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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者者  話話      －－  梁梁金金培培    
    

 更新是否一定除舊呢? 
 新的人事是否一定要帶來新的作風呢? 
 某百年老舖，轉換了新班子，新班子的主席要來個大改 
革，務要換上新的面貌，要展示新的作風。舊的，看來用 不 
著的，就丟棄。結果丟掉的包括一些百多年前，別些機構 送 
來的的陳設紀念品----具有古董的價值啊!      
 此外，某些尚在操作當中的貴重器材後備零件，新的員 
工不知所以，也一併丟掉了。當有需要更換部件的時候， 就 
得花費金錢重新購買；須知，有些時候，有錢也買不到 的。 
一些前人花了很多心思的設施和安排，也在創新的口號和 理 
念之下，輕率毀棄，革掉。 
    新的是否一定勝過舊的呢? 
 新的科技加上新學問和知識，確實能夠為新的機構，添 
上新氣象。我們須要精神的更新，要建立新的方向，要除 去 

暮氣。不過，總不能夠單單是為了革新而不問所以，革前 人 

的命，否定一切舊有事物的價值。胡亂的來個「破四舊， 立 

四新」，吃苦的是自己。 

 我們當以欣賞的態度，看待前人的心思和設計。值得保 

留的就讓它留下來吧!讓它繼續發揮它的效用。若果它已經 

完成了它的歷史任務，再不能夠發揮作用，也不要棄之如敝 

屣；若有可能，不妨以歷史文物視之，存留下來。 

 傳統和文化，就是這樣建立起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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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感謝上帝，因為今年三月我在聖加百利堂長了見識。事緣三月

初，每當我經過停車場往辦公室走的時候，隱若有一陣芳香撲鼻

而來。這香氣是我未曾認識的，但它是那麼細緻、清新、持久、

怡神。細查之後，始知清香是來自兩棵橙樹上已綻放的橙花。執

筆之時，花香猶在。牧師浮生半百，從不知道穹蒼之下有橙花的

存在。以前我知道有一種蜂蜜叫橙花蜜，但我以為這只是一個順

耳的產品名稱，就好像甚麼龍鬚糖、龍鬚菜一樣，一個好聽的名

字而已。如今在聖加百利堂，見過橙花，又賞過橙花香，可謂見

識增廣矣！ 
 
香氣是一種揮發性的化學物質，它無形體，無法觸摸，但也無法

隱藏，它的存在喚醒人的記憶，寬柔人的精神。橙花的香氣很自

然使我想到基督的香氣，就是聖保羅在哥林多後書提到的。用香

氣來比擬基督徒的屬靈氣質是很適合的，而用香氣來比擬聖公會

教友的屬靈氣質，更恰當不過。 

 

我在牧養中碰過一些敬虔的聖公會信徒，他們並不道貌岸然，懂

一些聖經但不是很熟，很投入崇拜但不敢發聲領禱，活過不少辛



酸但從不怨天尤人。有一位老太太，守寡多年，她有一個壯年的

兒子，在一個聖誕節早上，在家附近被車撞死。從此她便無法承

受聖誕節的熱鬧；所以，每年聖誕節，她選擇在家中一人安靜渡

過。我離開英國時她已不能行動了，但依然一人獨居家中。每天

早上八時，一名社工會來，把她從床上用扶助器將她“吊”下來，梳

洗整理後就安置她坐在一高背椅上用早餐及吃藥，然後離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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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時回來送午餐及下午茶點，再離開；晚上八時再回來給她一杯

果汁及一些餅乾，抺身整理後就把她“吊”回床上，這就是她的每一

天。各位，這樣的生活對大多數人來說是生不如死的；但她仍然

恭恭敬敬地活下去，她知道上帝天天看顧自己，她不忘記為人代

禱，她不吝嗇給人微笑及祝福。這位信徒前輩稟賦著一種基督徒

的屬靈氣質，它是無形體的，無法觸摸的，但也無法隱藏的，是

我所嚮往的。我彷彿又嗅到那股清香… 
 
讓我們在復活期的生命中共賞這香氣，共勉之！  
 
 
你的牧師 

 

盧君灝。    ◎ 

       三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契聚會： 三月份同心團契於三月八日在韋啟鑾、林少蘭

伉儷府上開例會，同時也為他們的新居舉行了祝福
禮。可能是韋府所在不易找，可幸 Joe Chan 醒目，
不致遲到。當晚出席的人數擠踴，準六時半、大家先
行填飽肚子。今晚的菜餚豐富、款色多樣，連 desert 

都令老人家們“ 想食又唔敢食” 、致無所適從（因為太
多樣、又怕自己血糖太高也）。 

  飲飽食醉之後，立刻舉行新居祝福禮，由 Iris（主家婆）
手持臘燭前導、牧師與主人翁亞Tim哥和侍從多人隨
後，為大門、客廳、廚房、睡房等地方逐一祝福。 

  新居祝福禮儀後有分享；今次的題目是“ 神跡” 。很
多位弟兄姊妹先後將發生在自己身的神跡講出、同時
也將自己的感受說出來與大家分享，情況熱烈。最後
盧牧師利用幻燈片、以“ 圖、文” 兼用的方法講出一
個近一、二百年發生在法國南部小鎮的“ 神跡” 。大
家聽得非常入神、時間過了九時而無人發覺。等到要
散會時仍有人依依不捨地離開。  

耆英會：  耆英會原定於三月十九日（星期三）在圖書館舉行，

因為前一天（十八日）凌晨、辦公室和圖書館遭人破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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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闖入偷竊及倒亂，雜物、文件等遍地皆是，整理需

時。所以牧師提議耆英會暫停舉行一次。各位年長的

兄弟姊妹：事非得已、請忍耐了！ 
 

三月份的壽星中、梁家佔了一大半，多屬青年才俊。 

  
 

恭恭   

喜喜   

晒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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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教我們做一個合主使用的器皿。又求主增
強我們的信念，讓我們能做一個更像基督的信徒、所做的一切、皆
能榮神益人、蒙主喜悅。 

 

   四月與五月份之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契聚會：   定於四月十二日（星期六）在 So. Pasadena 市、梁

金培與鄭國貞伉儷府上舉行。 
 

耆英會 ： 四月份的耆英會定於四月十六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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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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團契： 四月十九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副堂舉行普通話團契

例會，除說普通話的弟兄姐妹外，亦歡迎其他的教友
偕同朋友參加。詳情請洽張才忠弟兄或殷雁萍姐妹。  

 

＊   主 任 牧 師 就 職 禮  ＊  
 
盧君灝主任牧師的「就職禮」、鐵定五月四日
（星期日）下午三時在本堂舉行，由陶頓主教
主持聖禮。屆時恭請光臨觀禮，同頌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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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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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 日 菜 式 ： ： 苦口涼菜— — 苦 瓜  

苦瓜，又稱涼瓜。味苦，性寒，無毒。營養豐富，含有蛋白

質、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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熱、養血益氣、降低血糖，補腎健脾、滋肝明目。有保護細胞膜，

用苦瓜可做出多種菜肴，例如：豉汁涼

脂肪、碳水化合物，維生素C，粗纖維、胡蘿蔔素、磷、鐵

多種礦物質、多種氨基酸，還含有類似胰島素的物質。能消暑解

毒，除煩除 

抗癌，預防感冒，預防和治療腳氣病，預防壞血病、防止動脈粥樣

硬化，維持心臟正常功能，促進乳汁分泌和增進食欲的作用。對治

療糖尿病、痢疾、瘡腫、中暑發熱、痱子過多、眼結膜炎、小便短

赤等病有一定的療效。是名副其實的“苦口良

菜＂。 

瓜、排骨煮涼瓜、田雞炒涼瓜、牛肉炒涼瓜、

涼瓜炒雞蛋、百花釀涼瓜、排骨煲涼瓜（老火

湯）、肉片涼瓜湯……。 

以下向大家介紹“白灼涼瓜＂的做法： 

塊、白糖、麻油、食油。 

制法：（ ）將苦瓜沿縱向切成四長瓜條，刮去瓜瓢，再斜刀將

長瓜

用料：（10 人份）苦瓜 2 磅、腐乳 6 
 

1
條切成日字形的瓜片，洗淨備用；（2）燒水一鑊，待水滾，放



入少許食油和少許白糖，放入苦瓜片，滾至苦瓜剛熟透，將苦瓜撈

起瀝幹水上碟，配上佐料即可食用。（3）佐料的制法：腐乳放在小

碟裏，加入少許白糖和幾滴麻油，將其搗爛，即成。       ◎ 
＊＊＊＊＊＊＊＊＊＊＊＊＊＊＊＊＊＊＊＊＊＊＊＊＊＊ 

 

  

AApprr ii ll   BBii rr tthhddaayy   四四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梁金培 ( 3日) 劉思義（5日） 李安蕊（6日） 

 關麥小玲 ( 7日)  Ambrose Lo（9日） 趙蔚藩（14日） 

 朱家佑（16日） Wilson Huang（18日） 吳維健
 （18日） 

 尹德勝（29日）   April Wong（29日）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如有遺漏，請通知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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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園 地  
    

  “他們喜愛耶穌，但不去教會＂ 
~~~~   新 一 代 青 年 人 心 態                   －   良 仔 

 

(They Like Jesus but Not the Church 

~~~~   Insights from Emerging Generations) 
 

Dan Kimball 是加州 Santa Cruz Vintage Church 的牧師，他的著作 
“They Like Jesus but Not the Church”, 是 Kimball 牧師多年來，步出

牧師辦公室，用不少時間， 和“非基督徒” (Non-Christians) 的年青

一代 (20至30多歲) 談話的成果。他和大學生、年青學者、咖啡店經

理、廣告業經理、髮型師和新婚夫婦等在咖啡店談心。 
 
Kimball 牧師發覺這些年青人都喜愛耶穌，對神有好感，他們有閱讀

聖經及祈禱習慣。其中有很多不同原因，他們對教會和基督徒印象

都不太好。 
 
這些年青人，認為教會太 “政治化”，他們不喜歡 “Organized 
Religion” (有組織的宗教活動)，他們覺得一些教會太 “階級化”，教

友間又多紛爭，看事情又太 “負面化”。 
 
一位青年人指出，當他要見牧師時，覺得他自己如身在 “律師事務

所”，既要祕書通傳，又要約時間和等半小時，才可見牧師。也有一

些神職人員，以 “CEO”總裁自居，處事太商業化，缺少親切感，彼

此都是弟兄姐妹，為何如此生疏？ 
 
一些教會的禮儀，講道，音樂，活動都和青年人的想法脫節和存有

差異。年青人的想法和意見，大都不受重視，在議會當中也很少有

代表。一個教會缺少了年青一代，容易 “老化”及 “收縮”，也很少進

步。 
 
印度聖雄甘地曾說： “我喜愛你們的耶穌基督，但不喜愛基督徒，你

們的基督徒和耶穌完全不像。”Kimball 牧師指出教會的領袖和教

友，應該多和 “非基督徒”來往，不應該時常活在 “基督次文化的泡沫

中” (Christianity Subculture Bubbles) ，應多關心社區事務。很多基

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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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教會為 “避世的社交俱樂部”。他們只關心教會的事情，活在 “泡
沫”中。其實主基督真的想我們只活在 “基督次文化”中嗎？這是神所

喜悅的嗎？ 
 
以下是一些年青人的意見： 
Kimball 牧師從一些咖啡店員得知，他們都不願意在星期天上班，因

為當天，附近教會的教友在咖啡店中，總是多所埋怨，多所挑剔，

態度很劣，更不給 “小費” (Tips) 。 
 



當問及為什麼不去教會？一位理髮師說：“我不想如基督徒一般成為

“負面”想法的人 (Negative)----看事多埋怨，多負面，並不快樂，又

對人沒信心。世界上已經太多負面的事情，不想再去充滿“負面看

法”的教會。 他看見，又聽得太多人在教會中受到“傷害”，得不到心

靈平安，受到“排擠”和“批評”。不曉得為什麼教會中有這麼多“憤怒”
的人 (Angry Persons)。  
 
那麼青年人心中的教會應是怎樣的？ 
A)  不只是“講道”，而是有“研討”。 
B)  教會不單只是限於教堂的建築物。 
C)  多些時間思想及禱告 (Think and Pray) 
D)  是愛的地方，如家一般，互相扶

持， 互相寬容。 
E)  同情窮人，關懷貧苦人家，幫助窮

人，也多注重環保。 
F)  多教導耶穌的行事，多談及主基

督，以基督為中心。 
G)  教會能尊重我們的智慧，多探討，多研究神學問題；多些道理，

多談經文，多作深入探討，而不是簡淺道理。(Not to 
over-simplify issu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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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這人就是愛我的； 

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我也要愛他， 

並且要向他顯現。    （約十五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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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懸上主 36 秒–怒怒海海驚驚魂魂  （4） 
  
TThhee  LLiivviinngg  GGoodd  SSaavveedd  UUss  3366  SSeeccoonnddss    
  

  －－  ffrroomm  aa  WWaatteerryy  DDeeaatthh  （4） 
   － Daniel Yuen  － 

 
※ 續稿未到，有待下期再續，請諒 ! 
 

  A  P o l i s h  J o k e       － 晨  曦

(本笑話乃晨曦自友人的一則 e-mail 所轉載, 純屬笑話性質，並無歧視之意。) 

A Polish man married a Canadian girl after he had been in Canada a year or so and, 

o-car carport and have never really needed 

LAWYER "I mean what your relations are like?" 

 with 6.1 sounds. We d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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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WYER: WHY do you want this divorce? 

bottle at the drug store and put on shelf 

although his English was far from perfect, they got on very well. Until one day he 
rushed into a lawyer's office and asked him if he could arrange a divorce for him-"very 
quick". The lawyer said that the speed of getting a divorce would depend on the 
circumstances and asked him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LAWYER: Have you any grounds? 
POLE: JA, JA, an acre and half and a nice little home with 3 bedrooms. 
LAWYER "No," I mean what is the foundation of this case?" 
POLE: "It is made of concrete, brick and mortar," he responded. 
LAWYER: "Does either of you have a real grudge?" 
POLE: "No," he replied, "We have a tw
one."  

POLE: "All my relations are in Poland." 
LAWYER: "is there any infidelity in your marriage?" 
POLE: "Yes, we have hi fidelity stereo set & DVD player
necessarily like the music, but the answer to your questions is yes." 
LAWYER: No, I mean does your wife beat you up? 
POLE: NO, I'm always up before her. 
LAWYER: is your wife a nagger? 
POLE: NO, she white. 

POLE: SHE going to kill me. 
LAWYER: What makes you think that? 
POLE: I got proof. 
LAWYER: What kind of proof? 
POLE: She going to poison me. She buys a 
in bathroom. I can read - it says, "Polish Rem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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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要要 疑疑 、、 總總 要要 信信       －  關  生 

 舉世知名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曾對我們說：“ 在科學思想的進
化過程中，有一件事已經非常明白，這便是：物理世界的神秘沒有
一個不在告訴你，他後面還有神秘！” 他又說：“ 能知道確有我們
所不能測知的東西存在，我們的遲鈍官能只能略知它的皮毛。這種
感覺，這種認識，便是真正的虔敬信仰的中心。無限高超的神明，
在我們脆弱的心智所能覺察的小事上顯示出它的存在，我對之心悅
誠服，我的宗教信仰由此搆成。” 這裡、愛因斯坦所指的“ 神秘”
和“ 高超神明” 是創造萬物的主宰－上帝。 

 前晚，做完救主受難崇拜，懷著沉重的心情，返回家中，在電
視上看到主耶穌受難後，第三天復活，顯現在他的門徒中間，適逢
門徒多馬不在，因此第二天他們就告訴他說：“ 我們已經看見主
了” ，多馬卻說：“ 我非看見他手上的釘痕，用指頭探入那釘痕，
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總不信。” （約20：25） 

 從上面科學家與門徒兩起講說，感到極大的驚訝和諷刺。作為
主的門徒，多馬竟然講出對主不信的話，使人難以相信。反觀愛因
斯坦，他那堅決的語氣，深信宇宙中的運行如此有次序，必有一無
限高超神明在操縱著。他對上帝的虔敬和深信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其實當今世上像多馬那樣的信徒大有人在。除了多馬的“ 不見
不信” 的態度外，還有下面最常見的幾類信徒：一是半信半疑，二
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外表信仰，三是信但信不夠，四是信而不肯接
受，更有一些人常跨耀自己從小在教會學校讀書，經常參加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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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也參加詩班，聖經也念得不少，也對基督教的信仰，但僅是
外表的認識而已。他沒有真正的認罪悔改，接受主耶穌作他的個人
救主，讓聖靈進入他的心中，改舊換新，成為新造的人。 

 要培養一個人的信心，可比將一粒芥菜種栽植在肥沃的泥土
裡，藉著聖靈的灌溉，發芽生長，慢慢的壯大起來，成了大樹，在
風霜雨打中磨練出來的。 

 當我們看到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受儘痛苦、流血至死，擔當我
們的一切罪惡；我們還要像多馬那樣一定要親眼看到、親手摸到才
會信嗎？主耶穌對多馬說：“ 你因看見了我才信，那沒有看見就
信、有福了！（約20:29）”  
 仁慈的主，求你加添我們的信
心，不要因環境的變遷而動搖；要信就
要信到十足。因只有信而接受才會得到
主的新生命。又求主用聖靈不斷灌溉我
們軟弱的信心，日益強壯，啊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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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皮蛋鹹瘦肉粥＂談到“臘八粥＂   ~~~  新 炊 

 

    在受難節的前一天 (三月二十日禮拜四)，羅省聖加百利堂在晚上設

“愛筵＂---- 輕膳，接待在晚上參與設立聖餐日崇拜的會眾。 

 

   “愛筵＂----輕膳一方面是承傳了猶太人逾越節慶典的傳統，另方面

用以紀念主耶穌昔日藉逾越節晚餐，向門徒表達祂的犧牲大愛。 

 

      多謝KING 嬸，她花了一個下午的時間去作輕膳的準備，烹煮了一

大鍋“皮蛋鹹瘦肉粥＂。雖說是輕膳，以簡樸為原則，然而肉粥加上

了油條，也堪足以讓剛下班的人們飽肚了。 

           

    在用膳的時候，眾人偶爾談到中國南方人“食粥＂和北方人“吃

粥＂的異同；後來更談到“臘八粥＂來。據來自天津的李怡弟兄說：

臘八粥裡面主要是大米、豆子、粟米、珍珠米、紅棗、菱角……總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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什麼穀物都可加上。 

 

    臘八粥的來由眾說紛紜。有說是與明朝太祖朱元璋有關，他幼時

貧窮，饑不擇食，竟將鼠洞當中散碎穀物，煮成一鍋粥來填肚子。

後來做了皇帝，吃多了山珍海錯，竟念起以前吃過的那種粥來，遂

命御廚以各種的五色穀物雜糧煮粥，款待群臣。那一天是農曆臘月

(十二月)初八，因此稱為臘八粥。 



 

    另一說與民族英雄岳飛有關。岳飛因著十二金牌，急急班師回

朝。他軍糧不足，幸賴地方百姓，以五穀雜糧煮粥接濟。在臘月八

日，岳飛道謝離去。後來，他被誣害至死，百姓遂於每年的臘月八

日煮粥分用，藉以紀念。 

 

    至於中國的佛教徒則以釋迦牟尼成佛是在十二月(即臘月)初八，

遂以“臘八＂為成道節。在古代，各寺院都在這天誦經紀念牧女獻

乳糜事給苦修疲憊的釋迦。他們更以各鍾香穀、果實煮粥供佛，稱

為“臘八粥＂。 

 

    又另說與漢朝農民慶賀豐收，迎接吉

祥，祭祀“臘神＂有關。 

 

    總之，一粥一飯，來處不易，亦由來有

因，當感謝主的恩賜。      ◎     
**************************************************************************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我我      的的      父父      親親                      
  

 一個糢糊卻忘不了的「影影子子」     
 

 曾經讀過不少關於“ 父親” 的文章。其中以求學年代、在國文
課本那一篇“ 背影” （朱自清先生寫的）、最讓我感動；我先後讀過
多次，每次都一樣（讀時、眼睛總是噙著一眶淚水）。也見過很多同
學寫一些關於“ 我的父親” 、“ 我的母親”  ……等；只是自己從未
寫過，因為我對父親的事情知得不多、也不知從何下筆。 

 記得1939年的春天，廣州已經淪陷，日軍四處肆虐，那時風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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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唳、人人自危。為安全起見、我們不能不作“ 逃亡” 的準備。要
到一個最安全、距離最近的地方，經過再三考慮、大家都認為“ 難
民收容所” （簡稱“ 難民院” ）最為穩妥。當時聖公會開辦了兩間難
民收容所：一間在淪陷區裡、廣州聖三一中學的校址（學校已遷往香
港），由侯利華牧師（英人）主理。另一間借用中山縣翠亨村總理故
鄉紀念中學（學校也遷往澳門了），由屈定伯牧師（英人）主理。當

時的“ 難民院” 都由外國人（教會）辦理，日本軍人不會“ 搔擾” 歐
美等外籍人氏。（因為英、美仍未對日宣戰。）我們當時不想進入淪
陷區，就祗能“ 逃” 到翠亨村避難。在難民院裡、我們碰到很多位
教會同工及家人，其中我最熟識的：慕容賢會吏長的家人、潘兼三
先生一家人、羅庇之先生一家人……等（還有些是過境或作短暫停留
的）。 
 
 難民院裡、大家吃院方供應的“ 大鑊飯” ，不用化費。父親在
附屬的小學幫忙，母親懷著小妹、帶著小弟，其餘我和弟妹三人在
小學讀書，生活平靜。到9月、小妹出生了，我們為她而高興。誰知
到了12 月下旬、母親患了重病躺臥在醫院的病榻，就在聖誕節那
天，大妹（雅麗、七歲）只為“ 出麻” （麻疹）、而病逝醫院，父親
非常傷心，是死得太突然了。第二天出殯時，由殮房送到墳場的、
除了兩名仵工、主禮的傳道人羅庇之先生（他是父、兄的好友）外，
就是我和父親共五人，當時的景況、我僅能用“ 悽涼” 兩個字來形
容。辦完喪事後，隔一天父親感到不適，以為“ 頭暈、身熱” 、小
事一樁，不以為意。誰知五天的“ 小病” ，竟攘成“ 醫生也診斷不
到的” 重病。1940年元月2日、父親返回天國了（死時祗有49歲），
又死得那麼突然。父親去世時，兄長們都不在左右；大哥在荷屬蘇
門答臘（今日的印尼）從商；二哥應侯牧師邀約、在廣州聖三一難民
院幫忙；四哥在香港聖三一中學讀書；環繞在病榻旁的兒女中，我
是最年長的一個（亦只有十二歲吧了）。問我父親是怎麼樣一個人？
我又怎能說得清楚、講得明白呢？一個十二歲黃毛小子的觀察力，
能有多少認知呢？我知道的、僅僅皮毛而已！  

 根據父親親筆抄錄的“ 族譜” ，他在自己名子那一欄、是如此
記載著：『一生非常坎坷；三歲喪父（祖父死時才30 歲），六、七
歲時因家境窮困，母親改嫁；他隨母到繼父家，在那裡的生活、艱
苦依然，平日不單要幫傭、還兼“ 放牛” （做看牛仔）。到了八歲，
祖母也離開了他（因病逝世）；彌留時、有人問她還有什麼心事未
了？有何牽掛、或任何說話要留給兒子？她說：「沒有什麼好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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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掛的，“ 有肝有腎自然大” ！」這就是我祖母臨終的遺言（非常有
哲理）。因為父親是五代單傳、也是長房的唯一孩子（長子嫡孫），
要是沒有他，長房便要後繼無人了。在這個情形下，曾叔祖父托人
到處尋訪；經過了一段時日，最後是曾叔祖父把父親找到及親自接
回祖居的。 



 曾叔祖父是一個虔誠基督徒，二叔祖父是一名西醫，他們都熱
心教會。回家後、父親自然繼承了他們的信仰，唸過幾年書後又跟
三叔祖父學修理鐘表和機器。一次修理火槍，被人意外誤傷右手，
當地的庸醫大意且醫術不精，經過兩週治療、卻絲毫不見起色。最
後才匆匆趕往廣州博濟醫院，經過院方診斷：「該手傷延誤了醫療時
間、已經無法痊癒了；唯一辦法，把受傷的手割除掉才能保全性
命。」從此，父親沒了右手、只能用左手工作了。 

 相信是上帝的安排，父親被英國聖公會的蘭牧師（他是英國差
會駐省、港的代表）賞識，送了一隻義肢、又介紹進入廣州白鶴洞協
和神學院讀書；所以很多聖公會的前輩牧師及傳道人與父親都熟
識。神學院出來，被教會委派為傳道；在增城、高要、鶴山和新
會……等地為教會做侍奉的工作。（蘭牧師也曾推荐父親為牧師，可
是有人極力反對，故不能在會議中通過。反對的理由是：「他身體有
缺憾、“ 一隻手” －不能施行聖事」。只是這個理由後來被“ 綠
叔” －張綠薌牧師戮破了，“ 綠叔” 也是“ 一隻手” 啊！）  

 父親對自己一生坎坷的際遇從無怨言，他敬愛上帝、愛人也愛
家。我曾多次聽他講過：「上帝祝福我，賜我這許多兒女，我希望在
你們之中、能有一個奉獻給祂，侍奉祂、為教會工作！」。【可幸二
哥（國輝）沒有讓父親失望，二哥一生都在教會裡工作，就算退休後
仍在別的地方義務侍奉；連他唯一的兒子文耀（Manuel）也在美國做
牧師。】父親一生忠誠，是一個“ 寧可自己吃虧也不肯佔別人半點便
宜” 的人。在街坊、鄰舍、親戚和朋友的眼中：他有著謙虛、慷慨的
性格；對長輩尊敬、對朋友尊重、對族人和睦、對環境不好的人體
貼，他有一副憐憫的好心腸（就算自己的入息並不豐裕、經濟拮据，
也不能使他停止這樣的行為）。還有一件好像很矛盾的事：他對別人
的孩子溫柔，對自己孩子的管教卻非常嚴苛。因為我生性頑皮反叛，
是一個口多手也多、令人頭痛的孩子，所以父親對我需要特別費心。 

 父親很得“ 人和” 、受人敬重。有一年，香港聖公會少年夏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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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在鴨　洲漁民學校舉行（標叔－李應標和彭榮昌兩位牧師分擔正
副主任）。因天氣熱晚上很難入睡，我們三人便走到學校中央的空地
上乘涼、“ 天南地北” 地聊，很多時聊過午夜。言談中、標叔知道我
是麥信享的兒子後，講了一些關於他和父親在協和神學院讀書時的情
形。最後他告訴我：「做牧師有這個好處：在教會、我以前認識了你

的父親，大家是好同學、好同事、好朋友，如今他不在了，我又可以
見到他的兒子－你、這跟見到你的父親還不是一樣？！」 
 記憶裡、我與父親相處的12 年中，開頭那幾年是怎樣過？我
絲毫沒有印象、跟本就是記不起。勉強些、模模糊糊有點印象的，
亦只是11－12  歲那兩、三年的事。父親離開我們快七十年了！這
其間，“ 物換星移” 、很多事物都成“ 蒼海桑田” 啦！我最不能忘
記的、也是印象最深刻的是父親的影子：「每當父親遇到“ 為難” 或
“ 解決不了” 的問題時，他總是一個人在室內踱著方步，從這邊走
到那邊，再從那邊走回這一邊；他一言不發，兩邊不停地往來踱
步。思想著解決的方法，踱個三、四十分鐘也是等閒的事。（每當他
踱步的時候，我們都可以清楚地看到或聽
到他內心的焦慮和不安。） 
 父親早已離開這個不愉快的世界，
到那永遠沒有愁煩與苦惱的地方了！留
下來的、亦只有那“ 模糊卻又忘不了”
的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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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Blessed be God for the month of March for my knowledge was increased at St. 
Gabriel! It was in the beginning of March, as I made my way to the office across the 
parking lot, I was delighted by a fragrance. The fragrance is new to me, for it is so 
meticulous, refreshing, enduring and cheerful. Finally I found out the fragrance 
comes from the blooming flowers of two orange trees. The fragrance still breezes 
at the time of writing. I had been ignorant of the existence of orange flower, though 
I am now 50 plus! I have heard of “honey flower honey”, yet I thought it was merely  

15 

an attractive brand name, same as the brand names of “dragon beard candy” or 
“dragon beard vegetable”. Now, knowing the existence of the orange flower, I am 
proud of being a more learnt man! 
 
Aroma, in essence, is a volatile chemical substances, which is shapeless, 
intangible, but unconcealable; it recalls ones memory and cheer one up. The 



aroma of the orange flower associates my thought to the “fragrance of Christian” as 
mention by St Paul’s second letter to the Corinthians. It is appropriate to use 
fragrance to describe Christian spirituality, and it is highly appropriate in Anglican’s 
case. 
 
In my ministry I have met some Anglican christians, who does not have a pious 
outlook, for they knew a little Bible but not very familiar with it; for they are adoring 
worshippers but they dare not to say a extemporary prayer, and most of them have 
gone through a lot of sufferings in their life but they never complaint.  
 
There was an elderly lady, widowed for many years, whose son was killed in a 
Christmas morning by a car nearby her house. She was so devastated by the 
accident that every year she could not help to celebrate the Christmas with other 
cheerful people, but stay quietly in her home. Before I left UK her health was 
declining, and she was still live by her own. Every morning at 8am a helper would 
come to “lift” her up from her bed with the help of a machine, dress her up and 
placed her in a comfort chair for breakfast and medicine. At noon, the helper would 
come to care for her lunch and snacks, then left. At 8pm, the helper would come 
again to clean her up, give her a drink and some biscuit and “lower” her down to the 
bed with the machine. And this was her daily life. And I think this is not the kind of 
life for most of us to look for. But she kept living honestly and decently everyday, for 
she knew God was looking after her everyday. She forgot not to say her prayers for 
others, was ready to give people smile and well wishes. In her spirituality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s shapeless, intangible yet very real, very aspiring. Oh! that is the 
fragrance of Christian…Oh what a model Christian to me! 
 
Let us share and appreciate this fragrance in our Easter season as we march 
onward in our pilgrimage!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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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   享   篇                －  由 莫 遲 疑 提 供  
 

2008年四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4.  魔鬼是有力量的，聖經講到「有一個人，許久不穿衣服、不住房子、只住
在墳塋裡。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鐵鍊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鍊掙斷。」 那是
一個人有魔鬼的力量。 魔鬼有超過一千倍人的力量。 就算我有天然的力
量，我還是無法和他們對抗。 我只能哀求憐憫，可是他們沒有任何的憐
憫。 
 
馬可福音 5:3  那人常住在墳塋裡，沒有人能捆住他，就是用鐵鏈也不能 
路加福音 8:27 這個人許久不穿衣服，不住房子，只住在墳塋裡。 
路加福音 8:29  他常被人看守，又被鐵鏈和腳鐐捆鎖，他竟把鎖鏈掙斷 
 
(下期再續)   莫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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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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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份同心團契例會前有韋氏伉儷新居之祝福禮， 
當晚出席的弟兄姊妹非常踴躍，請看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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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枝主日（三月十六日）崇拜前，大眾列隊準備進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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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 八 年 復 活 節 之 主 日 崇 拜 與 慶 祝 活 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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