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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者者  話話      －－  梁梁金金培培      

   新年伊始，蒙教會兄姊推選作堂議會議員，心裡忐忑 不 
安。過去自己一直任「人之患」，只懂得統領猢猻，日日 上 
課下課，過的是粉筆生涯；擬寫試題，批閱學生作業和卷 冊 
是很多很多，但其他方面的工作經驗，是絕無僅有，社會 閱 
歷和生活體驗也甚少。我的能力不足夠，既已當選，我也 就 
誠意希望跟隨牧師及教會各前輩學習；窺左右，為教會效 微 
勞便是。 
  怎知，本年度的第一次堂議會開會，竟然眾議決定由 我 
接任「佳音」編輯一職，直叫我汗顏；我只是濫竽充數， 真 
的不知怎辦。事已至此，避無可避，亦不容我推卸，唯有 勉 
為其難。但求上帝多賜能力；我也知道佳音月刊的「百期」 
老編--順叔，會繼續悉力承擔，前後扶持，俾補新人的缺 漏。 
   我在二月中前赴香港，待三月中才回羅省。聖加百利堂 
佳音月刊三月號的約稿和供稿工作，也就是我敬愛的順叔 不 
吝一力承擔。他用電郵跟我聯絡，文稿來回傳送，費心耗 神， 
無限感激。 
   以往順叔不單只編寫文章，約稿，閱稿，改稿，還兼擔 
任美術排版和插上彩圖的工作，心思細密，功力深厚，火 候 
老辣……。我以往一直罕有接觸排版這一類的工作，是門 外 
漢，現既逼到眼前，惟有嘗試學習。原來這裡面每一個程 序， 
都並不容易；十年以來，順叔一直優為之，欽佩，敬服。 
   若然三月號的佳音，順利出版，不致脫期，是順叔、供 

稿各位兄姊、印刷釘裝的辦事處義務職員和盧牧師的功勞。 
若然，較之以往的佳音月刊遜色，又或有所失誤，有負眾人 
所託，則是本人的過錯，耽誤了主工，求各位體諒，也求主 
寬恕。   ◎  

聖聖加加百百利利佳佳音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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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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上帝，因為今年的二月份為聖加百利堂帶來了喜樂和鼓舞。 

 

我們的喜樂以二月份第一主日的施洗聖禮帶開始，聖加百利堂會

眾與Lisa的家人親友一同見證她在信仰旅途上踏上這決定性的重要

一步。我們由衷感謝上帝，感召Lisa成為基督的肢體，加入聖加百

利堂這大家庭，及俯聽許多無名代禱者的祈求。 
 
我們在二月份第二主日舉行了的塗灰禮，再次提醒我們，生命最

後的實況只是一堆塵土。雖然當日人人額上塗了灰，但也不減新

春的喜樂，因我們再次學習到；我們在世時，無論如何風光，如

何得意，最後也是一無所有，唯有在基督耶穌裏，才是樣樣都

有，才可以真正得享平安喜樂。 

 

當晚春茗的聚餐人數首次破百。當晚圍桌的笑聲，拍賣的熱烈，

接下來的笑林大會，還是記憶猶新。我先前曾笑說，讓我們的出

席人數超過一百，來過好兆頭，叫我們為主日崇拜人數增長百人

的目標而繼續努力。 

 



百人的目標是否一奢望？在二月份第四主日，我們舉行了侍從差

遣 禮 ， 委 任 了 Matthew, Alex 及 April 為 本 堂 聖 壇 侍 從 。 當 我 見 到

Theresa 及Sandy為自己的孩子戴上十字架時，我真是非常感觸，我

為她們有舉家侍奉主的福氣而感動；我更為上帝給我們聖加百利

堂的應許而感動，因我深信，百人目標並非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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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時，我們的副堂及活動室逢週五晚上都給核桃巿(Walnut)第一浸

信會借用作團契聚會。當我每次見到他們團契的人數比我們崇拜

還多，而且是一家一家來的：成人在副堂，青少年人在另一活動

室，小朋友在主日學室；我豈能無動於衷呢？若說，一個國家是

由家庭組成的，所以，怎樣的家庭，就看到怎樣的國家，也看到

怎樣的國家前景。同理，一個牧區也主要是由家庭組成的，一個

牧區的家庭怎樣侍奉主，就看到怎樣的牧區，也看到牧區怎樣的

前景，而他們的教會就是一個顯例。所以，當我見到我們有更多

小朋友跟父母一起在牧區生活中舉家侍奉主時，我深信聖加百利

堂的復興乃指日可待矣！  

 

我們三月四日開始，逢禮拜二晚上六時半在Derek Tam家中舉行洗

禮班(詳情見週刊)，這是一個專為在職忙碌人士而設的家庭洗禮

班；請大家幫忙，週知鼓勵親友參加，希望將來有更多人全家信

主、全家侍主、為主日崇拜人數增長百人的目標繼續努力！  
 
 
你的牧師 

 

盧君灝 

       二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二月受洗新葡； ,我們的好朋

常熱心， 
 在本堂參加主日崇 

 拜及各項善工多 
 年，感謝上帝！Lisa  姊妹現已決志正式 

 加入教會、成為基督 徒。並於二月三日  

 （星期日）的主日崇 拜中

 成為基督在世上的 
 肢體。我們聖加百利堂全體同人歡迎她的加入。希

望她受洗以後、能在這個邪惡的世界上做“光＂、

做“鹽＂；讓人看見她的“好行為＂，榮耀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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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團契聚會：   原定於二月十六日（星期六）在 So. Pasadena 

市、關競強與鄭桂好伉儷府上舉行的同心團契聚會。

後來發現該日之聚會、恰與國語團契之日期有所抵

斶，惟有暫停一次，敬請各兄弟姊妹原諒。 

耆英會：  耆英會於二月十六日（星期三）在圖書館舉行二月

份的例會。早上、“攔門＂的小雨連綿下著，嚇得

大部份老人家們在家裡躲著、足不敢出戶；事後又

放心不下、紛紛來電，急著想知道有何“損失＂。 

今次出席聚會的、只有盧牧師和師母伉儷、關太

（Lynn）、麥氏夫婦和李名譽堂長伉儷（最難得是

Ginger & Joe倆老，他們沒有被惡劣天氣嚇倒，仍

老遠從 Fullerton 自己開車前來參加）。他們對教會

的熱心、值得我們後輩的敬佩和學效。 

午餐時，關太除了提議到“聖加百利堂的食堂＂（仁

仁酒家）用餐外，兼且搶著“埋單＂請客。其他參加

聚會的人，毋須依往常慣例（AA制），可以保住荷

包。沒參加今次聚會的朋友、這次可“走寶＂（錯失

機會）啦！ 

春茗聯歡會：  聖加百利堂於二月十日農曆年初四假蒙市翠村大酒

家舉行春節聚餐會，筵開十席。 

下午六時開始，會眾

及嘉賓魚貫入席。本

堂教友有闔府赴會

的，也有偕同友人赴

會的，眾人互祝春

禧，盈堂喜慶。

Charles Cheung 不愧

為金牌司儀，他言詞風趣兼幽默，帶動現場歡樂氣



氛，不時逗得大家哈哈大笑。盧君灝主任牧師領禱

及祝福後，餐會正式開始；雖無旨酒，惟佳餚滿

桌。一邊進膳，一邊抽獎，當晚的獎品超過百份，

其中也不乏教友送出名貴獎品。除抽獎之外，臨時

又加插「水晶鼠」競投。據悉，教友送出十隻名貴「水

晶鼠」，為教會平添進賬二百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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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春節聚餐的影畫片段，日後當收錄在聖加百利

堂網頁當中，各位可自行登入下載觀賞 
( http://www.saint-gabriel.org )。 

新春展新裝：  二月十日(年初四) 同時是禮拜日。崇拜之後，假副 
 堂舉行 Potluck 聚餐，同時大家穿上新春服飾拍

照， 
 留下倩影。 

侍從差遣禮： 本堂的侍從訓練班學員：張詠天、王家樂、王家善

等三人經已結業，特於二月廿四日（星期日）在主日

崇拜時，舉行了侍從差遣禮，儀式簡單隆重。請大家

為聖加百利堂的侍從們祈禱；叫他（她）們今後在聖

壇前虔誠侍奉上帝，在教會和社會作青少年的好模

範，為主作見証，榮耀歸於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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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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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月份的壽星 －人多勢眾，老、中、青齊全。 
 
 
 
 
 
 
 
 
 
 
 
 



 
 

   三月與四月份之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契聚會：  三月份同心團契之例會定於三月八日在韋啟

鑾、林少蘭伉儷新居舉行。希望兄姊們能踴躍參加。
關府地址如下：  1104 Rose Ave., Pasadena, CA 

91107, 電話：626 – 808 - 0227。 

   （如需交通工具，請與辦公室聯絡。） 

耆英會 ：  三月份的耆英會定於三月十九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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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極拳練習： 逢星期六早上八時半、由劉思義大姐主理、在牧師館

對開的停車場上舉行之太極拳班、如今移 師到市政府後
方的包茵公園（Barns Park） 繼續舉行。希望參加太極
拳班的兄弟姊妹留意，到時切勿走錯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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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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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am－11：30am上課）；為有意學普通話的人
製造多一個機會。  

 

＊   主 任 牧 師 就 職 禮   ＊  
 
盧 牧 師 到 任 已 一 年 多 ， 而 主 任 牧 師 就 職 禮 卻
因 主 教 抽 不 出 排 期 而 致 遲 遲 未 能 舉 行 。 如 今

已 有 了 決 定 ， 就 職 禮 將 訂 於 五 曰 四 日 下 午 三
時 在 本 堂 舉 行 。 屆 時 恭 請 光 臨 觀 禮 ， 同 頌 主
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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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凡有氣息的，都要讚美耶和華！  （詩一五○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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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哥信箱  

讀者(陳太)來函:  
 



碩師父你好! 我們讀了上期佳音，試製你傳授之秘製白切雞,果然有料
到,巳將秘方供諸親友共享.也獲得好評如潮。希望碩師父繼續教多一
些易做的好菜餚,我們讀者和家人就有口福了.多謝碩師父! 

＊＊＊＊＊＊＊＊＊＊＊＊＊＊＊＊＊＊＊＊＊＊＊＊＊＊＊＊＊＊＊ 

今 日 菜 式 ：  西 洋 菜 陳 腎 蜜 棗 湯

西洋菜陳腎蜜棗湯，美味可口，在廣東地區，是廣受人們喜好的

健康湯品之一，有清熱、潤肺止咳之功，對肺燥咳嗽，咽幹口

燥，腸燥便秘等疾有較好的輔助療效。 

用料：（可供10人食用）西洋菜2紮、瘦豬肉3安士、鴨陳腎2個、

蜜棗2枚、南杏30粒、北杏30粒、鹽、雞粉、味精。 

制法：（1）燒滾水一鍋，把西洋菜放入飛水， 

待水再滾時即撈起西洋菜；將瘦豬肉和鴨陳腎切片並放到滾水鍋

內飛水， 

撈起；（2）準備一個大燉盅，把飛過水的西洋菜、瘦豬肉、鴨陳

腎，以及蜜棗、南杏、北杏一併放入燉盅內，加水8碗。隔水燉3
至4個小時，放入適量鹽、雞粉、味精調味，即成。 

這個湯也可以用煲的方法進行烹製，水要加多一些，猛火煲滾後

即改用慢火煲2至3個小時，加入調味料後即成。 

注意：（1）西洋菜飛水或直接滾湯，一定要先燒滾水再放入西洋
菜。如果先把西洋菜放入凍水中才燒滾，做好的湯和菜就會有苦
味。（2）由於鴨陳腎是鹹的，所以調味時，要先嘗嘗湯水再放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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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aarrcchh  BBii rr tthhddaayy   三三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陳志謙 ( 3日) 歐梁可師（6日） 梁力斌（10日） 

 歐維中 ( 10日) 朱姚麗珠（14日） 陳何麗華（20日 ） 
  馮張富美（2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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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 文：阮戍民弟兄。  譯：盧君

灝  牧師
 

(續上期)    
自己倒滑在自

上，於是我使勁地用左手

抱著右邊座位的椅背，使

自己能坐穩在座位上。當

時，我的臉被扭到左側，

我

的祈求不久之後，我聽到渦輪引

擎傳來微微的軟哼聲，慢慢地所有四個渦輪引擎的哼聲越來越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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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即，我發覺

己的座位

再稍微扯向右邊，這坐姿

使我的身體被扭曲，叫

背部的肌肉承受了難以忍

受的痛苦。我們正在螺旋

形下降。安全帶攔住我在

這”新”的坐姿上，而我更

熱切地、誠摯地、哀求地向我的救主禱告、求助：＂主啊！請給機

長智慧。＂  
 
在這一連串冷靜，平和，謙卑鎮定

亮，突然間我感覺到機身已停止俯衝，而是緩緩地恢復平面飛行，

最後更朝上爬升，恰似飛機剛離開飛機場跑道，慢慢地收回起落

架，向上怒吼遠飛一樣（說來挺輕鬆，只不過我們是在太平洋的上空

中!）我們不斷地爬升了好幾分鐘，然後在平面飛行。我們飛了約

分鐘，突然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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渦輪引擎的哼聲在毫無異狀中第二次沉默了下來，好像停駐在軌道

上的，飛機再沒有爬升，傾刻間推進力盡失，只靠前衝動量滑翔。

 “

俯衝

秒，

渦輪引擎又重新

啟動（只有永生的上帝能行吧），由微微的軟哼聲，響亮至咆哮聲，

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

）但如果不是出於永生上帝的

然後機頭向下微傾，好像向我們宣告，它快將再螺旋式急降。 願上

帝憐憫恩助我們，我交託給主，懇求主”。因為，我好像一個輸了不

服氣的人一樣，開始質問上帝，為什麼他的膀臂沒有及時伸出拯救

我們。為什麼給我們如此短暫的希望？機組人員現在幹什麼？ 
 
我不知道，飛機這時已從它的巡航高度41000呎下趺了32000呎（

了6哩），離太平洋海面只剩9000呎的高度，即是說我們只有36
就要以機身腹部著陸水面，或在最壞的情況下，就是可怕地直插太

平洋，全機粉碎 — 這簡直是一個最恐怖的結局，因為我們相距死門

關，只有36秒之遙！但上帝不容許這樣的悲劇！  
 
機頭開始傾斜向下，但由於一些不明的原因，四個

飛機第二次重獲動力。飛機再沒有朝下俯衝而繼續在平面飛行了一

陣子之後就開始朝上爬升。隨著它陡峭的的爬升，我頓時感受到一

股被推回座位後面的推力，恰如它在機場起飛（第二次）那樣–只是

這爬升發生在半空中。爬升持續了約三分鐘後，飛機就作平面飛

行，在穩定的軟哼聲中在上空遨遊。 
 
真的，”我雖然行過死蔭的幽谷，也不

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詩篇23:4
憐憫，我們早都全滅亡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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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Thhee  LLiivviinngg  GGoodd  SSaavveedd  UUss  3366  SSeeccoonnddss    
  

    ffrroomm  aa  WWaatteerryy  DDeeaatthh  （4） －－
 

   －－ Daniel Yuen   
 

 
Immediately, I realize I was slipping again from my seat. I struggled 
up o get a better seating position by pulling myself up with my left 

and my body was distorted causing excruciating pain to the 
n. The 

 this cool, calm and collected humble petition of 
y but 

y 

ral 

y. 

 I know that the plane by this time, had plunged 32,000 feet 

m 

reason (but only the living God can do this) the four turbine engines 
re-started and from the soft drones they turned into roars reflecting 

t
hand holding onto the right side of the seat's back rest. It was in this 

position when my face was twisted to the left then slightly to the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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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scles of my back. We were spiraling and nose diving dow
seat belt retained me in that “new” position when I found myself 
seeking for help from my Saviour to whom I prayed the more 
intensely, earnestly and imploringly. “Please give wisdom to the 
Captain”. 
 
Soon after
intercessory prayer, I heard soft turbine engines hum, slowl
increasingly louder and louder from all four turbine engines and 
immediately felt the plane was not plunging but was leveling and 
eventually pulling upwards, as if we were taking off from the runwa
of the aerodrome and have just left the tarmac and slowly retracted 
the landing gear and are roaring upwards and away (what nostalgic 
thinking, except that we were in mid-air and over the Pacific 
Ocean). We kept on climbing for several minutes and then leveled 
off. We flew on for some 15 minutes in this condition and had 
suddenly and without warning the turbine engines' drone went silent 
for the second time, as it were stopped in tracks, and then the plane 
was not climbing but was fast losing the forward thrust and was 
gliding on the forward momentum. The plane's nose then tilted 
slightly downward, as it were letting us know we were about to spi
down again. “Lord have mercy on us and be gracious to us as I 
implored and entrusted Him”. As if bitter from losing a game, I 
began to ask the Lord why is His arm short of saving us definitel
Why let us have so short in hope? And what are the flying crew 
doing? 
 

ittle didL
(6 miles dive) from its cruising height 41,000 feet to a 9,000 feet 
height measuring from the surface of the Pacific Ocean and we 
were only 36 seconds from a belly landing on the surface of the 
ocean or in a worst case scenario, a horrendous smash into the 
ocean - a most frightening thought as it was only 36 seconds fro
the Jaws of death!). The Lord did not permit this! 
 
As the plane's nose began to tilt downwards and for some unkno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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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ower regained for the second time. The plane did not begin 
to dive but continued horizontally for some while and afterward 
began to climb. This time I felt the sensation of being forced back 

 

t for the mercy of the living God, we 

to the back of my seat, apparently in its upward movement towards
the sky, as if we were in steep ascent (for the second time) of an 
aircraft taking off from the airfield, except this happened in mid air. 
This went for about 3 minutes when the plane leveled off and 
cruised at a constant drone. 
 
Yea, though I walk through the valley of the shadow of death, I will 
fear no evil, for You are with me, Your rod and your staff, they 
omfort me (Psalm 23:4). Buc

would have all perished.        ◎      
************************************************************************** 

奇妙的計算數字      Jimmy Lai 供稿 

 
下 玄吧！面是一連串的數字, 如果你不相信, 用計算機算算看.  

1 x 8 + 1 = 9 

                         123 x 8 + 3 = 987 

                        9876 

98765 

87654 

76543 

65432 

54321     ◎  
************* 

 

                         12 x 8 + 2 = 98 

  1234 x 8 + 4 =

                         12345 x 8 + 5 = 

                         123456 x 8 + 6 = 9

                         1234567 x 8 + 7 = 98

                         12345678 x 8 + 8 = 987

       123456789 x 8 + 9 = 98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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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淺淺    談談   重重   生生           －  關  生

 
可重生而進入天國。因此

備慶典之前，首先他們先去物色兩位洗禮保証人（通常是一男一
女，男的叫 Compadre 即契爸，女的叫 Commadre 即契媽）。他

些？他

施洗的意義和基督徒應有的責任
是這個意思。 

錢如命的奸商受洗

在天主教的國家，孩子一生下來，不到幾個月就替他們施洗；
因父母們認為一個新生命必須經過洗禮才

對洗禮極為重視。洗禮那天，大排筵席，統請親友前來，同歡慶
祝。 
12 

在籌

（她）們大多是社會賢達，教會領袖或德高望重的人士。洗禮那天，
在宴會中，親友們同聲頌讚、誦經、祈禱、祝福， 後由主人家宣
佈兩位保証人，繼而舉行拜契儀式。完後，親友們一一向嬰兒送上
禮物，再向其父母道賀。 

 或有人問，嬰孩這麼幼小就
替他施洗，會不會過於早
們的解答是：鑒於小孩幼小無
知，生活在當今世風日下的社
會，很容易步入邪惡之門，故此
要選擇兩位保証，從小就要督導
他們，帶領他們及培養他們，使
他們長大後成為一個善良虔誠的
信徒。反觀我們教會，很少有嬰
孩洗禮的。我們認為洗禮之前，
應讓受洗者知道一些教會歷史、
等。盧牧師開設之洗禮慕道班，就

 一般世人誤以為洗了禮就可重生了。其實洗禮可以說是加入教
會的一種儀式，並非是重生的賜予。試問一個貪
後，不久他又故態復萌，再作傷天害理的行為，像這樣的人、雖洗
了禮，那裡還有資格享有重生？主耶穌曾對我們說：「人若不重生，
不能見上帝的國。又謂人若不是從水和聖靈生的，就不能進上帝的
國。」【按英文譯本：No one can see the kingdom of God with out 
being born from Above. （John 3:3）No one can enter the kingdom 
of God with out being born of water and spirit .（John 3:5）】 

 從這兩節經文，重生是要從天上（From above，即聖靈）而來
的；重生是由水和聖靈而生的。只有水而無聖靈的洗禮是談不上重



生的。保羅在羅馬書（8:9 - 11）對聖靈有有詳細的講解：「如果上
帝的靈住在你們心裡，你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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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基督若在你們心裡，身體就因罪而死
心靈卻因義而活。然而叫耶穌從死裡復活者的靈，若住在你們心

僕人，活在罪中，又想討基督的

，

裡，那叫基督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也必藉著住在你們心裡的聖靈，
使你們必死的身體又復活過來。」 

 要記住基督的靈是不會永久活在我們裡面的。假如我們仍一面
作罪的奴僕，而另一面又作基督的
喜悅，是不可能的。我們要常常警醒自己，不只要服從天國的律
法，且要不斷的用力掙扎而希冀達到祂的律法標準。一個真正的基
督徒，他 終的目的是要見到和要進入上帝的天國；他更渴望他的
生命如花開放而開出燦爛的重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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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    ~~   
 

~~     談 “ 家

    每個 “ 兩頭住家” 還
要多！三個 之中、第一個是“ 世俗之家” 。（就是父母、兄弟、

兒女團

我在這

終、 

多年來給我們家的平安和關愛！ 

是一個基督教的大家庭，雙親先後育養了許多名兒
女； “ 慷慨”

友弟恭”

。

談” 呢！稍長、二人離港轉往廣

，

全不同的性格：大哥愛靜，喜歡讀
書，

會

基督徒都有三個「家」，比一般世俗人說
「家」

姊妹、妻子、兒女相聚與生活的地方）。另一個是“ 基督在世上的
家” （亦即是我們的教會）。 後一個是未來的“ 家” 、也是“ 天上
的家” （我們 後歸宿的地方，一般人稱之為“ 天家” 或“ 天
堂” ）。我在這裡談的，祗是第一個“ 家” （世俗的家）。 

 “ 活水” （靈修書籍）在十月十四日裡面有這麼一段關於「家」
的描述：『“ 家” 不是房屋；家是父母、兄弟、姊妹、妻子、
聚在一起的地方；“ 家” 是相愛的地方、“ 家” 是彼此服事的地
方、“ 家” 是彼此體貼的地方、“ 家” 是得安慰的地方、“ 家” 是
得溫暖的地方、“ 家” 是得快樂的地方。世上的“ 家” 雖然因人的
罪惡而常有不安，但地上仍是以“ 家” 為 好，沒有地方能與

“ 家” 比較。』很多人都知道我愛“ 家” ，也喜歡談“ 家” 。
裡講的是百份百的事實，絕對沒有“ 賣廣告” 或“ 吹牛” 的成份。 

 我每次提到自己的“ 家” ，我就滿心感謝；感謝上帝自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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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家”
父親很 ，家中不定時都會有“ 人” （客）寄居，可是他

只是一名窮“ 傳道” ，所以生活的擔子很重。 

 我們兄弟姊妹間可說是“ 兄
的（大家感情很好）。兩

位兄長（大哥與二哥）小小年紀
（七、八歲和九、十歲）便遠離家
鄉，被父親遣送往香港，進入「九
龍城天國學校」讀書去。（當年這
所學校的校長由李求恩牧師擔
任，學生們要穿著校服上課，校
服並不是如今的“ 恤衫西褲” 、
而是“ 大衾衫” （女服）的款式
男孩穿女服、今天人無論如何也
不肯相信，有可能以為是“ 天方夜
州聖三一中學繼續學業。自他們離家，我們兄弟每年祗能在暑假和
寒假、才有相聚的機會，故此、我很在意他們的假期。（那個時候
小妹仍未出生，七弟不過是一個小嬰兒、六弟和大妹對兩位兄長的
回家跟本不會放在心上。）我每次知道他們要回家的消息後，便興奮
得寢食難安、日夜記掛著；四哥和我每天一同數算著兩位哥哥返家
的日子，直到他們返抵家門。 

 大哥和二哥兩個人有著完
每逢考試必名列三甲之內。他是個老師稱讚、同學擁戴，品學

兼優的“ 好學生” ；也是鄉里、街坊與鄰舍口中的“ 好仔” ，更是
父母眼目中的“ 乖仔” 。二哥的個性和大哥恰好相反。他好動也帶
點反叛，主意多，嗜好也多，學生時代的成積並非很好；不過風頭
倒“ 勁” ，而且是「學生自治會主席」。（四十多年前我因事到李



吏長家，李師母雖然很久沒見我兩位兄長了、卻仍念念不忘、問我
國寧和國輝怎樣？也講述了一些往事， 後加上一句：「國寧好好
仔」。） 

 每次假期、他們回家後，我便終日纏著大哥，無論他做什麼
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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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是愛護，不發脾氣、不會口出惡言。（就算在極不滿意下，也祗說

炮聲一晌，我們這個“ 家” 雖也“ 散” 了！不過上帝仍不

）

到什麼地方去，我都想跟他在一起。在家時、他除了溫習，空
下來的時間就寫畫、畫地圖，也彈風琴，父親有時也教他們（大哥
二哥和四哥）讀古文。我八歲時、有一次他教“ 蘇秦以連橫說秦” 一
文，我也嚷著、要求參加，終於父親應允了。對我的死纏爛打、大
哥非但不發脾氣、還很有耐心開導。一天的工作做完、閒來也會帶
我們到郊外遊玩或在小溪裡捉魚和河邊垂釣，差不多每個黃昏都與
我們一同到泳場游泳（我有兩次被溺的紀錄，也都是大哥拯救回來
的）。他對弟妹 

一聲“ 都冇解既” 便走開。）他對父母非常孝順，從不“ 頂撞” （駁
嘴），更不會發怒。無論他說什麼、做什麼、有什麼提議，父母總是
“ 言聽計從” ，凡事給予絕對的信任，甚少異議。所以、我們有事
情要問父親或有什麼要求，都會請大哥代為出頭。那個時期，大哥
是我們兄弟姊妹與父母之間的橋樑、也是我們的潤滑劑。我們一家
在街坊與外人的眼中、好像看到一幅“ 父慈子孝、溫馨和樂家庭”
的圖畫。 

 抗日
斷地保守著我家每一個人。大哥隨二嬸往南洋（如今的印尼）跟三叔
公和二叔父營商去！二哥在廣州、四哥和我往北海、母親及弟妹們
從香港逃返家鄉，一個家變成世分五裂。戰後到解放，我們一家仍
未能團聚。這期間，二哥和二嫂又應何督要求往紐西蘭教會服務。
等到50年後期，母親和弟妹都來了香港，一家人（除了大哥和二哥
又可以一同“ 擠逼” 在土瓜灣一個約500尺的屋簷下、生活了好幾
年，直到63年我移民來美國。【這期間有位朋友問我：「我不知道你
們兄弟姊妹和母親這許多人如何能同居在一起過活，為什麼我們兩
兄弟都是牧師也不能做到呢？這中間有什麼秘訣？」我告訴他：「辦
法很簡單，就是“ 抵得稔、唔出聲” 」（亦即是“ 肯吃虧、不發怨
言” ）。】 

 63年2月、在上帝的帶領下我們來了美國，自此、小家庭由兩
夫婦和五個兒女組成。我因生活和工作的關係、除了週末每天都要
午出夜歸（妻也出外“ 打工” ），平日與家人見面的機會不多。不
過、每逢週末假期，我都和家人一起生活與玩耍。三十多年來、我
們的家庭生活雖不敢說“ 多姿多彩” ，但也可以用四個字來形容，
那是“ 溫馨” 與“ 和樂” 。能夠如此、若非上帝的恩慈那是什麼？ 

 大概兒女們對家中的生活習慣了，如今兒女都已長成，也各自
組織了自己的小家庭；他們（兒女媳婿）對“ 父母的大家庭” 的凝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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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很在意。孫兒們彼此間的感情也很“ 濃” 。全家人每個月、 低
限度都要敘一敘。平常的日子裡、晚飯、看戲或到教會，電郵與電
話不停地此來彼往著，他們有著非常密切的聯繫。 

 所以、我老是這樣以為：家庭能否和諧、歡樂，秘訣是：「除
了依靠上帝外，就是一家人是否能常常在一起。」正如我們家掛著那
一方小小“ 妝飾牌” 上寫的；「HOME, NO MATTER HOW BIG, NO  
MATTER HOW SMALL, A FAMILY TOGETHER IS THE BEST 
HOME OF ALL. 」因為沒有相聚、就沒有溝通，沒有溝通、如何能增
進感情、得享喜樂呢？講到 後仍是那首“ 老歌” 或那句“ 老
話” ：「HOME SWEET HOM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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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Dear Friends, 
 
Blessed be God for this February for which brought St Gabriel’s joy and 
encouragement. 
 
The joy drew in with the First Sunday in February as we celebrate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The congregation of St. Gabriel’s, together with Lisa's family and friends, 
witnessed the important step in her faith journey. We give thanks to God sincerely 
for calling Lisa to be part of Christ’s body, and to be a member of St. Gabriel’s 
family, and answered numerous anonymous prayers for her sake. 
 



In the second Sunday of February we had the rite of imposition of ash, reminding 
us once again, the ultimate reality of our physical life is just a heap of dust. 
Although everyone wore an ash cross on the forehead, the joy of Spring festival 
was intact. It is because the truth did not take our joy away- the truth that even 
though with the best luck or the best opportunities in our earthly lives, we still ended 
up in emptiness. We knew that only in Jesus Christ we have everything, we have 
the lasting joy and peace. 
 
The Festival Dinner was marked by a record attendance of over 100. The laughter 
round the tables and the yelling at the auction still flashes in my mind. I’d b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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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king in saying, “let’s hit the target of 100 in attendance.” For this is a sign of our 
church growth target:100 worshippers every Sunday- we are striving to achieve 
that. 
 
Is the target of 100 realistic? In the service of the fourth Sunday of February, we 
commissioned Matthew, Alex and April as the acolytes of St. Gabriel’s. At the 
moment when Theresa and Sandy hanged the crosses around the neck of their 
children, I was deeply touched. I was moved by their blessings of the Lord for 
enabling them to serve the church with their entire family. I was also moved by the 
foretaste of the promise of our Lord that the target of 100 is not beyond reach. 
 
At present, every Friday evening our church hall and the activity rooms are used by 
the First Baptist Church (Walnut) for fellowship.  Every time I see the attendance of 
their fellowship is more than that in our Sunday worship; every week I see them 
coming family by family, and then the adults go to the church hall, the teens to other 
rooms, the children to the Sunday school room. How can I not be bothered? As a 
country is composed of families, so the character, and even the prospect, of a 
nation, is determined by the character of the families at large. Similarly, as a 
congregation is mainly composed of families, so the spirituality, and even the 
future, of the congregation is shaped by the families at large. And their successful 
fellowship is a good illustration. So, when I see children began joining their parents, 
family by family, in serving our Lord at St. Gabriel’s, I am quite convinced that St. 
Gabriel’s revival is around the corner! 
 
Starting March 4, we hold a Family Catechism class at 6:30pm at Derek Tam’s 
home (for details, please refer to our weekly bulletin.) This class is tailored for busy 
people on a family setting and is opened to all. Please pass this news to your 
friends and relatives. We are working hard to win more faithful and committed 
families as we strive to hit the target of 100!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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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分   享   篇                －  由 莫 遲 疑 提 供  
 

2008年三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3.  我發現不只我一個人在牢房裏，還有其它四個生物。 當時我不知道他
們是魔鬼，因為我是以一個沒有得救身份的人，去到那裡，上帝把我是基
督徒的思想，暫時拿走，我不明白為什麼 祂要這麼做，直等到我回來的
途中，祂才向我解釋。 
 
我看見這些魔鬼非常龐大，大約有四公尺高，你將會在影片中看到，也是
我現在要描述的。 
在我們做見證當中的一個人，他也看到同樣的魔鬼在地獄裡，揣人到牢房
裏去的那一個。 
 

肯尼斯·海根 的見證，說，它們都長鱗片。 這個魔鬼的身體長滿鱗片，
龐大突起的下巴，巨大的牙齒和凹陷的眼睛，都是巨大的。 

 
申命記32: 22-24 
「在我怒中有火燒起、直燒到極深的陰間」，「他們必在飢餓中被火燒、
被火焰的熱吞沒、被苦毒毀滅。我也要打發有牙齒的獸和大蛇的毒在他們
之上。」 
 

(下期再續)   莫遲疑        ◎  
************************************************************************** 

     當 興 趣 變 成 工 作    
 

 我喜歡攝影，並擁有自己認為滿意的攝影集，還把這些「佳作」
上載於互聯網上，供別人欣賞。 



 曾幾何時，我的工作有時間需要我擔當攝影師的角色，有時候
在同一地方，同一活動拍攝同樣的動作，不同的是人們的面孔。當
我再一次於工作中拿起相機的時候，我都會感到厭倦，缺乏了新鮮
感。以前的我會在假日時外出攝影，現在我的私人相機也快要生銹
了，是不是我對攝影的興趣減退了？ 

 我聽過很多這樣的真實故事，太多太多的例子告訴我們，當興
趣變成了工作的時候，興趣就會不期然地減退，明明是令人興奮的
事情，卻變成淡而無味，所有樂趣都隨之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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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究竟問題出在那裡？ 

 我發現當我在工作中攝影的時候，我只是一個配角，照人家的
指示辦事。主要的功勞都是歸公司的，底片是公司的，果效也是公
司的，屬於我的只是工作的報酬。而當我為自己而去攝影的時候，
我自己就是導演主角，我有選擇的自由，我可以選擇自己喜歡的時
間、地點、人物，底片是屬於我的，滿意的相片我可以放在我的攝
影集裡面，再三回味，我沒有得到半點報酬，我得到的，是一份喜
悅。 

 我看過很多心理學的書籍，其中有一段是講報酬的，心理學家
曾經做過很多實驗，對於人們喜歡做的事情給予報酬，人們很快就
會厭煩了，以下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小女孩的三個男同學很喜歡將她的課本偷偷藏起來，她非常生
氣，和他們講道理，但是完全沒有用，他們依然把她的課本藏起
來。 後她想了一個辦法。 

 她告訴男孩子們：「我很高興你們藏起我的課本，因為這樣我
就有藉口不用作家課。但是，我仍然必須寫作業，如果你們把我的
作業也一起藏起來，我每天給你們二十五元。」 

 男孩子們覺得這個提議不錯，每天他們都很高興地把她的課本
藏起來，她給他們二十五元，這樣持續了三天。第四天她說只能每
天給他們十五元，因為她的零用錢減少了。到了第七天，她告訴他
們，她只能每天給他們一塊錢。 

 結果，男孩子們不屑地看著
她並說：「休想！如果你認為我們
每天做這些只是為了一塊錢，你真
是瘋了。」他們不再把女孩子的課
本藏起來，她的問題解決了。 

 真是有趣，一星期之前男孩子們沒錢也將女孩子的課本藏起
來，一星期之後有錢也不能驅使他們藏課本。但這卻不是 有趣，

有趣的是金錢不單只能夠驅使人做某些事情，而且還能夠使人停
止某些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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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