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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泐誌念   徐子賢法政牧師於本堂服務凡七年，任
內悉力耕耘上主禾場，播種靈性種子；又修繕教堂
及辦事處，加建新翼教學樓，使殿宇樓房，煥然一
新。

2005年徐法政牧師榮休，教會呼籲募款，冀泐大
理石匾誌念。蒙本堂聖工、教友及各方友好頂力支
持，迄2008年5月底共收捐獻專款 美鈔五千元 (徵信
錄見本刊內頁)。銘泐石匾，業已完成。

銘石牌匾設置於本堂 「活水泉」紀念 基石座 之
上，見本刊〈徵信錄—銘泐圖示〉。
活水泉     聖加百利堂座落於美國洛城蒙特利公園
市，氣象恢弘，威儀赫赫，陶造心靈，榮歸上主。

2006年，教會於聖堂南門入口旁修建「活水
泉」，並置紀念基石座於其上。基石座左右兩方，分
別以中英文刻泐「信望愛」三字，標示信仰。「活水
泉」之正前方為 Lila Chan Garden 紀念花園，亭園
雅緻，鳥語花香，宜於靜思、默禱、靈修及舉辦小
型聚會。

教會亦因此成立活水泉基金，籲請各界慷慨捐
獻，因應摯愛親朋好友之懷思，重要事功日程之誌
念，泐石留永記；福樂在茲，主恩常偕。捐獻條
款，詳見本月刊附件。

「信望加增愛日深，靈恩喜樂此中尋；
       豐功摯愛宜存念，翠柏蒼松敬謝忱！」
                            〈活水泉籲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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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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十一月是我們的感恩月份，是我們反省如何回應上帝的恩典作上帝好

管家的時候。

月前有一位長者，一早來到聖堂外，我跟他打招呼，他用普通話詢問

我們的崇拜時間，我回答說：「九時正國語崇拜馬上就要開始，十時

正英語崇拜，十一時正粵語崇拜。」他繼續問粵語崇拜是否有午膳，

我回答說有，他再問餐費多少。我回答說：「一般是每位三元，但第

一次參加者是免費的。」他說：「人家都是收兩元，你們要收三元

嗎？」我沒有多解釋，只是再邀請他來聚集。他說他會參加十一時正

粵語崇拜。但他再沒有出現。

事後回想，這位老伯生活可能不那麼寬裕，那天他可能只有兩塊錢可

以花在午膳上，但他又不想白吃人家的，於是他就索性不來。假如我

當天回答說：「我們歡迎所有信眾參加午膳，我們沒有既定餐費，但

歡迎自由奉獻。」我相信他會來聚集，並樂意奉獻他的兩塊錢來解決

他的午餐。

故此，大家最近可能已察覺，我們將收集餐費的箱子放在副堂入口處

並標明“午膳奉獻＂四字，取代以往把箱子傳到各人面前收餐費的做

法。讓我們試行半年，明年中再作檢討。

有些教友可能擔心，教友見不到餐費奉獻箱傳到自己面前，就會忘記
付餐費，我們的午膳收支就會出現虧損。在開始的時候，有人忘記奉
獻餐費，是情有可原的；但我認為這只是一個習慣問題，當大家適應
了新安排後，問題就會自然解決。因為如果一個人第一次忘記奉獻餐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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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那他是真的忘記了；第二次忘記奉獻餐費，那他也是真的忘記
了；但假如他次次都忘記奉獻餐費，那他就是故意的了；而在我們當
中，我不相信有誰是有能力奉獻而故意不奉獻的。

換個觀點，縱然我們的午膳收入會有一點點縮減，但我們可以與那些
未便付出三塊錢的人一起午膳團契，並讓他們吃得自自在在，那不是
我們有能力招待人的福氣嗎？那不是上帝所喜悅的嗎？

以利亞先知見到一個寡婦在撿柴，就請求寡婦給他取點水及拿點餅。
寡婦說：她沒有餅，罈內只有一把麵，瓶裡只有一點油；她現在找兩
根柴，回家做餅給兒子和自己吃，吃完就等死。但寡婦還是慷慨地分
了一點餅食給他。後來寡婦發現，罈內的麵沒有減少，瓶裡的油也不
缺短，麵粉愈取愈有，油也是愈倒愈有。(列王紀上17:10-16) 。上帝是
不會虧待慷慨的人。

我們應如何回應上帝的恩典作上帝的好管家呢？我們要用慷慨來回應

上帝的恩典，憑信心來作上帝的好管家。

你的牧師

盧君灝

十 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感恩晚禱崇拜：    
馬楊美德姐妹  (馬太) 日前身體欠安，
蒙主祝祐，經醫生施手術後，業已康
復，盧君灝牧師特別於十月十九日晚上
五時為她舉行感恩晚禱崇拜。四十多位
教友與會，與馬太一起禱告，並誦唱啟

應和尊主
頌、西面
頌，藉此感
謝主，讚美
主，榮耀主
的名。

馬太於副堂設自助晚餐款待會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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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油禮與健康講座：        

盧君灝牧師於聖路
加日(十月十八日)
之翌日，即十九日
的主日崇拜當中為
身體欠安，和祈求
健康與救恩的教友
舉行膏油禮。牧師
先祝聖用以膏病人
的油， 接著，三十
多位參與崇拜的會
眾虔敬地走到聖壇
前接受個別的膏油
和祝福。但願他們
得免除苦楚，恢復
健康，重得力量，
並藉主的幫助克勝罪惡和魔鬼。

午膳之後，龍之榮醫生於副堂主持健康常識講座。他因應
與會者的提問，作深入淺出的解釋，會眾獲益良多。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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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部秋日參觀活動： 婦女部於十月二十一日舉辦秋日參
觀活動，地點為 孔雀公園 The Arboretum, Arcadia。計共十八
人參加是項活動。
    清早九時三十分在禮拜堂集合，然後由盧牧師帶隊一同乘

車出發。部分的成員
則自行駕車前往。
    遊園於十一時開
始。孔雀公園景色優
美，一如其名，草坪

小徑，處處可見孔
雀，或結伴閒遊，或
塘邊覓食，雖遊人近
前，亦不畏懼。最可
惜的是孔雀皆吝嗇其
華美的羽翼，不願意
在我們面前開屏展
翅。
    公園之中，樓閣
園林，擘劃有致，具
美國西部莊園特色。參與活動仝人，以噴泉為背景，拍照留
念。
    中午，韋啟鑾伉儷於府上以越式午膳接待。名茶美點，蝦
粥腸粉，香葉春卷，米糕甜餅，紛陳盈桌，饕餮稱快。飽足之
餘，無忘禱告，感謝
上主。我們一起午
禱，啟應頌讚。活動
於中午二時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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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Noovveemmbbeerr BBiirrtthhddaayy

十十一一月月生生日日會會

   Happy Birthdays !

祝祝生生日日快快樂樂！！   

  關新 (2日) 關之娟 (5日) 劉美鐘 (5日)

  植劉寶珠 (11日)     羅思凱 (11日) 黎張亞莉 (13日)

  王永良 ( (21日)    陳欣婷 (24日) 龍之榮 (28日)

  Alexandra        

  Daniel Wong
(21日)

願 新一歲裡，主愛更深，主恩更豐！
(如有遺漏，請通知辦公室)

出席 拾月五日 生日會的壽星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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碩哥信箱

－吳維碩師傅
                   

� 豆腐

� 豆腐，是中國飲食文化的瑰寶。食豆腐，有益健康，以

豆腐為主要材料做出的佳餚美食，可謂林林總總，多種多樣。今

期，向大家介紹兩款炒豆腐：

� 肉碎炒豆腐

� 材料（六人份）：嫩豆腐一盒 16 安士、豬瘦肉或五花肉

四安士、蔥茸半湯匙、蒜茸半茶匙、薑茸半茶匙、青椒切碎粒半

茶匙、湯半杯、油、酒、白糖、生抽、蠔油、鹽、味精、胡椒

粉、生粉。

� 製法：（1）豆腐切成小塊，燒滾水適量，將豆腐放入滾

水中，熄火浸泡 5 分鐘，撈起瀝去水分待用。（2）燒紅鑊，落

油，下蔥茸、蒜茸、薑茸炒香，下肉碎，下胡椒粉和酒少許，炒

至肉碎剛熟，放入豆腐，下白糖、生抽、蠔油、鹽、湯少許，蓋

上鑊蓋稍煮片刻。放入青椒碎炒勻，放味精、放濕生粉勾芡，即

可上碟。

� 茄汁蝦仁豆腐

� 材料（六人份）：嫩豆腐一盒 16 安士、鮮蝦仁四安士、

蔥一棵、湯半杯、茄醬一湯匙半、油、酒、白糖、鹽、味精、胡

椒粉、生粉。

� 製法：（1）豆腐切成半英寸的方粒，燒滾水適量，將豆

腐放入滾水中，熄火浸泡 5 分鐘，撈起瀝去水分待用。（2）鮮蝦

仁挑除蝦腸後，用鹽水洗過，再用清水洗淨瀝幹。（3）把蔥分成

蔥白和青綠二段，再分別切成蔥白粒和蔥花。（4）燒紅鑊，落

油，下蔥白炒香，下蝦仁，下胡椒粉和酒少許，炒勻，放入豆

腐，下白糖、茄醬、鹽、湯少許，蓋上鑊蓋稍煮片刻。放味精、

放濕生粉勾芡，即可上碟，撒下蔥花即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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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聖靈所結的果子 -- 新炊--  

「聖靈所結的果子，就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止。」 (加拉太書 5:22-23)

“But the fruit of the Spirit is love, joy, peace, patience, kindness, goodness, 
faithfulness, gentleness and self-control. Against such things there is no 
law.”
須依照 Sudoku 的遊戲方法填寫下面的方格。──答中有獎！

若於11月2日生日慶祝會完結之前將答案交給 Ada Leung, 經核對無誤之後，

可獲送贈獎品一份。

獎品共有三份，先到先得。

(答案下期刊登)

仁愛 良善 溫柔 恩慈 忍耐 和平

恩慈 溫柔 忍耐 信實 良善

節制 和平 恩慈 喜樂

和平 節制 仁愛 良善 恩慈

信實 仁愛 喜樂 恩慈 和平 溫柔

良善 恩慈 和平 節制

節制 良善 和平 溫柔

忍耐 和平 喜樂 溫柔 信實 仁愛

喜樂 仁愛 信實 節制 和平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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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友園地   一個台灣女強人的奮鬥史(下)                                                  

晨曦 轉載

  

(接續上期)… … 接著專業地問他：「請問有多少時間？」麥克答：
「四十分鐘。」陳文敏便迅速為他準備精緻的小餐點，還細心安排
一位服務生擋在前面，防止有人上前打擾。
    反應機靈贏得客戶死忠. 最後，麥克準備離開時，陳文敏調皮地
問他：「有沒有人告訴你，說你長得很像麥克．道格拉斯？」麥克
聽了笑著說：「有時候會有人這樣說。」陳文敏接著道：「不，你
比他帥多了。」惹得麥克哈哈大笑，伸出手與她握手說：「你是我
在紐約見過最好的飯店人員。」然後留下五十美元钜額小費。
    美國五星級飯店，客人給的小費，五元已經算是相當不錯的價
碼。 有了這一次體貼又愉快的用餐經驗，從此麥克到紐約都上漢斯
理用餐，並且指定陳文敏為他服務。
    又有一次，沒有訂位的麥克帶著太太與朋友忽然走進來，由於已
有三組客人正在吧台等待，麥克這位巨星勢必要等上許久。
陳文敏又靈機一動故意嚷嚷：「麥克先生，您怎麼晚了二十分鐘才
來！您的訂位剛被取消，不過，我試著想辦法盡快幫您安排座
位。」五分鐘後，便幫麥克第一順位上桌，其他等候客人，就沒有
抗議。麥克笑著告訴她：「我看妳可以來好萊塢演戲了！」
    又有一回，麥克在餐廳用餐，在另一桌的「第一波斯頓證券」
（First Boston）副總裁雷納一直偷看麥克，陳文敏發現了，趁著服
務生上菜時，走上前問他：「雷納先生，您的公子上回說想要麥克
的簽名，對不對？」 雷納會過意高興地說：「對啊，對啊！」就這
樣，從未提出要麥克為客人簽名的陳文敏，為雷納做了這件令他永
生難忘的事，並且顧全了他這種身分所不能啟齒的心願。
    就在陳文敏的死忠客人越來越多時，有一天，她接到剛卸下國務
卿的季辛吉秘書南茜打電話來說季辛吉即將蒞臨飯店用餐。 當時季
辛吉所到之處均引來大批媒體跟蹤，安全與隱密是最重要的事。陳
文敏本能地問：「有多少隨從？」安排這種政治人物的位置非常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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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陳文敏說：「一定要安排在門口的對角斜線，讓他面向大門，
背靠牆壁，左右與前面三桌均安排安全人員。」同時，用餐的花費
也設身處地著想。
    陳文敏說：「企業人士比較有錢，餐點可以建議較高級的，但是
卸任的政治人物，要為他們設想花費。」於是陳文敏很細心、又很
體面地讓季辛吉在這家大飯店完成划算又有面子的宴會。
最重要的是，要研究知名人物的用餐習性，這就是五星級大飯店的
「競爭力」。陳文敏設法打聽出猶太裔的季辛吉的習性：「不喝酒，
愛喝沛綠雅（Perrier）礦泉水，不吃有殼的海鮮，不吃豬肉。」因
為季辛吉愛喝沛綠雅，所以，後來紐約的上流社會都喝沛綠雅。
    也因為陳文敏的用心，季辛吉後來每回一定要先確認陳文敏在，
才願意進漢斯理用餐。
    甚至整條華爾街的知名總裁與執行長，全都非常喜愛陳文敏，包
括美國運通的執行長羅賓森、中東銀行總經理雷夫、國際投資公司
總裁貝克，甚至各國駐紐約的大使們，也都成為她的好朋友。有的
客人會寧願花時間等候陳文敏來上班。
    陳文敏回憶，有一次，一位女士單獨走進來，仔細一看竟然是巨
星茱蒂．福斯特。茱蒂很嚴肅，不愛講話，陳文敏一眼就判斷茱蒂
是很有個性，不喜歡被煩的人。接著，陳文敏俐落地把她引到角
落，前面還有一棵植栽遮住。
    茱蒂吃得很清淡，不喜歡油膩，另外也喜歡紐約歌劇。大概欣賞
陳文敏的善體人意，茱蒂．福斯特後來也常來，但總是一個人。陳
文敏利用機會讓她知道自己也很喜歡歌劇，所以茱蒂有時會邀請陳
文敏一齊坐下來聊一聊，詢問紐約的歌劇近況。 因為表現優異，有
工作狂的陳文敏在當了一年半的領班後，二十八歲便成為餐廳部門
的經理，創下紀錄。 三十四歲，又進一步升為餐飲總部的總監，掌
理六個餐廳，也刷新紀錄，她這位東方女性的成就，在當時紐約變
成大事，她也因此成為《紐約客》雜誌以及《紐約》雜誌的新聞人
物。
    陳文敏也認定：「人生的造化，與自我的努力有絕對關係！」她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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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經理時，接到一通電話，是多年前那位請辭的白人帶位小姐打
來的，她以請求的口吻說：「有缺人嗎？」陳文敏回答：「據我所
知，現在好像沒有經理的缺。」她聽了連忙說：「啊，我不是要應
徵經理，我還是應徵帶位小姐。」 當陳文敏距離總經理職務只剩一
步之差時，她做了一個決定：「我要自己出來創業。」於是一年後，
她跳出來開設「ＷＭ宴會公司」，專門幫上流社會辦理宴會與活動。
由於她掌握上流社會的名單，上流圈子都願意讓她接案子，所以營
業額驚人，一開始就創下一百萬美元（約新台幣三千一百萬元）的
年營業額，獲利率在四成以上。紐約上流人物非常重視隱私，陳文
敏獲得他們的信任，所以不斷增加客源，她說：「為他們辦宴會，
還要簽下秘密協定，信守不得攝影、不得錄音、不得將宴會所見所
聞洩漏給第三者，否則會吃上官司。」憑著一己之力，陳文敏在紐
約不僅成為一家公司的老闆，且擁有三棟公寓、名車及司機、傭
人。
     一九九五年、應年邁的母親之命，三十八歲的陳文敏決定結束紐
約的事業，變賣紐約的資產回台灣，當飛機飛離甘迺迪機場時，她
喃喃自語：「當我再回紐約時，我將只變成一位遊客，因為紐約的
商場競爭太激烈了，我知道這麼一走，就無法競爭了。」美式風格
注入營建業新生命. 陳文敏回台創立「紐約國際管理顧問公司」，引
進紐約上流社會新的休閒觀念，也成為這兩年「豪宅」案中有關頂
級休閒俱樂部設施的主導人。才短短五年，她已接辦包括青山鎮、
天籟、海神及寶成建設總部等的俱樂部施工、管理與服務等二十多
個案子。預估今年營業額為新台幣五千多萬元。陳文敏以美式風
格，遊走在傳統產業的大老闆中，頗引人矚目。
    寶成建設董事長林常榮說：「我認為陳文敏為非常傳統又逐漸走
下坡的台灣營建業注入了新生命。」 陳文敏說：「在我的眼裡，台
灣像是一個十八歲的男孩，卻擁有四十歲的財富，所以像是暴發
戶。我有一個想法，想讓台灣變成一個四十歲，成熟又有文化的男
人。」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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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墨 筆 語 — 麥仁

 臨老學“電腦” 

我們廣東人的口頭禪多得不能勝數、其中有一句話說：「臨老學
“吹打”」。（“吹”是「用口吹的樂器－簫和笛之類，“打”即
是“用手擊打的樂器－鑼、鼓等”。」臨老學的意思有很多，大概
是：“年輕的時候沒學、等到年紀大了才學”，（意思是“難了”）。
亦可以解為：“不怕羞”，（或“遲了”！）年輕的時候腦筋清醒，
手足靈活，收藏的東西也比較少，無論學甚麼都容易“上手”、“入
腦”。年紀大了、想學甚麼都難。正如老番說的：“Old dogs can’t 
learn the new tricks.”（老狗焉能學新的玩意兒呢？）我自己本就
是個不學無術之徒，到了五十多六十歲才“臨老”學電腦入門，其艱
難人人都可預知的。

“電腦”從前稱為“電子計算機”，已經有數十年的歷史；發
揚光大還是近三十年的事。它是近代發展最快、進步最速的科學電子
產品。是目前最尖端、最熱門、卻又是最流行的“時代產物”。不論
閣下身處何方：在學校、在家中、在辦公室、在旅店、在飯館、在購
物，也可以在長途汽車裡、在大海洋作環航世界的郵輪上或正在空中
飛行中……，都可以上網與家人、朋友、公司、學校和公共機構聯繫
或搜索資料。如今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有不同型式的“電腦”在
活躍著。電腦的用途廣、款式多，就算各種家用電器、兒童玩具都有
微型電腦設備。在現世代，“電腦”已經普及到人人有、家家有，無
論大人小孩都曉得使用（所差別的、祇是複雜或簡單罷了）。

我們的孩子到了上中學時、就想買一部IBM個人電腦；只是當年
的價錢太貴，要五、六千元，於是他選了一台價錢最便宜的Atari。
（不過這部Atari比較像遊戲機而不像個人電腦）。自此、我家差不多
每年都要買一部新電腦。家裡雖然有電腦，但因為我對電腦不了解，
所以從不觸碰，總認為電腦祇能用英文處理。原因是我的英文程度
低，沒膽量去認識它，甚至連“試一試”的念頭都不敢存有。至於我
甚麼時候開始對“電腦”這個玩意兒發生興趣的呢？那已經是很久以
前的事了！

一次Peter哥由港回美，閒聊中談起電腦，他說：電腦可以使用
中文，而中文的輸入方法有很多；最常見的是「倉頡輸入法」、也有
很多人用手寫輸入，也有人用簡易、漢語、英語、粵語、電信碼……
等，祇要知道自己要用的方法，使用電腦便不是很難了！自此、我有
了想學電腦的念頭。有一次兒子的電腦玩膩了、要換新的，於是我便
從他的“剩餘物資”中檢拾了一台古董“電腦”，（早忘記是甚麼牌
子了，祇記得它的型號是286）。雖說有電腦了，可惜我卻得物無所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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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因為自己一竅不通，對著它有如“老鼠拉龜”（不知從那裡入
手），於是、等Peter哥回來向他請教。他替我裝上一套「國僑廣東話
輸入法」，用廣東話拼音的方式、將中文輸入法的程式裝載入電腦。
（因為我從前在港工作、對廣東話拼音比較熟習，所以操作起來並不
很難。）從此、我常用電腦來寫信。

十年前徐牧師走馬上任，他希望教會能辦一份月刊、通訊（News 
Letter）之類的刊物，徵求我的意見及協助。我知道侍奉上帝、做教
會的事是我的本份，祇要我能力允許、那是義不容辭的，於是答應了
“不妨試試”。本以為是暫時性質，誰知這一“試”便“試”了九年
多，刊印了超過一百期、而且從沒間斷過。須知我是一個“有頭沒
尾”、 “有始無終”，做事一向都是三分鐘熱度的人，能夠“捱”
過這段日子，可說是一個奇蹟！我能不感謝上帝、感謝祂賜我這個侍
奉的機會麼？

這次電腦壞了、換了是別人，還不容易？索性買一部新電腦，
“汰舊換新”是現代人的信念，把這部老“古董”換來一部新電腦、
多省事？可是我不能呀！一個吃“退休飯”的閒人不能如此浪費；更
何況、就算有了新的電腦我也不懂得使用，還需一段時間進修；可
是、怎能讓一條老狗再去學新玩意兒呢？（我和那匹老馬沒兩樣，每
天走著同一條路可以，不能再轉換新路了！）幸好今年佳音月刊的編
輯換了人做， Peter哥文武全材，我無須再為此事而焦慮、煩躁；電
腦壞了、慢慢修理吧！◎

       分   享   篇         － 由 莫 遲 疑 提 供

2008年十一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11.  突然間我被拉出，離開了那個牢房。 我知道是主拯救我，但是當時我不
知道，因為我是以一個不認識主，未得救身分的人去到那裏。 我被放在我
曾經看過的火坑旁邊，我站在火坑的邊緣，一個巨大洞穴的下面，好像有
一條隧道往上直通。 我沿著火，可以看見在火中的身體，人們在火焰中尖
叫，尖叫呼求憐憫。 這地方到處都是火燒，我不要再回去了，雖然我忍受
的痛苦已經夠了，可是那裏的火焰和高熱更是痛苦。

他們一直哀求，要離開那裏。 這個巨大的生物，躺在地獄的火坑邊包圍
著，若有人爬上來想要出去，他們就會被鏟回到火中去，不准離開。

猶大書1:7 「在永火裏受刑罰」
以賽亞書24: 17-18「恐懼、陷坑、網羅、都臨近你... 和恐懼的聲音」   

    
(下期再續)   莫遲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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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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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請附上簡短的文字說
明，藉以見證主恩。

恩澤流金

    吳維健弟兄交來下面兩張舊照片，其中的一張顏色已發黃，上面
裂痕斑駁。不過，就是因為它是舊，它是殘破，更顯得珍貴。據吳弟
兄說，他們吳家很多很多舊照片已於文革期間丟失。中國改革開放之
後，在散居各地的親友居處尋尋覓覓，才找到其中的一二，所以是珍
而重之。

（左圖）主曆1947年, 聖
公會廣粵教區副主教候
利華 (英國人，圖中坐
者) 偕同聖公會江門堂主
任許碧璋牧師 ＊ (圖中
二排左三) 探訪教友，並
與吳維健弟兄 (圖中手抱
的小孩子 ) 的家人合照
留念。  

＊ 許碧璋牧師離開江門之後，曾先後擔任香港聖馬利亞堂主任牧師
和北婆教區主教。

(右圖) 主曆 1981 年，
經歷“文化大革命”迫
害的中國廣東省台山
簍三自愛國教會拍下復
堂後的第一張全體教友
合照。 圖中背景是暫借
作教堂的普通民宅。當
日，政府尚未將以前沒
收的教堂歸還與教會。
  
＊照片前排正中的兩位
正是吳維健弟兄的尊翁
和尊堂----吳漢屏醫生伉儷。兩位都是洛杉磯聖加百利堂的元老，於數
年前息勞歸主，不過他倆一直活在我們聖加百利堂弟兄姐妹的心中。自
維健弟兄的口中得悉，吳家在歷史的洪流當中，曾經歷過很多個憂患的
黑夜；他們無論在何時、在何地都親近上帝，承認耶穌基督是主。吳家
在美國，蒙主祝福，子孫繁衍，或就學，或工作，主一直看顧他們。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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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禱  事  項
1. 為身體軟弱的兄弟姊妹禱告，特別為馬楊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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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信錄──銘泐圖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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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子賢法政牧師榮休銘泐誌念

徵信錄
THE PLAQUE TO HONOR CANON DAVID CHEE

AS OF MAY 30, 2008
Donors Amount (US $)

Ada & Peter Leung $200.00 
Anne Yan Ngan Ping $25.00 
Benson Chan $500.00 
Canon  Edmund Bowen Der/Margaret Chee Ming Der * $100.00 
Cheung, Rosalind & Stephen * $100.00 
Chow, Joseph & Elaine * $50.00 
Colleen Mak * $50.00 
Connie Chang * $50.00 
Fok Kuen & Yeung Yen Ming $50.00 
Grace Chew $200.00 
Grace Lu Wang * $100.00 
Guo Quan Zhao & Man Man Chen * $50.00 
Hsu, Phebe $50.00 
Janice & Iris Fok $50.00 
Jimmy Lai $25.00 
Joe Chan $100.00 
John T. Cheng * $50.00 
Julie Go $25.00 
K. K. & Carol Kwan $50.00 
Kwong, Wen-Ai Ling, Moyung * $25.00 
Loh, Ruby $50.00 
Lui, Stephen & Evelyn * $25.00 
Mak, Jenny $50.00 
Mak, John & Monica $50.00 
Mary Anna Sung Hsi/Mary Hsi Aldern * $25.00 
Mrs. Chow, Ka Chuen * $200.00 
Pearl Chih $50.00 
Pern, Allison (Elaine) $50.00 
Rev. Becky Shan * $30.00 
Rev. David Lui * $100.00 
Rev. Kwan Ho Lo * $100.00 
Rev. Ronald W. McBride * $225.00 
Roy Lung $200.00 
Santos Hoo Keung Lam/Connie Miu Sheung Lam * $50.00 
Shun-Lien & David W Tu * $100.00 
Susan & Wilson Mak $50.00 
Tim & Iris Wai $200.00 
Wu, Wei Ji & Shun Yi Jiang $50.00 
Wu, Wei-Shou $25.00 
Yeung, Karen & Bradley $100.00 
Yu, Wing Chong $50.00 
Yvonne, Janet Y. Chann * $100.00 
龐德明師母 * $200.00 
Li, Joseph & Ginger $1,070.00 
Total: $5,000.00 

* 名錄和款額紀錄若有錯漏，請通知本堂辦事處訂正為盼！

  Please notify our Church Office if any error found in the above recor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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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活水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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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活水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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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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vember is the month of Thanksgiving, the time to examine ourselves on how to 
respond to God's grace and be God’s loyal steward. 

A month ago an elderly gentleman appeared on the church ground early in a Sunday 
morning. I greeted him, and he enquired in Putonghua about our Service time. I 
replied: the Mandarin Service is about to begin at 9am, whereas the English Service 
is at 10am, and the Cantonese Service is at 11am. He went on to ask if there is a 
lunch following the Cantonese service. I answered yes, and he asked how much 
does the lunch charge. I replied, in general we expect a contribution of $3 for a meal; 
however, it is free for any new comer. He said, it is just $2 elsewhere, but St Gabriel’s 
is expecting $3. I did not give any further explanation but invite him to join us in the 
service. He said he would come for the Cantonese service at 11am. However, he did 
not turn up. 

In retrospect, the old man may live a less well-off life, and perhaps he could just 
afford two dollars for his lunch. As he did not intent to take advantage of others, so 
he decided not to come. Shall I have answered him in this way: “We welcome all 
faithfuls to the lunch, and we do not charge for the meals, but welcome any voluntary 
contribution;” I think he would have come, contributing his two dollars and had his 
lunch finish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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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nce, you may have already noticed, now we do not circulate the meal collection 
box from table to table but have placed the meal collection box marked “Lunch 
donation” at the entrance of the hall. We shall keep these measures until further 
review in mid-2009. 

Some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may worry that as the collection box is no longer 
circulated to their convenient reach, people may forget to contribute, and as a result 
the church may suffer from a loss of revenue. I appreciate that people may forget to 
contribute in the beginning, but as we get familiar with the new measures, the 
problem will be sorted out. If a person forgets to contribute for the meal for the first 
time, he really forgets; if a person forgets to contribute for the second time, he really 
forgets; but if a person forgets to contribute every meal, he is deliberate. Yet I can’t 
think of anyone among us who, though capable, refuse to contribute for meal. 

Let us take another vantage point on the matter. Though our lunch revenue may 
slightly be reduced, we can eat with those who can’t manage that $3 for lunch 
Fellowship, and we offer them an embarrassment free environment too; is it not this 
a blessing to us in itself? Is it not something that pleases our God? 

Prophet Elijah once asked a widow who was gathering sticks if she could get him 
some water and some bread. The widow replied she did not have any bread, but just 
a little flour and a little oil; and she was going to make some bread for her and her 
son before starving to die. However, the widow was generous enough to share some 
bread with the prophet. Later on, the widow found out that the flour in her house 
never use up, and the oil in the jar never run dry; the more they used, the more there 
was. (1 Kings 17:10-16). God will not treat his generous people harshly. 

How should we respond to God's grace and be His steward? In response to God's 
grace we have to be generous, and to be His good steward we have to be faithful.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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