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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編  者者  話話    －  梁金培      
 

       「 未見你們回到教會參與主日崇拜，到哪裡去了？」午間在餐廳相

遇，順便問了一句。 

        「…… ……嗯！真不好意思啊。我帶同女兒陪友人到哈崗市西來

寺去了。適逢陰曆八月初一，友人說要吃齋菜還神。我們也只

是…… 」。答話的是我們新近加入教會的姐妹，態度一片誠懇，略帶一

點尷尬神色。 

*  *  *           *  *  *           *  *  * 

         午間的短短一段對話，值得我們深思。「 我們基督徒可以到異教

的寺廟去嗎？」 

        聖經記載：「我所親愛的弟兄阿、你們要逃避拜偶像的事。」(林

前 10:14) 

        午膳席間的眾人都是資深的教友，在美國羅省生活，無須諱言，

我們都曾經到過哈崗西來寺觀光，也許不只一次了。 

          我們得承認，不同的社會存在文化的差異。若然，我們堅執不去

認識和接觸不同的文化，社會的鴻溝就會形成。 

          面對不同的宗教文化，處理方法與過程也應該是相同的。我們的

義要勝過「文士和法利賽人的義」，否則的話，會叫我們跌倒。西來寺

展現了某一方面的東方宗教文化，只要我們心裡面不存在偶像崇拜， 

我們也不妨抱持一種開放的態度去認識它。 

          對於「入鄉隨俗，入廟拜神」之說，則須多加考量，萬勿太隨便。

淺嚐香積廚的素菜尚可，惟不宜「坐下吃喝，起來玩樂」(林前10：7)，

或參與不同形式的酬神勝會；若然隨眾入廟上香拜神，更是違背了我們

十誡信條，要知道「除了我以外，你不可以有別

的神」(出 20：3)。 

        假日外出遠遊，舒展身心，自是好事。不過

當守安息日為聖日，就算是外出遠遊，未能參與

自己教會的崇拜，也不要忘記讀經、祈禱和靈修

啊！ 

        聖聖 加加 百百 利利 佳佳 音音   

  St. Gabriel’s Tidings 

                                             2008 年  9  月 號 
                                      

        第一百一十四期 
＊＊＊＊＊＊＊＊＊＊＊＊＊＊＊＊＊＊＊＊＊＊＊＊＊＊＊＊＊＊＊＊＊＊＊＊＊＊＊＊＊＊＊＊

  

 

   牧 師 的 心 聲         
 

各各位位 主主 內內 弟弟 兄兄 姊姊 妹妹 ,, 

 
我們感謝主賜我們一個叫人興奮的八月份，原因有二：其一、我們的
主日學可以成功重新復課；其二、我們目睹一個在百年前被邊緣化的
民族真正站起來。 
 
我們的主日學去年因師資短缺，不得已停辦了。雖然曾經試圖復課，
但最終還是辦不下去。之後我們下了很大決心，在負預算的逆勢下，
譏決任聘一位部份時間的青年幹事，主理我們的主日學事工及青年工
作。但蹉跎好一段日子後，才發現人才難求；再後我們回到上帝座
前，十八弟兄姊妹連續為主日學禱告四十天，結果出乎我們所想所求
的，最後竟有九位弟兄姊妹願意當導師！原來我們所需要的，上帝已
沛然安排！ 
 



最難得的，是他們大部份都從未接觸過教學工作，枉論主日學經驗，
他們都是抱著一顆愛教會的心，戰戰競競的，見步行步的，倚著聖靈
的引導來負起這使命。藉此，我們學會了祈禱的功課，信心的功課。
不但如此，我們的青年人因參與主日學工作，直接間接地促成了他們
更 密 切 的 聯 繫 ， 使 我 們 的 青 年 人 更 團 結 ， 他 們 剛 在 網 站 上 特 設
facebook 專區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歡迎各位青年進入
這個平台，互相交流。噢！這豈非上帝賜給我們的一件意外的禮物？ 
 
我們透過八月中的北京奧運會，看到一個民族真正站起來。但這不是
因為今天中國得到51枚金牌 (74年前，全中國只有一位鎩羽而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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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動員劉長春隻身參加奧運 )；也不是因為那激動人心、氣勢磅礴、 
絢麗壯觀的開幕禮及先進的場館…而是因為在中國現代化的過程中，
有一位中心人物胡適，他批判舊禮教，提倡白話文，更提倡“ 全盤西
化” 。他曾說：“如果我們還想把這個國家整頓起來…只有一條生
路，就是我們自己要認錯，我們必須承認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質
機械上不如人…並且道德不如人，文學不如人，藝術不如人，身體不
如人。”胡適的主張，我們不經意地就認同了，於是，我們都以為西
方的一套才是可行的，甚至是唯一可行的。但我們從今次奧運會看
到，中國用自己的組織方式，組織結構，管理方法，同樣可以取得成
功(要知道小事如疏渡十萬觀眾開幕禮後迅速安全回家也不是一件易
事。) 打破了我們“百事不如人”的迷思。 
 
還有，民眾在北京奧運會面對“ 海外軍團” 時(即中國人入籍他國後
為他國效力的運動員，目前已有十數位)，展現出寬容包含的態度，
視其為“ 世界村” 的“ 和平大戰” ，沒有持著狹隘的民族主意眼光來
看待他們。這顯示了民眾自信的心態及包容的視野。讓這次奧運會在

歡笑、喜悅、激情、淚水中成功謝幕。因此，我認為我們已目睹一個
在百年前被邊緣化的民族真正站起來了，這是我們的先輩們等了一輩
子也等不到的見證。深哉！上帝大恩。 
 
請繼續為我們的主日學禱告，並為那些在九月份領受洗禮及堅信禮的
人禱告；主祐。 
 
你的牧師     盧君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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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八月裡、夏日炎炎、各項活動暫時休假。  

八月份是一年四季裡天氣最炎熱的季節，所以國語團契、耆英會、同
心團契與婦女會八月份的活動都會暫時停止、休會一次，所有其他聚
會也要等過了勞工節後、到九月份才會舉行。祈請弟兄姊妹們留意每
週的週刊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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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 年 仲 夏  Pizza 夜 ： 

Theresa & Ambrose 邀請
青年朋友們於八月廿二日
（星期五）下午到牧師館 

Pizza 晚 膳 。 飲 “ 醉 ” 吃
“ 飽” 後，大家閒聊歡聚，
分享了一個難忘的夜晚。為
了進一步維繫，青年們在網站特設  facebook 專區（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歡迎青年們加入。（感謝牧師與師母當晚準備之



豐富食物、及美味糖水。）青年們又定下了九月中、再作一次聚會，至
於日期目前仍未決定，稍後將另行通知。 
Youth Fellowship 
 

We finally had our first student fellow-ship in August! I had been wanting to really get to 
know the other youths at our church, but we did not have the best chance to interact 
because of our busy schedules. The stud-ent fellowship was a great way for us to 
mingle outside of the service. Most of us did not know everybody’s name at the 
beginning, but we quickly learned them through an ice breaker game. As we waited for 
our pizza delivery, we learned even more about each other through another fun ice 
breaker game. I really enjoyed our conversation because everyone was very 
comfortable in sharing about themselves and we had a great deal of fun learning about 
each other. Theresa’s friend Dorothy shared with us why student fellowships are 
important to her after dinner. This was followed by some singing, delicious 糖水by 師
母 and the Olympic Games. I personally miss having a youth group because it helps 
the youths better connect with the church and each other. We used to have an active 
youth group here at St. 
Gabriel’s, but a lot 
changed as we slowly 
went off to college and 
acquired busy schedules. 
Now with a new student 
fellowship, we can set up 
monthly meetings as it 
suits our schedules. With 
the success of our first 
fellowship, I believe we 
laid down a solid foundation because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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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enthusiastic to continue getting to know each other and we are eager for a strong 
fellowship. I am very excited about our potential for growth and thankful to all who 
participated in our first student fellowship! I am looking forward to our next fellowship 
and I hope to see even more youths at our next meeting! 
  

    主 懷 安 息    
 

本堂教友古萼春（Elaine）姊妹在七月廿七日晚息勞歸主，已於
八月九日（星期六）早上九時半在亞罕布拉市中華殯儀館舉行安

息禮拜，隨後安葬於玫瑰崗墓園。遵萼春姊妹囑託，懇辭花
圈，將花圈金全數奉獻教會作聖工之用，榮耀上帝。 
 

                 代  禱  事  項 

1. 為身體軟弱的兄弟姊妹禱告，其中包括：李陳景球 、馬楊美德、關
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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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請繼續為本堂招請青年幹事祈禱，雖然已尋覓了一段時間，然而合意
的人選仍未覓色到。我們又為主日學事工祈禱，因為栽培下一代是我
們責無旁貸的使命。我們需要青年幹事、需要主日學教師，懇求天父
幫助，俾能早日成功，同心合力宏揚救世的福音。 

 

   九月份及以後之重要活動預告   
 

同心團契、聚會：  九月十三日（星期六）下午六時半、兩個團契聯

合在副堂舉行活動。今次聚會將由植劉寶珠姊妹主持。並

請得尹德勝弟兄分享話題：「最新港台動態」。屆時歡迎弟

兄姊妹踴躍參加！  

耆英會 ： 九月十七日的耆英例會照常在圖書館舉行，懇請年長弟
兄姊妹們留意，屆時務請攜同親友踴躍出席。 

普通話團契： 九月二十日下午五時三十分假副堂舉行普通話團契例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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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說普通話的弟兄姐妹外，亦歡迎其本堂外展部開辦之普 

 通話（國語）班，定於每星期六早上十時半至十一時半在
會議室上課；有意學普通話的人、請與辦公失聯絡。 



聖洗禮：  九月二十一日午堂、是國、粵語聯合崇拜，本堂將會舉

行聖洗禮。有意歸信重生者、請向盧牧師報名。 

堅信禮： 九月二十八日、本教區 The Rt. Rev. Sergio Carranza（助

理主教）蒞臨本堂作兩年一度的牧訪，又參加午堂的聯合

崇拜、並將主持堅信禮。有意參加者請聯絡辦公室報

名、亦可於九月二十日（禮拜六）早上十時至十二時前來

上課。崇拜後在副堂有餐聚聯誼，祈請大家踊躍出席。

有關詳細情形，請與盧牧師聯絡。 

 下圖是出席八月份生日會的壽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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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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SEEPPTTEEMMBBEERR  BBIIRRTTHHDDAAYY      九九月月生生日日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趙翁少芳 ( 3日)          Serena Liu （3日）   譚吳巾雄 （4 日） 

 王鄭安妮（5日） 霍惠瑜  ( 7日) 霍惠枝（13日） 

    麥陳艷素（17日）       鄭王玉英（19日）      羅思凱（陰曆9月）        

Tina  Ho（23日）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如有遺漏，請通知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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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吳 維 碩 師 傅    

      今日介紹：  蘿 蔔  

中醫藥學認為：蘿蔔，性味辛甘、涼，入肺、胃經。具消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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滯，化痰熱，下氣，寬中解毒之功效，有很高的營養及保健價

值，常食蘿蔔，有益健康。 

蘿蔔，味道鮮甜，能與多種肉類、水產品配菜，而且容易製

作。例如：牛腩煲蘿蔔、牛肚煲蘿蔔、排骨煲蘿蔔、炸魚丸蘿蔔

煲、蘿蔔魚頭煲、清湯牛腩、蘿蔔牛蒡湯······。 

在此，向大家介紹“蘿蔔牛蒡湯＂和“魚餅蘿蔔絲＂的做

法： 

 魚餅蘿蔔絲 

材料：（六人份）蘿蔔2磅、瘦肉2安士、炸魚條3安士、蝦米

少許、生薑一塊、蔥白2段、鹽、白糖、蠔油、生抽、料酒、味

精、雞粉、胡椒粉、生粉、食油、麻油。 

制法：（1）蘿蔔削去皮、洗淨、切成絲，瘦肉和炸魚條也是

切成絲，姜切成絲、蔥白切成蔥粒，蝦米用水浸至發軟後撈起待

用。（2）燒紅鑊，落油，放入薑絲和蔥粒稍爆，放入肉絲和炸魚

絲，贊料酒，下少許麻油，炒勻，加入糖、蠔油、生抽、和少許

胡椒粉調味，炒至肉絲等熟透，盛起待用。（3）燒紅鑊，落油，

放入蝦米爆香，放入蘿蔔絲，加入少許水或上湯，蓋上鑊蓋煮至

蘿蔔絲軟熟，放入炒熟的肉絲和炸魚絲，煮滾然後放入鹽、味

精、雞粉調味，落包尾油，用濕生粉勾茨，上碟即成。 

 蘿蔔牛蒡湯 

材料：（六人份）蘿蔔2磅、牛蒡10安士、豬排骨8安士、生薑

一塊、鹽、雞粉。 

制法：（1）蘿蔔去皮洗淨後切日字形片。牛蒡去皮洗淨後斜

切成片，然後用水浸泡約半小時。生薑洗淨後用刀拍裂。（2）排

骨斬成小段，然後飛水，撈起。（3）把蘿蔔片、牛蒡片、排骨、

生薑放入鍋裡，加入適量的水，猛火煲滾後調為慢火煲一小時，

放入鹽和雞粉調味，即成。 

這道湯能幫助調整人體消化功能。如果因飲食過度引起腸胃

飽滯甚至脹氣，不妨試試吃這道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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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友 園 地 
  

＊  看 京 奧 有 感  ＊    － 關 生  

 第廿九屆的奧運終
於在八月八日○ 八年八時八分在中國
北京的嶄新國家體育中心（鳥巢）舉行開
幕，以 
嫦娥奔月的飛天方式，在半空中跑步，點著聖火，照亮北京城的夜
空，也點燃了中國百年的夢想。這場歷時三小時的開幕典禮，他們以
氣勢壯麗，無以倫比的表演，強烈的節奏，高潮迭起，掌聲如雷，令
在座各國元首和九萬一千觀眾，驚嘆不止。 
 

 北京奧運以“ 同一個世界、同一個夢想” 作為今屆主題。開幕儀式
不僅中國傳統十足，表演中以示地主之誼，熱誠地向各國運動員伸出
友誼之手，充分表現出中華民俗固有 “ 四海之內，皆兄弟也”  的傳
統。這也切合奧運的宗旨：和平，友誼和進步，這一夜北京城睡不
著，這一夜北京城忘不了。 
 

 選手們經十六天的龍爭虎鬥，各盡其所能，尤以中國健兒，非常出
色，打破有史以來的戰績。結果獲得金牌51面，銀牌21面和銅牌28

面，合共100面。若以金牌之數計算，應居世界第一。無怪前奧運會主
席Samuranch向媒體的記者說：“ 這屆奧運的成功，是無以倫比，中
國辦得最好，China is number one！”  
 

 今屆參賽的運動員有11,028名，來自204國家和地區，人數之多
為歷來之冠。根據京奧組委的記錄，在這次競賽中刷新36項記錄之
多，產生205面金牌，206面銀牌和232面銅牌。其中有四十個國家
及地區的運動員獲得金牌，七十多個國家和地區運動員獲得獎牌。 
 



 此次京奧的贏家自然是參賽的健兒，然而最大的贏家應是中國的
人民及所有的炎黃子孫。因為中國在十六天內向全球展示了一個全
新面貌的中國，一個不是在外國人眼中的“ 東亞病夫” 的中國。這
幾天來，碰到我的鄰居和同事，他們都向我豎起他們的大姆指說：
“ 中國真的強大起來了” 。我內心感到無比的興奮，抬起頭來，吐
氣揚眉，做一個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今屆京奧化了七年的準備工夫，投入四百多億的金錢，動用了37 
9 

個運動場地，包括新建的十二個大型運動中心，如 鳥巢、水立方泳
池等。還有千千萬萬的工作人員，五十萬的志願義工，加上全國人
民，上下一心，同心合力，京奧才有如此輝煌的成功。由此看來，
一定要配合財力人力，才可以致勝，這也是成功的因素。然而筆者
認為人力最為重要，尤其是對這五十萬名志願義工們更為敬佩。 

 記得在京奧閉幕的第二天，L.A.時報刊出一張相當大的照片。照
片的背景是正在進行著閉幕儀式的 鳥巢，照片的中間是數位青少年
男女坐在石凳休憩。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一種得意和欣慰的神情。
因為他們在那裡聽到 鳥巢裡面一陣陣傳來的雷動掌聲，顯示他們對
奧會所獻出的，收到極大的報酬。由這感人的照片，我聯想到我們
教會，擔當義工的教友，雖是不少，但美中不足的是他們只是擔當
一些平日的和短暫的工作，而忽視去計劃長遠事工，如目前盧牧師
去恢復主日學的計劃；積極發動增加新教友；組織或參與其他教會
去宣揚福音等活動。要知道教會的聖工有賴於有遠見有魄力的志願
義工來推動的。盼望這次奧運會帶動我們走向新的未來。 

 下面是一些有關奧運的資訊，謹供讀者參考： 

（一）  奧林匹克起源於Olympia，希臘。 

（二）  第一屆奧運會，1896年在雅典，希臘。 

     第二屆奧運會，1900年在Paris，法國。 

     第三屆奧運會，1904年在St. Louis，美國。 

（三） 在這廿九屆期間，曾有三
  次取消進行： 

 1916年在柏林，德 國 。 因
 第一次世界大戰。 

 1940年在芬蘭及 

 1944年在London,英國。都因第二次世界大戰而取消。 

（四）  奧運的旗幟： 

  五個不同顏色的圓環扣在一起，印在白色布上。 

五個環是代表世界五大洲。選用六種顏色（白、紅、黃、
藍、綠、黑），相片之中每一個國家的旗幟都有其中的一種
顏色。 

（五） 奧運的箴言： 

 最快、最高、最強。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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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y Tribute to My Mom – Elaine Koo 
 

When asked about how Mom and I got along, Mom would 
always tell of the same story. It would happened about 10 
years ago when I first started college.  One evening before the 
final paper was due at midnight, my computer monitor broke.  
So, in order to complete my paper, I needed to get a new 
monitor, fast.  We decided to drive to Costco since it was the 
closest place from where we lived.  We loaded the monitor 
onto the car and hurried home.  As we were driving on Palm 
Street near Fremont (some of you may know it’s an industrial 
street that gets really quiet at night), my car broken down.  
With no way of asking or calling for help (cell phones were 



scarce then), Mom got out of the car and started pushing.   
Let’s pause to get a mental picture here: a scared 18 year old 
girl sitting in the driving seat while a tiny middle-age woman 
pushing the car from behind.  And this is the exact picture of 
how I remember my mom – her perseverance.   It didn’t 
matter if she was working two jobs to support the family, 
studying until midnight for her exams, making friends with 
strangers she met in the marketplace, she was always quietly 
pushing and pushing. 

 
In one of her school papers, she wrote, “I realize that life is 
full of surprises and we never know what is coming up.  As 
long as I am alive, I will laugh as much as I can and love as 
much as I can.  Only then, when I die and see God face to 
face, I can say, ‘Lord, I loved as you have loved me.’ ” 
 
Indeed, she lived a short but loving life.  Although she didn’t 
receive any medals, I am proud, honored and blessed to be 
called her daughter.   

Mom, enjoy your time with God, and I will join you later!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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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萼春女士生平略述 
 

  古萼春女士，1947年生於中國廣東省茂名縣（現高州市）的一個興旺富有

而又具有深厚中華民族傳統的書香世家。在家庭兄弟姐妹中，年齡最小，排

行第八，暱稱八妹。 

 八妹天生聰慧，美麗活潑，既是父母的掌上明珠，也備受兄姊們的疼愛。 

 出生於一個家庭，八妹本應有一個幸福而美好的童年。但是，天有不測，

造化弄人。當八妹不滿三歲，她根本上還無能力弄清她所來到這個世界是什

麼東西的時候，由於眾所眾周知的原因，中國的政權及社會制度發生了更

替，社會觀念在一夜之間倒轉，知識與財富刹時間變成了社會罪惡。昔日樂

善謙和，熱心助人，社會欽慕，備受尊崇的家庭，突然變成了社會的敵人。

祖宗幾百年積累下來的家業，全被抄家没收毁於一旦。當時家裡所受到的衝

擊，實在不堪回首，難以言狀。在那極其惡劣的社會環境中，寒冷酷熱、饑

餓、疾病，每時每刻都威脅著八妹那幼小的生命。但是八妹却在家人的全力

照顧與關懷下，硬是闖過了一道又一道的鬼門關，表現出她那雖然幼小，然

而卻極其頑強的生命力。 

 談到八妹的過去，就離不開談我們的家庭，談到家庭，就必須要談到我們

的父母。父親出身書香世家，兄弟四人均是大學畢業生，是一個非常善良、

敦厚而又正直的讀書人。父親大學畢業後就到海外留學，學成回國後本可以

在當時的官場裏大顯身手，平步青雲，但他卻不恥與那些充滿腐朽陋習的鑽

營者為伍，不到三個月，毅然辭職轉去教學。母親出身名門，外祖父早年追

隨國父，頗有建樹，母親在家裏排行老大，跟隨在外祖父身旁多年，深受外

祖父影響，處事幹練明快，極具巾幗不讓鬚眉的組織指揮能力和過人的魄

力。但母親管教我們，卻有一套非常科學而又嚴謹的方法，有時非常的嚴

格，而更多的則是極其細心、耐心與慈祥。從我五歲開始，母親便開始教導

我們的讀書、學習、做人、做事。八妹便是在母親親自誘導與教育下，四五

歲便開始學習幫助家裏做家務，從燒火做飯、洗菜、洗衣服樣樣都幹。最令

人佩服的是母親居然經常可以使我們在學習中得到許多的樂趣。孟母三遷、

哭竹生筍、臥冰求鯉、孔融讓梨、岳飛、穆桂英、花木蘭、許許多多中國歷

史上的名人的故事，從小就被母親深深印刻在我們的心中，成為我們的榜

樣。而我們的先輩的那種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年的刻苦讀書的精神，

也是通過母親的傳述，變成激勵我們的奮發向上的力量源泉。 

 父母親先後去世時，八妹分別只有五歲和十歲，但是因為有父母親的榜樣

教誨，使我的兄弟姐妹精神團結，患難與共，父母去世後，我們要依靠最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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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的兩位兄長的撫養，使我們能繼續上學，照常成長。在父母親的培養下，

我的兄弟姊妹的手足之情，何止海深。 

 八妹的聰慧與勤奮，在她上學讀書及以後的工作中都得到了充分的表現。

在她的學習生涯中，她的成績一直在班中、年級中名列前茅，是學校中品學

兼優的學生幹部和高材生，經常受到學校的嘉獎、恩師的表揚、同學的欽

佩。 

 1966年5月，有十年浩劫之稱的中國文化大革命開始排山倒海般的席捲中

國大地，一時之間翻江倒海驚濤駭浪，所有的學校均被逼停課，「革命」在校

園中鬧得天翻地覆。那時八妹才剛好讀完高中一年級，命運對她再一次的作

弄，一時間又變得讀書無路，求學無門。對於一個強烈求知的青年，這是一個

多麼嚴重的打擊。然而，也是這次文化大革命，使八妹變得更加堅強，更加成

熟。 



 一九六八年十二月九日，也是中國「一二‧九」學生運動的紀念日，在「革

命」聲中，八妹隨我一起上山下鄉，被安排到一個十分貧窮的山區農村插隊落

戶當知識青年，那時，負責撫養我們的大哥也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當成

牛鬼蛇神關進了變相的勞改營──牛棚。再一次的磨煉，並沒有將我們壓

倒。到農村後，八妹更加發奮，積極學習各種農耕技術，並且很快掌握，不

到一年，無論在動力、耐力、勞動技巧和勞動效率，在整個生產隊的婦女

中，沒有一個人能與她相及。持續四年，她所獲得的勞動功積，在隊裡的出

勤婦女中都名列第一。 

 1972年12月6日，在所謂的林彪事件發生之後，八妹和我被編回城。她被

安排到一個邊遠山區的供銷合作社(負責日用品供應的商業機構)工作。由於水

土不服，原來一個青春美麗的姑娘，逐漸變為清瘦，但她仍然勤奮學習，努

力工作，盡職盡責。從售貨員、收購員到會計，她幹一行、愛一行、專一

行。在此前從來沒有學習過或幹過會計的工作，所以來美之前，她已是縣裡

供銷總社的總會計了，在廣東省供銷系統的會計統考中，她居然考到了第一

名。 

 1976年，八妹結婚，得女彭婉。有了家庭和女兒，她照樣勤奮工作，勤

操家業，用心育女。希望女兒將來也勤奮讀書，學有所成，負先輩的教誨，

也了卻她自己昔日夢寐以求卻無緣達成的心願。 

 1995年，在兄長的幫助下，八妹只身携女，移民美國。這是完全陌生的

世界，艱辛的程度，凡當過第一代移民來美的人，均可理解。雖然有哥哥可

以從旁相助，但八妹仍然竭盡全力，做到自立，並使女兒順利完成學業。 

 八妹嚴於律己，誠懇待人，表裡一致，心口如一，從不以一己之私，損害

親朋或他人的利益，因而在她的周圍，總有一群親如姐妹的知心朋友。 

 八妹來美所得的最大祝福，就是她1997年接受主耶穌基督為她的救主，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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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一個虔誠的基督信徒，參與聖迦谷羅省基督教會和聖公會聖加百利堂的聚

會。八妹一直熱心事奉，在任何時候，只要有機會，她就會努力傳福音，例

如她到銀行，就向銀行職員轉福音；她到醫院，就在醫院裡與院友傳福音；

她讀英文班，就與很多的同學傳福音。八妹亦熱心跟進初信的基督徒，經常

打電話關心和鼓勵初信者努力在主內成長。 

 臨到近年，八妹不幸被頑疾纏身，明知生命已經有限，但她卻異常的堅

強，鎮定自若，坦然面對，在積極尋求治療的同時，仍然頑強的盡力堅持學

習，堅持工作，堅持傳福音，對於疾病，從未聽她發過一句呻吟。而惟一使

她感到傷感與難過的是，她覺得許多朋友與及自己的親人，尤其是兄弟姊妹

們所給予的恩典，她還來不及予以報答。 

 2008年7月27日下午7時30分，八妹安息主懷中。所有的教友與親朋，都

抱著不捨與懷念的心情，與她暫別。 

 八妹的一生，是曲折的一生，磨鍊的一生，奮鬥的一生，也因此是豐富的

一生，多采多姿的一生。她的堅毅、她的發奮、她的為人，為我們這些做兄

弟的樹立了榜樣。她有耶穌對她如此的照顧，有那眾多的教友與親朋對她的

疼愛，因而，也是蒙福的一生。 

 八妹之靈在主懷中，對此應倍感欣慰！   ◎   
＊＊＊＊＊＊＊＊＊＊＊＊＊＊＊＊＊＊＊＊＊＊＊＊＊＊＊＊＊＊＊＊＊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執 著 與 放 下    
  
 近幾十年，雖說有個聯合國致力於世界和平，可是、世界上有那幾個國
家或地方聽它的？（可以說：「聯合國對世界和平、完全幫不上忙！」）戰爭
與動亂還不是在世界各地不斷上演？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卻絲毫約束不了，更不
要說由它來改變世界了。再加上自然災害（像風、火、雨、雪、地震、海
嘯……等），這樣的事情今天在世上出現過一次後，另一次同樣的事情在另一
天、另一個地方又再重複著；世界上那裡有真正“ 平安” 的地方？不說世界，
回頭再說說自己；個人的境遇何嘗不是一樣的“ 不平安” ？ 

 偶然回顧，與自己年齡相若的……好像兒時就認識的同學、教會裡的弟
兄姊妹、有數十年交情的好友、親戚甚至血脈相連的家人……一個又一個相繼
地悄然離去；能夠留下來的、只可以用“ 寥寥無幾” 來形容了；俗語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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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人事幾番新」！我每逢想到這裡、就會不自覺地“ 唏噓” 一番！有這麼
樣的一個念頭，祇能說：是我個人“ 善忘” 的原故。（所以、不要說我的記性
好。不信麼？就拿“ 傳道書” 裡面的 一段說話來參考一下吧……。“ 傳道
書” 是“ 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 －所羅門王所寫的。） 



 「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的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
事。」跟著又說；「豈有一件事人能指著說“ 這是新的” ？那知、在我們以
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過的世代，無人記念；將來的世代，後來的人也
不記念。」（傳道書一章 9－11節。） 

 最近又收到三、四位親友離世的“ 不幸消息” ，現實中更進一步“ 買少
見少” 、心情和思緒、頓時被壓得透不過氣來，使經已平靜的思緒又再一次沉
了下來。自己雖然已是八十以上的人，佷多時仍然像大多數“ 世俗人” 一樣
（睇唔開）；說真的、確實有點“ 食古不化” 。我想、這並不是一個基督徒應
該存有的行為與態度。 

 其實、在世界上生活的人，生命原就脆弱得像一泓清水中的“ 倒影” 。
原來平靜的環境祇要稍受影響，清水上“ 平滑如鏡” 的“ 倒影” 、立即就會跟
隨著那股“ 影響” 作出一圈又一圈的漪漣，於是、印著倒影的漪漣便會不停地
高低跳躍著。只要有“ 等待” 的耐心，待影響過後、一切就會回復原來的“ 波
平如鏡” ，好像甚麼事情都沒發生過一樣。再仔細想想：莫說是一波波的漪
漣，就算最大的狂風駭浪，只要有耐心等待也會成為過去！做人何嘗不是一
樣？這就是人生命中的某一個過程、一個“ 無常” （也是最平常）的寫照！問
題是自己是“ 執著” ？還是“ 放下” ？（“ 執著” 前面通常是刀山火海，而
“ 放下” 的前面一定是海闊天空。） 

 有佷多人終日怨天尤人，他（她）們認為自己的遭遇（或作命運）最悲
慘、最不幸，“ 老天爺” 對他們最不公平、他們是世界上最可憐的人。但我們
若在舊約聖經的約伯記不難發現：人世間的悲慘遭遇、有多少人能與約伯作比
較呢？「約伯的家庭在世上擁有龐大的財富，人、畜興旺，是地方上最讓人艷
羨的紳士。可是一夕之間、他最親愛的妻子、兒女、僕婢及所有家人，一個個
相繼身亡、或意外失散；億萬家財一夕燒光不特已，還要病患纏身！受到人
世間最難抵受的苦難……」反觀約伯、他不單沒有埋怨上帝，還可以講出
下面一番“ 至理名言” ： 

 「我赤身出於母胎，也必赤身歸回。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 

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約伯記2章2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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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執著” 或“ 放下” 、全在我們每人的一念間。 

 上面節錄這兩段聖經，都是我們最熟識的。我是否要好好檢討一下！     
◎            

＊＊＊＊＊＊＊＊＊＊＊＊＊＊＊＊＊＊＊＊＊＊＊＊＊＊＊＊＊＊＊＊ 

論論 輪輪 迴迴      －  晨 曦 

 

我們常常聽到這樣的一句話:「我前世欠你的…」…又說:「...來生定當圖
報…」.. 等等. 果真的有前生? 有來世嗎? 很多人都相信有前生, 也有來
世, 尤其是佛教更是強調『輪迴』. 他們認為今生多做好事, 來生定有好
報…等等. 這個觀念，差不多所有宗教都同意。所謂「種瓜得瓜， 種豆
得豆」。 所謂一分耕耘一分收穫， 這是付出以後的回報。至於『輪迴』
一說。 我們不妨深入探討一下。 到底甚麼是『輪迴』? 有沒有『輪迴』？ 
根據佛家的說法是， 人死了以後，會變成另外一種動物。 如果你的修
為好，可以繼續投胎成為「人」。否則下輩子就只有做「牛」做「馬」
了。 

『輪迴』的定義就是從一樣東西變成另一樣東西， 根據物理學「物質不
滅」原理「Law of Conservation」 應該是不增加也不減少。 可是事實
上是否如此？我們就拿中國的人口來說吧。民國初年國父孫中山先生
領導黃花崗革命時，有一首軍歌， 其中有一句是這樣的「但願四萬萬五
千萬同胞齊起來。。。」也就是說那時候中國的人口只有四億五千萬。 
可是六十年後的今天， 中國的人口已是十三億了。整整增加了兩三
倍—--- 九億。這只是中國而已， 還沒算其他國家， 那麼這些人口是從
甚麽東西演繹出來的呢？ 如果說是從其他動物投胎而來，那麼這些動
物應該減少才對。可是其他動物不但沒有減少， 反而相對的增加了， 



如何得知？ 試想， 人是肉食動物，沒有足夠的糧食， 如何繁衍後代？
再者， 隨著科技的發展， 人類的壽命越來越長， 牲口繁殖速度越來越
快。 那增加的生命又從甚麽東西『輪迴』而來的呢？ 我相信用膝蓋也
想得出來了。你說呢？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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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We thank the good Lord for an exciting August, for firstly our Sunday school will 
be resumed successfully; secondly, we have witnessed a people, who were 
almost marginalized a hundred years ago, now stand on their own feet.  
 
Our Sunday school had to close down last year because we could not find any 
teacher. Though we tried to resume classes later on, we failed again. Then, in the 
adverse situation of budget deficit, we determined to hire a part-time youth 
minister to take care of our Sunday school and youth programmes. Yet, no 
suitable candidate was found. Finally, we throw ourselves to the mercy of our 
Lord and had 18 brothers and sisters praying for our Sunday school for 40 days. 
In the end and beyond our widest dream there were 9 brothers and sisters 
coming forward to take up the teaching responsibility. That’s really amazing, for 
God has provided us abundantly, even before we asked. 
 
In particular, most of them do not process any teaching experience, not to 
mention any Sunday school experience; they came purely because they love the 
church and try their best to carry out this mission. In this way, we are taught a 
lesson about prayer, a lesson about faith. Moreover, our young people were 
drawn closer as they participate in resuming the Sunday school. Now they have 
set up a facebook account on the net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as a 
platform to welcome and to communicate for all our young folks. Oh! Is it not a 
surprise gift from God? 
 
Through the Beijing Olympics, we witness a people really standing up on their 
feet. This is not because China has amassed 51 gold medals (74 years ago, there 
was only one single athlete Zhangchun Liu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Olympics); 
nor is it for the exciting, magnificent, gorgeous and spectacular opening 

ceremony and fantastic venues… but because of Hu Shih, a key figure in the 
process of Chinese modernization. He criticized the traditional ethics, advocated 
using vernacular and “comprehensive Westernization.” He once said: “If we are 
going to fix this country… there is only one way out– we have to confess our 
mistakes, we must admit that we are far inferior to others; not only our products 
and machinery are inferior to others…but even our liter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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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art, our body…” to some extent, we have inadvertently adopted Hu Shih's  
ideas; hence, we recognize that the West works, only the West works.  
 
However, in the recent Olympics, China displayed her own methodology to work 
things out in terms of structural organizing and public management. (to le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audience going home swiftly and safely after the 
opening ceremony is not an easy task). So now, the myth of “always inferior to 
others” is punctured 
 
Moreover, in the Beijing Olympics when Chinese people encountered “overseas 
Legion” (that is, Chinese athletes naturalized in other countries and work for 
those countries, there are more than 10 of them), they demonstrate an attitude of 
inclusiveness and deemed the competitions as “world scale competition” within 
the “global village” This shows that the confidence and the perspective of the 
people is elevated, and contributing to an successful Olympics which was full of 
cheers, joy, passion, tears. Therefore, I think we have witnessed a people who 
were being marginalized a hundred years ago has now really stand up again. 
Many people had longed for their whole lifetime to witness this but had passed 
away. How lucky we are! and thanks be to God.  
 
Please continue to remember in your prayers our Sunday school, and those who 
are to be confirmed and baptized in September. May God bless you.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 
＊＊＊＊＊＊＊＊＊＊＊＊＊＊＊＊＊＊＊＊＊＊＊＊＊＊＊＊＊＊＊＊ 

            分   享   篇                － 由 莫 遲 疑 提 供  
 

2008年八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8. 我也曾經歷過害怕。 我年輕的時候，喜歡衝浪，有一次在佛羅里達州的

可可海灘，突然有一群鯊魚過來包圍我們，有一條三公尺長的老虎鯊，
將我的衝浪板咬成兩半，並且咬住我的腿將我拉下去，我的腿在這條大
鯊魚的口中，那時我還不是基督徒，但是突然間，它放開了我。 我知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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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上帝讓鯊魚開了口，我在那時候嚇得魂不附體。 
 

有個年青人在我旁邊，才距離一公尺遠，鯊魚一下咬斷他的腿，他拚全力游
上沙灘，到處是血，到處都在尖叫，他的腿沒有了，這是我經歷過的害怕，
但是這害怕絕對不能、不能和我在地獄的害怕相比。 
 
你也許看過「大白鯊」那部電影，裏面的心驚膽跳和我實際上經歷的害怕，是
不能相比的。 
  
我在牢房的外邊，可以看見火焰，那裏離我，有十六公里遠，是一個約五公
里寬的火坑。 那火焰沖得很高，剛好夠我看見地獄，再過去一點，就是非常
沉重的黑暗，那裡吞滅了所有的亮光，隱約可以看見一點地平線。 到處都是
褐色、荒蕪、找不到綠葉子，也沒有任何生命存在的跡象。 
 
當你習慣了，在地上有生命、有樹、有新鮮的空氣和一切，你到了地獄，那
裏甚麼都沒有，只有死亡，和絕對的死亡。 
 
申命記29: 23寫著「遍地都是硫磺、鹽和火燒、沒有耕種、沒有出產、連草都
不生長。」 

 
2008年九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9.  地獄的熱，我無法描述，你不會死，你必須忍受。 
好像你辛苦工作了一整天，只想回家休息，安靜。 然而沒有休息，沒有安
靜，到處都在尖叫，都在折磨，你想逃也逃不了，你永遠也逃不了。 
 
在地獄裡，沒有水，沒有潮濕的空氣，它是無限的乾燥，你迫切的想要水，
一滴水也好。 
 
可是你永遠也不會有。 就像，你在死亡谷賽跑馬拉松，跑了好幾天，你的 嘴
乾 舌裂，迫不及待有一滴水，然而那是永遠的絕望。 
 
啟示錄20:15 地獄是個火湖，是與神隔絕的地方。 
申命記32: 24「你要被火吞滅」 

以賽亞書57: 21「神說、惡人必不得平安」            (下期再續)   莫遲疑        ◎ 
＊＊＊＊＊＊＊＊＊＊＊＊＊＊＊＊＊＊＊＊＊＊＊＊＊＊＊＊＊＊＊ 

耶穌說：   
  「你們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種…… 
                 你們沒有一件不能作的事了。」  － 太十七。2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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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 語 團 契 舉 辦 專 題 研 討 會 時 攝 。  
※  ※  ※  ※  ※  ※  ※  ※  ※  ※  ※  ※  ※  ※  ※  ※  ※  ※  ※  ※  ※ 

   ALL SAINT S EPISCOPAL CHURCH, CHICAGO 



  （梁金培弟兄參加該堂主日崇拜,於散會之後與牧師  
 Rev. Kevin Goodman, Curate 合照） 



徐法政牧師榮休誌念牌匾 
 
 
 
 
 
 
 

 
 
 
 
 
 
 
 
 
 
 
 

 
 

 
親愛的教友和 

聖加百利堂朋友們：  
 
我 倆 欣 承 牧 區 議 會 之 托 ， 曾 修 書 呼 籲 ， 為 誌 念 榮 休 之 

徐 子 賢 法 政 牧 師 ， 在 活 水 泉 上 增 立 一 大 理 石 牌 匾 。 

承蒙大家對徐牧師的愛戴，對本堂聖工的支持，熱烈響應此舉，現

已 募 款 五 千 ， 並 在 活 水 泉 上 豎 上 誌 念 

石匾。主內情誼，由衷感激。 
 
 

主內 
 

李福培 

李陳景球 謹謝 
 

主曆二零零八年九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