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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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編編  者者  話話      －－  梁梁金金培培  

 

 

     附圖的幾塊餅乾，兩條魚，可以
賣 到 多 少 錢 ， 三 塊 錢 嗎 ？ 五 塊 錢
嗎？ 

魚和餅，吃飽便是，不用付錢。                                                  
      當然，你可以按自己的心意，作
感恩奉獻，不要勉強自己，也不用
揚聲告訴別人。 
      五餅二魚的故事，聖經四福音都有記載，我們大多耳熟能詳。
按約翰福音第六章所記，提供餅和魚的，是一個小孩子。這個小
孩子被門徒安得烈帶到耶穌面前，他提供了五個「大麥餅」和兩
條魚，孩子並沒有要求收回代價。跟著 ，「耶穌拿起餅來，祝謝
了，就分給那坐著的人；分魚也是這樣，都隨著他們所要的。」
要知道：分餅分魚給五千人，也沒要求他們繳付定額的代價。 
    非常有意思的是那五千人「他們吃飽了，耶穌對門徒說：『把
剩下的零碎收拾起來，免得有糟蹋的。』他們便將那五個大麥餅
的零碎，就是眾人吃了剩下的，收拾起來，裝滿了十二個籃子」
(約翰 6：11-13) 。這裡提到眾人吃剩下的都是「餅」。「餅」--大
麥餅是大眾化的食物，魚是則是較為名貴的。然而馬可福音說剩
下的食物包括了「餅和魚」。馬太福音和路加福音則只說「剩下
的碎屑」，並沒有指明是餅或魚，或是二者都有。總之有餘有
剩，總共有12個籃子。 
    這是耶穌所行的其中一項神蹟。不過也有人這樣推測：在傳送
餅和魚的過程當中，有人私底下放上自己帶來的食物，可能是比
較粗糙的，也可能是本來留下給自己的美食。其實，只要是上帝
賞賜的食物，都是很好的，沒有所謂好或壞(參使徒行傳10:15)。只
要是歡喜與人分享的，就是美好的；與人分享，必然得到上帝的
悅納，和得到上帝的祝福。若然隱藏起來、不願意與人分享，或
是出於勉強的，即使是再好的東西，也不會得到上帝的祝福。 
 

    請細心觀看附圖，碟上面只有四塊餅乾，那另一塊餅是忘了
刻上去、畫上去嗎？？ 
 

    都不是，這是畫作的設計者特意要提醒大家，漏去那一塊
餅，其實就在我們的手中。  

 

 

這幾天舉目仰望聖堂上空，藍天白雲，晴空萬里，加上氣候怡人，

心情真是好到不得了；以其說這是因為秋高氣爽，倒不如說上帝鴻

恩浩蕩，使我們的九月份充滿歡欣。 
 
首先，我們的主日學在九月份的第一主日成功復課，當我們在午堂

崇拜時舉行了開學禮之後，眼看導師們帶着孩子們浩浩蕩蕩到課室

上課時，真是非常感動，內心激動得幾乎落淚。 
 
接著，我們在第三主日舉行聖洗禮，當中領洗者王穎姊妹見證她的

信仰歷程(另文)，實而不華，真摰感人。她的歸信，也是我們國語崇

拜團體在福音使命上所結的果子。有收成，豈不樂哉！ 
 
最後，主教在第四主日來堂牧訪並舉行堅信禮，當中有十七人領受

聖禮，叫他們在聖靈的大能中，為主作更大的器皿，更忠貞的僕

人。這十七人是上帝賜給聖加百利堂的最佳禮物，是我堂復興的最

佳保證。眼見聖靈在我堂不斷動工；焉能不歡欣感激！  
 
不只如此，馬楊美德女士將於十月十九日(主日)下午五時在本堂舉行

感恩會，使我們的歡欣喜樂伸延下去，她將藉著優美的聖公會晚禱

崇拜來分享自己在主裏的恩典。 
 
可是，我們若從聖堂往窗外看，環顧四方，卻是愁雲慘霧。這是因

為市場上經歷了一個黑色的九月。二房被接管，雷曼破產、AIG出

事、華盛頓互惠也倒了、所有的華爾街投資銀行亦已進入歷史等

等。次貸所引發的金融海嘯，直捲全球；執筆時，剛悉美國國會剛

否決了七千億美元的紓困方案，我們要準備過緊日子了！ 



 
 

但是，信仰的眼界與屬世的角度往往不是一致的，正如聖堂上的藍

天與聖堂外的華爾街是不同調的一樣。過緊日子也有兩種態度；或

是以感恩態度跨過去，或是以怨天尤人的態度熬過去；緊日子不一

定可怕，因為在艱辛的時候就是我們學習感恩的最佳時機，正如馬

太在一場風險極大的手術中所體會到的一樣。 
 
感恩是我們一生都要學習的靈性操練，感恩叫我們曉得萬事並不是

理所當然的，而是出自主的恩典；所以，感恩叫我們學習謙卑，做

一個更蒙主悅納，稱職的僕人。讓我們都以一顆學習感恩的心來跨

過前面的日子。 
 
在主恩典中，「務要傳道，無論得時不得時，總要專心…」（提摩太

後書四章二節）；共勉之。 
 
 
你的牧師 

 

盧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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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九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同心團契： 九月十三
日下午六時半假教
會副堂舉行同心團
契例會。是日的活
動由關甘澍弟兄主
領。當晚出席的有
廿多人。除百樂大
餐（Pot Luck）和晚
禱崇拜外，關甘澍
弟兄以「賓至如歸」
作主題與眾人分享
他參加教會和參與
有關活動的體驗，眾人也紛紛加入討論。 

國語團契：  殷雁萍姐妹

於 九月二十日下午六

時（星期六）為我們主

領聚會，是晚研討的

主題是「因信稱義」。

Pot Luck 之後，雁萍

姐妹先為我們作講

解，他準備充足，為

眾人提供豐富的討論

資料，亦因此引起眾

人積極參與討論。是

晚，除了盧牧師、劉

美鐘牧師(師母) 一起

領帶討論之外，尚有

來自中國國內教會的

朋友參與一起討論。

是以，討論高潮　起，待晚上八時三十分，始作晚禱，晚

禱後散會。 

婦女部：       婦女部於九月十四日主日下午二時舉行例會，並共同

商討十月份的活動。暫定於 十月二十一日參觀位於 Arcadia 

的孔雀公園，歡迎各位報名參加。詳情將登載於周刊，敬請

留意。 

聖洗禮：  九月二十一日主日崇拜之中，盧牧師為王穎姐妹舉行

洗禮。歡迎王穎姐妹加入聖加百利堂，願主恩永偕。 

 

 

 

 

 

 

   受洗新葡‧王穎與國語團契眾弟兄姐妹一起拍照留念 



堅信禮：       

九月二十八日，本教區The Rt. Rev. Sergio Carranza  
(輔主教)蒞臨本堂作兩年一度的牧訪，並於午堂

證道及主持堅信禮。領堅信禮的弟兄姐妹芳名列

後：張詠天弟兄、王家樂弟兄、廖紫晴姐妹、王

家善姐妹、譚穎茵姐妹、關文傑弟兄、陳恆澤弟

兄、關明華姐妹、文尚丞弟兄、王穎姐妹、王黃

學君姐妹、何潔妮姐妹、文許璧如姐妹、劉思義

姐妹、趙蔚藩弟兄、胡金勻姐妹和李怡弟兄。教

會給以上各位送贈一本加上輔主教簽名的公禱書 
(The Book of Common Prayer) 作紀念。求主使他們在聖靈的大能中，能作

主更有用的器皿，做個忠貞的

僕 人。當 日 有 近 百 人 參 加 聚

會。 
 

    崇拜後拉大隊到活水泉前

攝影留念。另外、設在副堂

的午餐非常豐富，除 George 

哥主理燒烤 BBQ 美食外，還

有 多 款 沙 拉 、 羅 宋 湯 、 甜

點……等，美不勝收。文許

璧如姐妹承擔午膳籌劃聯絡

工作，借此鳴謝。 

 

 

 

 

 

 

 

 
 

(照片眾多，其餘照片有待日後上載於本教會網頁，請留意周刊上的通

知。) 
 

主日學復課：  

感謝上帝俯允我們的禱告，使我們的主日學成功

復課，為主肩負栽培下一代信仰的使命。我們在

九月七日午堂時舉行開學禮，隨即上課。我們採

用美國聖公會的主日學教材，用粵語並輔以國語及英語施教。

課程如下： 

 



 

青少年團契：    青年團契聚會在 2008年9月12日舉行。詳情請閱

〈教友園地〉文尚丞弟兄的鴻文〈青年團契聚會記要〉。 

      主日學禱文 

 

 

   主日學導師芳名 
 

感謝上帝俯允我們的禱告，

為我們呼召了九位導師： 
 

 

 關明華 陳恆澤 

陳欣婷 文尚丞 

文華東 文許壁如 

文美圓 陳何麗華 

王黃學君  

 

求主賜聖靈引導幫助他們，引領人歸向主，榮耀主名。又求主恩賜他們聰明

智慧、有事奉主的喜樂，能夠帶領遠近的人歸向主、敬拜主、榮耀主的聖

名。 

日期 課題 日期 課題 

9月7日 我是我 11月2日 約瑟和法老王 

9月14日 我會做 11月9日 摩西與米利暗 

9月21日 挪亞 11月16日 摩西與紅海 

9月28日 聯合崇拜 11月23日 上帝的聖潔子民 

10月5日 亞伯拉罕與撒拉 11月30日 伊莉莎白與撒迦利亞 

10月12日 以撒與利百加的孩子 12月7日 施洗約翰的誕生 

10月19日 雅各 12月14日 馬利亞與約瑟 

10月26日 約瑟 12月21日 聖景演出 

 

 

 

 

  
 

12月28日 榮耀上帝的牧羊人 

 

 

 

  

求主耶穌，教我愛人， 

教我關懷，教我嬉笑， 

教我分享；教我給與， 

教我長進，教我大笑， 

教我懂事。阿們。 

 

耆英會：  九月份的耆英聚會於 9 月 17 日（星期三）在教會的圖
書館舉行。今次聚會，請到師母出席。師母主持聖經金句重溫
及講解；她更將金句抄錄印好，每人分發一份，好讓帶回家慢
慢讀熟。熟諳金句，當有助社交及探訪。重頭戲----午餐會假人
人酒家舉行。 

Lord Jesus, Help me love,  
help me care, help me smile, 
help me share. Help me give, 
help me grow, help me laugh, 
and help me know.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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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程定洪弟兄自遠方 寄來《佳音》印刷費奉獻 U
特此致謝！有待本堂司庫寄回收條。 

程弟兄是《佳音》的忠實讀者，一直以來出錢

《佳音》月刊，願天父保守他。 
 

 

 
 
 

 
 
 



 
 

OOccttoobbeerr  BBiirrtthhddaayy       十十月月生生日日  
 

碩 哥 信 箱   
  －吳 維 碩 師傅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樂樂！！    
 
 
 
 
 

 
 
 
 

 
 

龍黃荃卿 (1日) 黃吳鐵冰 ( 1日)    關明華 (3日) 

林傑 (4日) 張睿 ( 5日) 陳蔡婉萍 

 

 

 

 

(5日) 

王 穎 (6日) 尹沈德珮 (9日) 關鄭桂好 (12日) 

陳紀年 (15日) 張茂棋 (14日) 王黃學君 (17日) 

黃家榮 (19日) 吳李霏雯 (19日) 余榮莊 (20日) 

盧君灝牧師 (24日) 黃佩玲 (25日) 梁鄭國貞 (27日) 
 

 

願 新一歲裡，主愛更深，主恩更豐！ 
 

(如有遺漏，請通知辦公室) 

 
 
 
 
 

 
 
 
 
 

                    

 
今日介紹：     凍食鳳爪的製作       

很多人喜歡吃凍食鳳爪，所謂“鳳爪＂，其實是“雞爪＂，亦

就是“無柄雞腳＂而已。如果你有興趣在家中親手製作，不妨試

試，當你和家人一起吃上自己製作的凍食鳳爪時，更覺樂趣，更覺

溫馨，食欲大振。 

      （一）鳳爪的前期製作：（1）將雞爪斬去腳指甲，洗淨撈

起。（2）燒水一鍋，待水滾後將雞爪放入鍋中，至水再滾即校慢

火，保持水剛滾起的狀態，煮 25 分鐘，撈起雞爪。（3）將煮熟的

雞爪用自來水沖至冷卻，撈起。（4）將冷卻的雞爪放到一個不銹鋼

或塑膠容器之中，加入食醋稀釋液，浸泡六小時以上，撈起。食醋

稀釋液的制法：食醋 1 份加上凍自來水 3 份混合即成。（5）將撈起

的雞爪裝在一個容器之中，用自來水沖 5 分鐘後，用凍水浸泡雞

爪，其間要換水多次，浸泡的時間大約五個小時以上，直到雞爪沒

有酸味，撈起瀝幹水待用，至此，鳳爪的前期製作已告完成。 

出席 九月七日 生日會的壽星 

      （二）凍食鳳爪的成品製作：凍食鳳爪的成品，可製成多種

多樣的風味，例如：甜酸鳳爪、白滷水鳳爪、藥材鳳爪……。其制

法是：將完成前期製作的雞爪放到容器中，加入調製好並已經冷卻

的湯汁，鳳爪要被湯汁浸過面，蓋上蓋子或用保鮮紙包上，放到冰

箱的保鮮櫃中，十二個小時後即可食用。 

      （三）介紹湯汁的調製方法： 

      （1）甜酸水：滾水或過濾水 6 安士、加入白醋 8 安士、白

糖 10 安士，攪至糖全部溶于水中即可用。也就是：水、醋、糖的

重量比例是否 1:8:10。你可以再加一點檸檬汁或者橙汁、或者草莓

汁，味道更有特色。請在浸鳳爪時再放入生薑一塊。 月刊歡迎投稿，請將稿件郵寄本堂，信封面上請註明 佳音稿件；又或

直接 交給 梁金培弟兄。 
亦可以用電郵傳送稿件puileung_hk@yahoo.com，電郵的 “Subject”上
請填寫 “Tidings”。  
請將月刊送人----介紹自己教會給別人。 

      （2）白滷水：八角 2 粒、香葉 5 片、草果 2 枚、甘草 0.2 安

士、桂皮 0.2 安士、冰糖 2 安士，加水 5 磅，燒滾後慢火煲半小時，

再加鹽 3 安士、味精少許，冷卻後即可用。  



教 友 園 地  青年團契聚會記要  --文尚丞 
    
Our second student fellowship was held on September 12, 2008. Father Lo 

showcased his culinary skills during dinner by 
preparing garlic bread, seafood pasta, and 
vegetables.  After dinner, we celebrated the 
Autumn Moon Festival by burning morning glory 
fireworks in the backyard.  We then retreated back 
to the youth center and attempted to play a game 
of Mafia, a game that forces us to discern whether 
someone is telling a truth or a lie.  Despite being 

unable to reach a consensus about how the rules of the game, we managed to finish two 
games.  Afterward, Theresa proposed that during each of our meetings, someone would 
do research on a specific character in the Bible and share their findings with the group.  
She proceeded to tell us about King Solomon, how he built up the Temple for God and 
how he asked for wisdom and was granted it.  Everyone was then given a copy of the 
book Daily Inspiration for the Purpose Driven Life by Rick Warren.  We planned on trying 
to read several pages a day and see how it goes.  Father Lo joined us later to lead us in a 
brief service and prayer.  We had a discussion about interpretations on pursuing personal 
pleasures and the concept of ultilitarianism in the pursuit of personal happiness.  We 
received insight about how our everyday decisions follow a pattern that reflects a basic 
desire to make ourselves happy.  We ended the evening with fruit, ice cream, and 
mooncakes." 
 

    我們第二次的青年團契聚會是在2008年9月12日舉行。盧牧師
大秀廚藝，為我們準備蒜蓉麵包，義大利海鮮麵及蔬菜。 

    我們在牧師樓後院燒煙花，慶祝中秋節。然後回到室內，開
始玩「黑手黨」遊戲。這是教人分辨誰說真話，誰說假話的遊戲。
雖然我們未能認真辨認遊戲的規則，我們還是玩了兩輪。 

    之後，Theresa 提議，在每次聚會中，我們都在聖經中找一個
特別的人物，大家一起研討及分享。她率先說出她的分享，她介
紹所羅門王，並敘述他為上帝建立聖殿和向上帝求賜智慧及特別
的應許。 

    接著，每人都拿到一份Rick Warren寫的《生活規範勵志集》的
影本。我們打算每天讀幾頁，看看
效果如何。我們又討論個人快樂的
追求及追求的程序。結果大家一致
同意在日常生活中的種種決定，都
是顯示我們追求快樂的慾望。  

    最後，盧牧師領帶我們作簡短的

禱告。 

獲得新生命的日子          王穎 
 
各位主內的兄弟姐妹們，大家好： 
 
  九月二十一日是我獲得新生命的日子，它將使終生難忘。能
有這一天，能讓我進入主的國，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盧君灝牧
師。我感謝他給予我思想上的引導和心靈上的安慰。我還要感謝
引領我第一次走進教會的李怡弟兄，是他讓我認識其他的主內兄
弟姐妹，讓我有機會學習主的道，繼而才有這一天的來到。 
 

    我在主的大家庭裡面純屬一名嬰兒，我不敢妄言主的道理，也
不能全然領悟。但我相信，如果用心去體會，聖靈會啟發我的。 
 

  在領洗之前，盧牧師讓我向兄弟姐妹做個見證。我真的不會
講，也不知講些甚麼；但當我走上講台，看到顧望著我的會眾，
看到一雙雙神情誠摯的眼睛，我感到聖靈在我的大腦作工，導引
我的思維。一下子，我想起了最初踏上這塊陌生的土地之後所經
歷的種種艱難。如果我沒有走進教會，如果沒有兄弟姐妹無私的
幫助和引導，我所面臨的不知是怎樣的處境。 
 

  在每一個主日崇拜之後，我參加國語查經班的學習，使我加
快領會和理解主的道。我體會到在大能的主面前，我們是如何的
渺小與軟弱。而且，在理
解了主的話語之後，我終
於認識到可以解開自己，
看清楚自己身上所存在的
缺 點 ； 我 在 努 力 改 造 自
己。我要做一個有愛、有
信、有望的人。所以我決
定追隨主耶穌，做主所喜
悅的人，還望主內的兄弟
姐妹繼續支持和幫助我這
個主內的嬰兒。願一切讚
美歸予主的聖名。 
 

  我要一再感謝參與國語崇拜的黃姐妹和教會其他諸位弟兄姐
妹，他們或給予我幫助，或為我禱告，又或因我獲得新生命送來
祝福和禮物，我銘感終生。再次感謝！  
 

 

 

                  主內  王穎              



    這位東方女性，非常感謝這位比她多出三年工作資歷的「資
深」前輩，因此在交接過程中，謙卑請益。  

一個台灣女強人的奮鬥史 (上)        晨曦 ( 轉載 ) 

 

        出身富裕之家，從小生活不虞匱乏的陳文敏，為何甘願在
美國的大飯店中從洗廁所的工作開始？她又如何一步步爬上餐飲
總部總監的位子、並以一名東方女性的身分打進紐約上流社會？  

    漢斯理皇宮的客人都是紐約上流人士、歐洲以及中東的王公
貴族。成為帶位小姐的陳文敏，一下子見識到這些人，非常震
撼，她說：「才二十出頭的我，就像海綿一樣，開始大量學習紐
約上流階層的談吐、知識及文化！」這樣的工作，她覺得有趣極
了， 

    十二年前，聞名南台灣的「帝國大飯店」董事長陳錦泉夫婦，
關在自家的豪宅裡發怒，因為自己的掌上明珠陳文敏負笈美國留
學，取得紐約大學學位之後，竟然徵進入一家老美開的大飯店裡
洗廁所，幾個月後，女兒還高興地來信：「老爸，我已經成為
“帶位小姐＂了。」想著女兒在異鄉成為比服務生還卑微的帶位
小姐，陳錦泉就快抓狂了。  

    壓根兒不想回台灣。她被訓練為專業的帶位小姐，知道如何
用上流社會的方式稱呼部長、大使、王子、總裁等。  

    然而，美國五星級飯店的服務生並不用女性。  

    那幾年，陳錦泉從來不敢告訴親友自己有個在美國飯店「工
作」的叛逆女兒，他認為那是一件非常見不得人的事。  

    在美國，進餐廳有一個竅門：「如果服務生都是男性，就很
貴！」所以，儘管成為帶位小姐，陳文敏的升遷之路仍充滿障
礙。  

    然而不到十年光景，陳文敏已打破競爭激烈的紐約五星級飯
店業中多項紀錄，成為最年輕的經理、最年輕的總監以及上流圈
中聞名的「ＷＭ宴會公司」老闆，尤以一位台灣來的女性，打入
紐約上流社會，成為前美國國務卿季辛吉、華爾街銀行總裁們以
及巨星麥克．道格拉斯、茱蒂．福斯特等名流的好友。現任「紐
約國際管理顧問公司」總經理陳文敏，寫下一段傳奇的紐約之
路。  

    破天荒從帶位小姐升領班. 當了兩年帶位小姐後，竟破天荒直
接成為領班，引起同事們不滿。被拔擢成為領班，陳文敏說：
「因為我願意工作比別人晚，常常有一些領班無法等待晚走的客
人時，儘管外頭已有朋友等著接我下班，我還是願意留下來成為
最晚走的工作人員。」  

    而且這段期間，陳文敏特別受到中東王公貴族的歡迎。有一
位名叫薩烏的中東王子，甚至告訴她：「妳很適合經營飯店，我
出一筆錢，妳來我的國家經營飯店吧！」  

    陳文敏生長在富裕之家，三十年前，經營建材有成的父親在
高雄創辦了當時南台灣第一大飯店「帝國大飯店」，轟動一時；
當時的陳文敏上下學都是司機專送，帶的便當是飯店廚師們準備
的山珍海味，每次兩大盒便當一打開來，同學們都紛紛圍著瞠目
結舌。  

    休息時間，其他領班要她幫忙盤點葡萄酒，陳文敏也願意負
擔額外的工作。她說：「多做一點，反而學更多，因為其他領班
還教我如何看酒單。」領班必須帶三組服務生，每組三人，共九
位。剛開始所有服務生都不願意跟她，因為領班的表現影響到客
人給的小費，小費是他們的重要收入來源，大家都認為陳文敏無
法獲得客人的青睞。  

    高中畢業後，陳文敏赴美國取得紐約大學的飯店管理學位。  

    畢業前夕，被分發到紐約排名前三大的五星級大飯店「漢斯理
皇宮」（Hemesley Palace）實習，飯店派給她的工作是洗廁所。
或許表現得不錯，畢業後，陳文敏順利考進這家大飯店，成為五
星級大飯店的正式員工，不過，她的工作仍然是掃廁所。不久，
餐廳部門的一位白人帶位小姐請辭，飯店主管們便在眾多打掃工
裡，挑選出她來遞補缺額。  

    領班必須取得葡萄酒鑑定執照，陳文敏此時雖已取得品酒執
照，但卻因缺少服務生的歷練，有一次替客人開酒時，當場把軟
瓶塞開斷，引起飯店主管一陣緊張。為了雪恥，陳文敏自告奮勇
加班替吧台的酒保開酒瓶，連續開數個月直到非常熟練為止。  



    後來每回有服務生把軟瓶塞開斷了，反而變成陳文敏來解
圍。說也奇怪，東方女性的陳文敏，竟然頗受客人歡迎，沒多久
她這組的收入竟成為全餐廳最高。 她分析：「因為凡事為客人著
想，手腕要很靈活。」  

    有一次，巨星麥克．道格拉斯與他的導演行色匆匆地走進
來，這兩位來頭很大的客人卻沒有穿西裝也沒打領帶，按規定，
漢斯理皇宮是拒絕這種客人進入的，除非穿上飯店為客人準備的
西裝，否則形同侮辱其他客人。  

    陳文敏判斷神色匆忙的麥克．道格拉斯此時必定不願穿上飯
店的西裝，於是靈機一動，拿著西裝上前披在麥克．道格拉斯的
手上。麥克莞爾，相當配合。接著陳文敏刻意為他安排在隱密
處 ， 並 沒 有 像 一 般 飯 店 會 把 明 星 放 在 明 顯 位 置 當 作 「 招
牌」。 ............. (待續)  

 
麥  墨  筆  語   —  麥 仁 

 

沒有“  ＂的日子 
 

 三、四個月前，電腦突然中毒，自己嘗試用多種方式去修

理、誰知愈修愈“弊＂，最後弄到完全不能工作。我在毫無選擇之

下、不得不“罷工＂（停下來）；讓近二十多年養成的生活習慣一

下子“攪渾＂了。每天必做的事、像：借“伊媚兒＂跟親朋好友們

聊天閒扯、上網看新聞、用電腦寫些甚麼的、在電腦上玩遊戲、網

上瀏覽購物、尋找資料……等，沒一樣可作。一時之間好像頓失所

依，行不是、企又不是、無論甚麼事都做不成，終日無所是事；於

是、每天把電視機開足10個小時（甚至以上）。若不是看電視（有

點聲音），我還真不曉得如何能把這些“無聊的時間＂打發掉。 

 記得自己年輕的時候、剛好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和國共的長

期戰鬥，生活在那個年代，物資缺乏，人們要“捱＂過每天的生活

（最簡單的衣、食、住、行）、都拚博得很艱苦，遑論其他（華衣

美食）？當年：電腦是甚麼我不曉得、也未見過，更不要說擁有它

了、冷氣和電視也都沒有；電唱機雖有但不普遍（一般比較富裕的

人家仍然使用留聲機）。其他如：電話、電風扇和其他家庭電器都

是富人們的專利品），就算是電燈、也只有居住在城市的人才能見

到。一般鄉民人都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生人從未享用過

自來水、電力、煤氣，不要說有自己的汽車，就算他（她）們想乘

坐公共汽車的機會連都少之又少…… 

 在那個年代，時局動盪、人心不安，食品、物資……樣樣都

缺乏。一個能夠“搵＂到“兩餐一宿＂（每日兩餐飽飯，晚上有睡

眠的地方）的人，千中無一，已經是人上人了！更不要說有物質上

的享受。 

  那裡像我們今天的日常生活，一般人：早上起床、梳洗、 
穿衣服、吃早餐、出門開汽車、上班乘電梯……；每日的過程都如

此順暢，習慣了、自自然然便以為是必然的，完全不會想到或感受

到“恩賜＂與“幸福＂。直到有一天，沒有床、要在地板上睡覺，

整個晚上轉轉反側，不能入睡；早上起來、全身酸痛，這才知道晚

上睡覺有一張床的福氣。走進浴室、水龍頭沒有水，梳洗不了，這

才曉得平日開水龍頭時、冷熱水源源不絕、任意沖洗的福氣。早上

的天氣太冷了、可是找不到禦寒的毛衣；想吃早餐，餐桌上卻空空

如也；匆匆出門要趕上班，誰知汽車鬧脾氣，“罷工＂不肯走動；

乘電梯時要趕上高樓層、在半途恰巧遇到停電，電梯被迫“拋

錨＂、停了下來，弄到進退不能……碰到這個情形時，我們很可能

會埋怨：「今天為什麼會這麼“黑＂－（倒楣）」？ 

 平常的日子，我們有否仔細想過這些事情：每個寒冷的日子

有冬衣可以禦涼、每個早上起來有早餐吃、汽車每天都能夠運行而

毫無阻礙、電梯每次都“聽話＂、直達自己要到的樓層（目的

地） ……、要知道、這些都不是“必然＂的。（好像主耶穌教導我

們唸的禱文：“我們日用的飲食，求父天天賜給我們＂）是天父每

天、一次又一次的賜予。我們才能享受到這些幸運、才可以擁有這

樣深厚的福氣！ 

 沒有“ ＂、可以找代替品；記著使徒保羅說：「我已經學

會了，無論在甚麼情況之下都可以知足。」這樣、我們無論在任何

情況之下，都可以歡喜快樂。     ◎          



        分   享   篇         － 由 莫 遲 疑 提 供  恩澤流金 
 

2008年十月份   
『主的恩典樣樣都要數，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主 的恩典、

樣樣都要數，必能叫你希奇感謝而歡呼。』 (聖詩：數算主恩) 
 

歡迎閣下提供有關教會生活的照片，並請附上有關簡短的文

字說明，藉以見證主恩。 

 
“23 Minutes in Hell” 
 

10.  約伯記26: 6「陰間在 神面前顯露、滅亡也不得遮掩」。神 祂可

以看透地獄，在祂面前毫無隱藏。 
  

          多謝本堂資深教友關甘澍弟兄提供以下數幀珍貴的舊照片及為圖

片加上文字說明。關弟兄在三十多年前自菲律賓移居美國，歲月流

逝，然而主恩滿溢…….  

聖經提到，天堂與地獄之間有深淵限定，距離那麼遠，財主也從來

沒有見過亞伯拉罕，他怎能認出拉撒路和亞伯拉罕呢？ 可是在地獄

的時候，你就是很清楚，就像我知道多寬、多遠、多深等等。 
  

奧歌比主教於四十年前

探訪菲律賓馬尼拉聖公

會聖彼得堂，並與該堂

牧師沈漢新牧師 * (右

二)、任松森堂董 (左二) 

及該堂青年團團長關甘

澍弟兄 (右一)合照留

念。 
 

* 沈漢新牧師乃香港中

文大學崇基書院前任院

長沈宣仁博士的尊翁。 

 路加福音 16: 23-24「財主在陰間受痛苦，舉目遠遠的望見亞伯拉罕，

又望見拉撒路在他懷裡。就喊著說，我祖亞伯拉罕哪，可憐我罷，

打發拉撒路來，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我的舌頭，因為我在這火焰

裡，極其痛苦。」 

 

 

 

 
  

有一個邪靈抓住我，將我拖回牢房。 又再開始折磨我，我很不願意

說這一部分，因為我真的不想再重回記憶被折磨。 嗯！不管怎麼

樣，它們又開始虐待我的頭，抓住我，要把我的頭粉碎，我不斷的

尖叫，要求憐憫，可是沒有憐憫。 接著，它們分別抓住，我的手臂

和我的腳，要把我分裂。 就在要把我分屍的一剎那。 我跟自己說，

完了，完了，我沒有辦法再忍受下去了。 

 

 

 

 

 
 

 
約伯記18: 14「行惡的人、那拒絕主的人、要帶到驚嚇的王那裡。」  
魔鬼肯定是驚嚇的王。 

(下期再續)   莫遲疑        ◎ 

 

四十年前的馬尼拉聖彼得堂詩班。前排左面第一

位為關麥小玲姊妹 (關甘澍太太)。 St. Peter Parish, Philippine



代  禱  事  項 
 

1. 為身體軟弱的兄弟姊妹禱告，特別為李陳景球、 

馬楊美德、關新、黎張亞莉、盧瑞華、程文輝、 

蔡嘉祥、蔡陸景衍等等兄弟姊妹；求主醫治他 

們，又祝福與看顧他們的人。 
 

2. 為剛領堅信禮的兄弟姊妹禱告：張詠天、 

王家樂、廖紫晴、王家善、譚穎茵、 

關文傑、陳恆澤、關明華、文尚丞、王穎、 

 王黃學 君、何潔妮、李怡、文許璧如、 

劉思義、趙蔚藩、胡金勻。求主更新他們在領洗時所立的誓約，

差遣他們在聖靈的大能中，去行主為他們所預備要做的事；並常

常保持著愛主愛教會的熱誠，抗拒世上諸般試探誘惑，一生盡

職，作主忠僕。 
 

3. 繼續為我們的主日學祈禱，特別是我們的導師：關明華、陳恆

澤、陳何麗華、 王黃學 君、陳欣婷、文尚丞、文許壁如、文華東

及文美圓。求上帝幫助他們有智慧與忍耐的心，來栽培主的寶貝

小孩。請大家又為導師陳何麗華代禱，求主沛賜她能力與平安，

照顧她患病的母親，盡職她的工作及在教會中的事奉，在困難中

與主日親。 
 

4. 求主為本國參選的總統候選人祈禱，求主保守他們能持守真理，

捍衛道德，為本國人民謀求真正長遠的幸福。又求主幫助中國的

領導們，在食品安全及社會道德教育上善導國人提高標準，為人

民謀求真正長遠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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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If you ever look up in the sky above the church roof, you’ll find a lovely clear blue 
sky with fluffy white clouds, and along with the pleasant climate, you’ll just feel 
incredibly good. Well, one may contribute this to the gift of autumn, yet I’ll say it 
is a mark of our joyous September in which we are blessed by our gracious Lord. 
 
First of all, our Sunday school was resumed in the first Sunday of September. 
We had a school opening ceremony within our main service, after which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proceeded to the classroom. As we saw them leaving the 
nave, we were so moved that our hearts almost burst into tears. 
 
Then, in the third Sunday we had a baptism within the main service, in which 
Carol Wang was christened. Before the sacrament of baptism, Carol share with 
the congregation a plain account of her pilgrimage, which is very uplifting and 
touching. Carol is a member of our Mandarin congregation, a fruit of our mission, 
a cause for rejoicing. 
 
Next, our Bishop paid a pastoral visit to us and celebrated a confirmation 
service, in which 17 candidates were confirmed. The newly confirmed are called 
to a deeper relationship with our Lord, to serve the church to their greatest 
potential, hence they are the best and dearest gift God has given to St Gabriel’s 
future. We rejoice as we see the Holy Spirit working among us. 
 
Moreover, our joy will be kept going as a thanksgiving service will be said for 
Mrs. Ma on October 19 (Sunday) at 17:00. She will share with us how God’s 
grace works in her life in the setting of our beautiful Evensong of the Anglican 
Church.  
 
However, if we look out through our church window to the world, we’ll find a 
gloomy sphere. This is because the economic market has gone through a black 
September: Freddie Mac and Fannie Mae were taken over, Lehman Brothers 
was broke, AIG’s government bailout, Washington Mutual also fell, the big 
investment banks in Wall Street have now gone into history. The economic and 
credit crisis triggered by the subprime loans will affect everybody. At the time of 
writing, the media reports that the U.S. Congress has just voted down the 700 
billion Bailout Bill. I’m afraid harsh days are just around the corner! 
 
However, the faith insight is not always consistent with the secular vision, as the 
blue sky above the church roof is different from the world in the Wall Street. 
Facing the harsh days ahead, we can adopt two different approaches; we can 
either cross over it with a thanksgiving attitude or survive the days with an 
attitude of blaming God and others. Harsh days needs not be panicky, for it may 
be the best opportunity for us to learn how to be thankful, as in what Mrs. Ma 
found out when she underwent the high-risk surgery. 
 



Thankfulness is a spiritual discipline that we have to keep learning for life. 
Thankfulness teaches us not to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but to recognize the 
grace of God. Thankfulness humbles us and makes us a more acceptable 
servant before our Lord. So let us face the days ahead with an attitude of 
thankfulness. 
 
In God’s Grace, let us encourage one another with St Paul’s teaching “Preach 
the Word; be prepared in season and out of season …” (2 Timothy 4:2).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天程競走 ，務要熱心…… 

   
 天上生糧，豐盛席，救主聖身，靈性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