餐桌上不能
缺少的飲料。我們每次走進 Market、看到擺賣咖啡的貨架，一定佔
有很大的空間，並且堆得滿滿的。其中絕大部份咖啡都是南美洲的
哥林比亞出產的。不過、近二十年、華盛頓州西雅圖和鄰近地區出
產的星巴克咖啡（Starbucks Coffee），已風行全世界。可知道這
些咖啡的產地都近處火山？】大島的 Kona 地區是著名夏威夷咖啡
的生產地，遊客可以駕車在許多咖啡園間漫遊，實際體會這一片地
方的咖啡種植和家庭式咖啡製造（小坊）廠。他們都提供導覽與品
嚐的機會。【遊客在這裡、好像走到北加州著名的那霸酒鄉（Napa 
Valley）一樣，可以參觀葡萄園、和酒莊的設施；又有“ 試酒” 的機
會。】讓參觀的人能夠親眼目睹咖啡的生產和製造的完整過程。這



是一個具有生產、製造和品嚐的三重經驗，是“ 老幼咸宜” 兼具教
育和娛樂的節目。另外，蘭花也是該島的名產之一。 

 雖然夏威夷所有島嶼都是由火山爆發而構成的，不過、經過
時間和人為的改變、今天的大島和 Oahu 島彼此間有著非常不同的
情調。（看這裡的火山跟走進火奴魯魯 Diamond Head 的火山口，
那種感受完全是兩回事。）另外、檀香山人口集中，非常熱鬧、城
市的氣味濃厚；而這裏則只有 Hilo 鎮和 Kona 灣地區的人口稍為多
一點、有一點兒“ 熱鬧” 的氣氛外，其他地方有如鄉村與郊野；它
們的道路狹窄、林木蒼鬱。很多時走長長一段路都見不到人、車。
Oahu 島上的 Freeway 雖不很多、也不很長；但大島上完全沒有
Freeway 甚至四線大馬路，不過汽車卻不少。每當走到樽頸地帶
時，行人和汽車都會碰到“ 交通擠塞” 的機會、汽車還可能要大排
長龍呢！  

 年青人來夏威夷度假最高興，因為“ 無論晴或雨、不管晝與
夜” ，他（她）們在每一天、任何時候，都可以游泳、或戲水。還
有、在這裡浮潛看海龜、海豚、彩色繽紛的熱帶魚群或巨大的鰩魚
（Ray 魔鬼魚），都是非常緊張和刺激的“ 享受” 。（我沒“ 下水”
多年、現在只要看到水、便不敢碰觸了；這種“ 享受” ，可沒我的
份兒。不過，看到孩子們高興，自己也好像 “ 沾” 到一些兒喜悅、
一同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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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而言之，這八天在“ 夏島的見聞” ，很多是以前從未耳聞目
睹的，這一切都是上帝奇妙的創造。我感謝上帝過去八十年的眷顧
和恩待；又感謝上帝、讓我們全家廿四人和五位好朋友、能夠在夏
威夷渡過一趟如此快樂又完美的假期、平安歸家。    （全文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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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As spring nudges winter aside, we come another Lent season. The word “Lent” 
comes from “spring time”, a time when the daytime lengthens and darkness 

shortens. Hence, Lent is a season inviting us to lengthen, broaden and deepen our 
engagement with God. 
 

We are called in Lent to self-denial, worship and renewal. It is a kind of exercise to 
keep our spiritual health in shape. As all these disciplines are benefiting our 
spiritual life, it should be acceptable to God. However, prophet Isaiah tells us that 
“Your new moons and your appointed feasts my soul hates; they have become a 
burden to me; I am weary of bearing them. When you spread out your hands, I will 
hide my eyes from you; even though you make many prayers, I will not listen” 
(Isaiah 1:14-15). Likewise, we are not so sure that our disciplines during Lent would 
be acceptable to God. 
 

God abhorred the prayers and feasts of the Jews because they offered their 
sacrifices in the temple, yet they turned their back on God when dealing with their 
daily concerns, gouged the poor, were indifferent to the widows and orphan. In 
other words, they compartmentalized their faith from their deeds. And this made 
their piety unacceptable to God. 
 

Abstinence, reading, prayer is our obligation during Lent. But the most important 
point is to integrate our faith into our deeds. “Wash yourselves; make yourselves 
clean; remove the evil of your deeds from before my eyes; cease to do evil, learn to 
do good; seek justice,   correct oppression; bring justice to the fatherless, plead the 
widow’s cause.” (Isaiah 1:16-17) 
 

As we are making our spiritual exercise plan for this Lent, be it abstaining f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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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colate, or from coffee. Let us first take stock of our past Lents, for example, in 
what way I was better off after the last Lent than before. Does all the Lents in the 
past added up to bearing any spiritual fruit in my life? In Short, am I a channel 
between God and my neighbour in which the love of God flows through smoothly? 
Shall your answer be affirmative, your observance during the Lent is acceptable to 
God. If your answer is not affirmative, then you have to work harder in order to gain 
God’s delight. 
 

May God bless you richly in this New Year.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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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享   篇            －  由莫遲疑提供 



 

2008 年二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2.  國內知名的聖經研究學者 察克·密斯樂，也說 約拿去過地獄。  

我是在加略山教會成長的，知道任何屬靈經驗，都應該已經記載在聖
經裏了。 

我找到了大約四百處經文，描述一切正如我所看見，聽見、感覺到以及一
切地獄裡所進行的。 
另外我也找到了十四個人，他們也經歷過地獄。 大多數是在醫院裡瀕臨
死亡邊緣，又被救回來的。 

 
In Kansas City, (KS) for America?. The experience in Hell happened on 
November 23, 1998. 
我妻子和我都一直固定的參加星期天晚上的禱告會，那天晚上我們像平常一
樣，結束後回家睡覺。 大約在早晨三點鐘我被提走。 
我掉進了一個牢房，你可以想像那種粗糙巨大的石頭，牆壁，門上有鐵欄
桿。 我不知道我在那裡，只知道，那裏極熱無比，熱到我不敢相信我還活
著，我以為早應該，已經被焚燒瓦解了，可是我竟然還活著。 剛開始的時
候牢房有一點光，我相信那是主的同在，讓我能看見我身在何處，大約一分
鐘就黑暗了。 
 
詩篇88: 6「黑暗在極深的坑裡」  
猶大書13「永永遠遠的黑暗」 
出埃及記10: 21「埃及地黑暗、這黑暗似乎摸得著。」 

以賽亞書14:19也有記載「石頭做成的牢獄」。          (下期再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