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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誕剛過去，農曆新年又到臨。
2009年新一屆的堂議會，經已組成，萬象更新。

我們的教友也作新形式的奉獻，一直以來多是奉獻金
錢；今日，教友也奉獻上他們的財寶、土地，……。

馬楊美德女士，她病癒之後，無忘感恩。
2008年11月，教會特別為她舉行感恩崇拜，她也
盛設感恩晚餐，宴請出席的教友。近日，她更捐
獻她珍藏的飾物給教會。

GEORGE  WONG 也捐獻他購置多年的「福地」(壽基)給教
會。堂議會委派專責小組處理這些飾物和土地，這些都是
貴重東西，我們有清楚紀錄，日後也會作詳細的報告。

馬太福音2章11節記載，昔日耶穌降生之後，三博士
遠自東方來到伯利恆城，他們俯拜在小孩子和他母親馬
利亞面前，揭開寶盒，拿出黃金、乳香、沒藥作為覲
見救主的獻禮 (太 2：11)。馬可福音12章42節記載，
在會堂裡面，窮寡婦獻上兩個小錢。這些同是珍貴
的奉獻。只要是虔誠獻上，必蒙主所悅納。

教會鼓勵信眾奉獻他們珍而重之的一切。不單是物質
的奉獻，精神的奉獻也無任歡迎。我們也可以奉獻時間、
才能、光陰……。萬物都是從主而來，我們把從主而來的
獻給主。

<佳音> 的讀者贊助農曆新年賀格，這也是奉獻的形式
之一。繼<佳音>百期紀念之後，我們在這一期----119期再
次登載賀格，多謝各位的支持。亦為此，我們提早一個禮
拜，在農曆新年之前印刊<佳音>。篇幅所限，其中的專
欄，如“碩哥信箱”和“恩澤流金”等亦待下期120 期才
繼續刊載。

119期的印刊，對佳音來說饒有意思。合指一算，連同
<百期特刊>，<佳音>已刊行了120期；換言之，<佳音>快
高長大，十歲了。阿勒盧亞！讚美頌揚獻與上主。

轉瞬間又是舊歲新年的時候，在此恭祝大家平安辭舊歲，喜樂過
新年。我們在主的恩典中平安走過了戊子年，目睹不少默默辛勞的兄
姊為聖加百利堂奔跑，使我們的堂氣提昇，使我堂看到新的希望。

一年際此，也是除舊更新的機會，所以讓我們來反省一些習以為
常的事，看看有甚麼地方可以求長進。我到了美國兩年體會到本地不
少進步積極的氣息；然而在美國教會中，我觀察到兩種習慣，大家雖
已習以為常，但仍值得我們檢討的。

首先，我觀察到有些信徒在崇拜後，把自己所奉獻的鮮花，從聖
所中拿走。我猜想這是一種實用主義的延伸——因為崇拜後聖堂已空
無一人，鮮花擺在聖所中已無“用”。與其讓那些美麗的鮮花在聖堂
中枯萎，倒不如比搬返獻捐者家中擺設欣賞更有“用”。如果搬花的
人是這樣理解的話，不僅是太“ 實用” 了，更有悖常理。一來，奉獻
出來的東西就再不是屬於獻捐者的了；所以，獻捐者是無權把花拿回
家的。二來，奉獻給上帝的鮮花是用來表達我們對上帝的敬愛與感
謝，而並非一種室內裝飾品；故此，當我們離開聖堂之後，把那些鮮
花留下來，讓那份由衷的愛意綿延下去，不是更恰當嗎？君不見那些
帶著鮮花到墳場掃墓的人，離去時都把鮮花留下，讓他們對先人的愛
意綿延下去嗎？試問是否有人掃墓後，就把帶來的鮮花拿回家擺設
呢？

另外，我又觀察到，在崇拜中收奉獻時，有些信徒分文不捐，讓
奉獻盤擦身而過而無動於衷。我諒解箇中原因：他們可能已經在月頭
奉獻了所認捐的數目，既然已“ 捐夠” 了就不再捐。就牧區財政看，
這種做法無可口非。人家已承擔了自己的份額，何必再強人所難，叫
人多捐呢。但這想法恐怕就把我們的崇拜禮儀庸俗化了!

我們相信主耶穌在聖餐聖禮的餅酒中臨在，而聖餐中的餅酒是來
自信眾的。初期教會的信眾，每主日都把自己所做的餅及所釀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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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他們勞動所得的獻上，在聖禮中備用。換言之，主耶穌在聖餐的
餅酒中臨在，與信徒在生命上的努力是息息相關的。今日的信徒很少
再下田耕作，栽種釀酒，他們上班賺錢維持生計，所以，每主日崇拜
時，聖餐用的餅酒由信徒代表獻上，而信徒就獻上勞動所得的金錢，
象徵獻上自己生命上的努力，來體認基督的臨在。所以，崇拜中傳到
各人面前的奉獻盆不是用來收數，而是用來收取你生命中的成果。這
樣，你在崇拜中再不是一位被動的旁觀者，而是一位積極的參與者。
所以，我向各位建議，不妨將所認捐的金額平均在每主日奉獻，以更
深體認奉獻的意義。假如我們已習慣於在月頭一次過定額奉獻，那麼，
就請你別那麼計較，放進一個零錢，提醒自己是一位積極的參與者就
是了。我們千萬不要跟上帝斤斤計較，因為上帝從來沒有向我們計較
過，“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上帝的愛就在此向
我們顯明了” (羅馬書 5:8)

我們明白，信徒們有時忘記帶錢包而無銀奉獻。所以，我們在聖
堂後放置了一碗零錢，讓大家有需要時可以應急。

讓我們在主內彼此鞭策，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樹立兩個好習
慣——崇拜後不帶走鮮花，奉獻盆前不再托手踭。再祝大家

靈命高陞，滿堂喜樂，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你的牧師

盧君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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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屆牧區年會議會選舉結果

第十六屆牧區年會於二月十八日午堂聖餐崇拜結束前舉行。年會當中，
主要是推選 2009 年度的同工 ( 2009 CD-WORKER )。以下是當日選舉的
結果：
2009 年度之牧區議員：吳維建   關敬強   JANICE FOK    PAUL ZHANG
耆英會會長： PHEBE HSU   

婦女部部長：LISA CHAN

同心團契召集人： DAISY MAN

家庭服務組組長：  ADA LEUNG

牧師祝福之後，會議結束。用過午飯，隨即召開第一次會議，新當選的
牧區議員連同 2008 年屆及 20007 年屆的議員互選其他崗位的負責人，如: 
司庫、財務顧問、生命樹委員會、教區會議代表、語言學校、佳音月
刊、節慶活動召集人……。

                       

我們為教會新的一年工作祈禱，求主在前引
導、在後扶助我們，俾教會未來能在艱困的環
境中，邁步向前。

又為身體軟弱的兄弟姊妹祈禱，其中包括：馬
楊美德、關新、黎張亞莉、蔡澧業、蔡陸景珩、程文輝等禱告；求主醫
治他們，賜平安與他們，又祝福與看顧他們的人。

請繼續為本堂的青少年事工祈禱：無論是求學還是工作的，求主賜他們
有聰明、有智慧、有強壯健康的身體，引領他們謙卑順服，事奉上帝。
栽培下一代是我們責無旁貸的使命，我們又為主日學的教師和有關的事工
祈禱。

求主增強我們的信念，教我們做一個合主使用的器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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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禱的內容由 Wilson Mak 提供。)

代 禱 事 項

廚房組組長： THERESA CHEUNG

節慶活動召集人： CHARLES CHEUNG

主日學負責人： TOMSON MAN

青年團契負責人： BONNIE C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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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 份 教 會 活 動 簡 報

妙舞生風午聚間：     文許璧如姐妹於二月一日主日崇拜及午

膳之後於副堂教授正規國際標準舞蹈，學員十多人。華爾滋、狐步

等等……，午間輕歌慢舞，旋旋轉轉，彎腰踏步，亦收健身之效。

婦女部愛心針織班：  
一月十一日主日，午膳之

後，婦女部假圖書室開班

教授針織冷頸巾及冷

襪。麥鄺淑新姐妹擔任導

師。是日頗為寒冷，學員

活學活用，將剛編織出來

的冷巾繞到頸項間，更覺

溫暖，也更輕柔，也樂在心間。

普通話團契：    普通話團契於

一月十七日禮拜六假韋啟鑾弟

兄府上舉行聚會，共 16 位兄姐

出席。除分享專題短講、唱詩和

祈禱之外，還共享越南美食。

耆英會   耆英會在廿二日舉

行，出席的人數有十一人之多，

頗為理想。

休假當中的盧師母（劉美鐘牧

師）不辭勞累，仍為我們主持聚會。祈禱、唱詩之後，她為我們講

解「約翰福音對生命的啟示－七句“我是”的句子」。她為我們

準備了講義。她的講述和解釋明白詳盡，讓與會的“老人家們”獲

益良多，大家都很是感謝。

隨後“操大隊”到「廚房製造」餐廳，十一人大吃一頓。飽餐後才

各自回家。

年廿八-洗邋遢 Charles Cheung 以電郵號召會眾於一月十八

日崇拜及午膳之後留步協助清潔教堂、副堂及其他地方。但見有男

有女，有長有幼，皆自備清潔工具，齊心合力，落力打掃。不一會，

已見成效。 另外， 據悉 Joe Chan 等人亦安排於 二十一日禮拜

三晚上回到教會，清洗廚房的油煙垢積。不單只要花氣力，對各種

不同的清潔劑、爐具電器的結構，亦要有一定的認識。服務精神可

嘉，佩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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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最希望得到的是五福。                                                          
尚書洪范篇所說的五福，原文是：「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

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一）壽－長命、（二）富－富貴、
（三）康寧－健康安寧、（四）攸好德－「攸」字是助詞無義，「好德」
就是做善事、修德行的意思。（五）考終命－壽終正寢。除「攸好德」
之外，其他都是肉體生命的福氣。

何只五福，世人還求百福，包括：口福，即飲食之福；五代同堂，
即兒孫之福。有人甚至想享齊人之福。功名、利祿、權位，更視為福中
之福；還有…… 。

世人求福，基督徒對福，也是珍而重之。
聖經首卷<創世記>就記載上帝賜福給亞伯拉罕----「信心之父」(創 12：
2－3；創 15 ： 5) 。新約馬可福音第一章便講述耶穌一出來工作就宣傳
使人有福的訊息----上帝的福音。聖經中的詞語，除了「神」(上帝)之
外，出現最多的可算是「福」這一詞。賜福、得福、祝福，蒙福，有福，
享福、降福、福氣、福份、福樂、洪福、美福、福音等等，一再出現。

基督徒所重視的乃是靈性生命之福。
登山寶訓記載的是八福：（1）虛心的人得天國之福。（2）哀慟之

人得安慰之福。3）溫柔的得土地之福。（4）飢渴慕義的得飽足之福。
（5）憐恤人的得蒙憐恤之福。（6）清心的得見上帝之福。（7）使人
和睦的得稱為上帝之子的福。（8）為義受逼迫的也得進天國之福。
你得享九種聖靈的果子－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實、
溫柔、節制。當然蒙福。

基督徒也求肉體生命之福。耶穌教我們念主禱文，是這樣說：「我
們日用的飲食，求父今日賜給我們……」。我們的禱告中，也常求醫治
疾病、求得健康，這也是求福。我們也祈求父母得享高壽之福；也求教
導我們明白：財物知足之福、和施比受更為有福。

「信耶穌得永生」，永生才是基督徒最大的福氣。信了耶穌成為上
帝的兒女，就能蒙上帝賜與最上好的福份。

在新的一年當中，你也當帶你的親朋戚友來信主，讓上帝也賜福給
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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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類的罪性
A 什麼是 “罪”。

經文：[約 I  3:4  ]：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 罪”

經文：[約 I  5:17]： “凡不義的事都是 罪。”

經文：[雅 4:17]： “人若知道行善、卻不去行、這就是他的 罪了”.

啟示與思考
1 按希伯來及希臘文的原意，“罪”就是 “未中鵠”         

(鵠音 gu, 意 Target)。即達不到上帝既定的基本道德標準
( “十誡” [出 20:3-17 ]

2 上帝創造了光，看光是好的；如果沒有光就是暗，就是不好的。
上帝就是愛，是至善的；如果知善而不行善，“就是罪了”。
上帝規定了真理的標準----義；凡不義的事，“都是罪”。
上帝既定了人的道德標準；如果人的言、行、思、情，違背了
或達不到這個標準，“就是罪”。

3 罪性
(罪的律)

----- >< ----
(神的律)

罪念
(罪的律)

---->  <----
(神的律) 

罪行

○1 罪性 (Sin)
[羅 5:12，19 ]：“這就如罪是從一人 � 了世界，死又是從罪

而來，於是死就臨到眾人，因為眾人都犯了罪。……因一人悖
逆，眾人成為罪人。”
[詩 51：5 ]：“我是在罪孽裡生的，在我母親懷胎時就有了

罪。”

[羅 7:18，23， 24 ]： “…就是我肉體中，沒有良善；因為
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我覺得肢體中
另有個律，和我心中的律 (神的律) 交戰，把我擄去，叫我附
從那肢體中犯罪的律”。 “我真是苦啊”。奧古斯丁在 “懺
悔錄”中祈禱： “主啊，你知道我的內心，…我犯罪不是為
別的，只是為了罪本身。”
以上所述，正是奧古斯丁提出的“原罪”或“罪性”(SIN)，
是與生俱有的。從這個意義來講，“世人都有罪”， “沒有
一個義人”。

○2 罪念 (Sinful Desire)

教 友 園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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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 5:28 ]： “…凡看見婦女就動淫念的、這人心裏已經與
他犯姦淫了”。
奧古斯叮祈禱： “主啊… 我是甚麼東西呢？有甚麼邪惡在
我的行為中找不到？即使在行為中找不到的邪惡，也都會
在我的言語和意念中找到。”
[加 5:19 ] [提後 3:2 ]：[羅 1:29 ]：等之經文中指責的那些
罪，如：高傲、自私、貪婪、淫念、仇恨之心…都是普遍
存在於人心中的罪念。罪念一般可以看作是後天形成的一
種帶罪性的觀念和慾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罪性弱點，即
容易屈服于魔鬼試探的缺陷。因此各人的罪念取向和程度
不一樣。

○3 罪行 (Crime)
[出 20:3-17 ]：“十誡”是上帝授人于法律的基石，是基督
教信仰中倫理道德的基本原則，具有永恆價值，普適于全
人類。其中包括兩個層面：頭四條是確立正當的人神關係；
後六條是確立正當的人間關係。都是神鑑核人的行為準
則。祂本存於人類良知中 (羅 2：15)，為人類社會立法的
基本依據。顯而易見，一般社會民眾都明白：損害他人的
生 命 、 財 產 、 名 譽 給 婚 姻 關 係 的 行 為 都 是 “ 罪
行”(Crime)。而基督徒則更加明白這一切 “罪行”都來自
虧欠神、離棄神、悖逆神。因此，對于基督徒來講，最大
的罪是違背頭三條誡命。

B 原罪的本質---- “十誡”的啟示

思考：
1. 人的墮落。

起初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樣式創人，賜每一個人有自我獨立的生命，有
自主的能力和權利，有自覺的靈性和悟性。在祂眼裡，這 “一切都甚
好”，可是人被魔鬼引誘而墮落犯罪，罪的本質是“虧欠神”[羅 3：23]；
離棄神 [代下 24:20 ]、悖逆神[羅 5:17 ]。這也正是魔鬼試探的目的。事
實上，人若離棄了上帝，就無能力抵禦魔鬼的引誘，任由罪念泛濫[羅
1:28，29 ]，于是就導至罪行，引發人類的苦難。現將下列經文中指出的
各種罪分成五類：

[出 20:3-7 ]： “十誡”；
[箴 6:6--19 ] ： “耶和華所恨惡的…7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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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 1:29 ]： “裝滿了各樣的不義”；
[加  5:19 ]： “情慾的事卻是顯而易見的”；
[可 7:21]： “…你們不合我所望的”。
[哥前 13:4-8 ]： “愛的真諦”及[太 5：3-10]： “八福”…(從其反面來看)

○1 驕傲：硬心、自以為、任性、自跨、藐視、譏笑、論斷人、張狂、狂傲…

==>妄稱神名，自立“神靈”，悖逆上帝。

○2 虛假：偽善、說謊、讒言、乖僻、詭詐、譭謗、惡毒…

==>作假見證害人。

○3 縱慾：懶惰、奢華、諂媚、污穢、苟合、做羞事、邪蕩、亂倫…

==>奸淫

○4 貪婪：貪食、醉酒、求己益、自私、嫉妒、貪愛錢財…

==>偷盜

○5 怨恨：計惡、發怨言、易怒、惱怒、紛爭、不義、結黨、欺壓、野心、仇恨…

==> 強暴、殺人。

2. 人性的僭越。
       人類的罪性往往使人忘記自己是有限的被造者。妄想 “如神所能”甚
至超越、代替神。這種人性的僭越正是人類從罪性、罪念發展為罪行的特徵。事
實上，真理本身就包含一種正確的位份排列，這種次序是不能輕易更改和僭越的。
       例如：要用[A=父母]；[B=子女]；和[C=年長于]三個詞組成一個句子。顯

然只有在 A---->C---->B 的排列下才具有真實意義。
       又如：把[A=創造者]；[B=被造者]；和[C=高于]三個詞按照 B---->C---->A

的順序組成句子，則產生謬誤。
       在人與人的關係中，位份的錯誤排列尚且造成謬誤；何況這種人與神之
間的位份顛倒更是褻瀆真理，實質上就是“罪性”。人性的僭越就表現在將 “自
我”誇大為“自我中心，唯我中心”；把“自主”變成“自創善惡標準，自立崇
拜對象”；讓認識和敬畏上帝的 “自覺”，蛻變為 “悖逆、超越、代替上帝”。

3. “分別善惡”的 “智慧果”
     <創世記>說“分別善惡的果子”即“智慧果”，而聖經中的智慧書<箴言>
則將聰明與愚妄的對比 [箴 1-9 章]演進到善與惡的判斷和定論 (箴 10-21
章)。把屬世的知識和聰明提升到靈性的層次，論証只有耶和華是智慧的泉源，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箴 9：10)。”我們不妨把
兩篇經文比較，如下：

    我們可以再參考一下，人世間少有的智者對智慧的認識：
     愛恩斯坦說：“…確信那無限高超的神明，……畏天虔敬的經驗正是推動
科學研究最強力、最高尚的力量”。被愛恩斯坦推崇為真正偉大的科學家的牛頓
說：“我不過是追隨上帝的思想，照上帝的旨意做事…”。

C． 關于“罪的起源”的思考……   (有待作者日後繼續提供文稿)

創世記---- “分別善惡”----“智慧果”  
魔鬼試探       > “便如神能”==> [罪的起源]

箴言---- “善惡互論”----“智愚對比”
“智慧者”教訓 > “敬畏耶和華”==> [智慧的開端]

[善惡的鑑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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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參與教會大小活動。
12. 與教會弟兄姊妹和睦相處。
13. 從不咒詛別人。
14. 不做損人利己的行為。
15. 沒有妒忌之心。
16. 有同情心。
17. 有崇拜，也要有事奉。
18. 常面帶笑容。
19. 無忘感恩。
20. 在眾人面前大膽承認我是

基督徒。

            
－關 生       

十二月三十一日是一年的最後一天，我們中國俗稱年三十晚，在
那天家家戶戶都忙著準備團年飯。記得小時，吃完團年飯，祖父走來拉
著我的手，另一手愛撫著我的頭說：“過了今晚，你又長大一歲了，今
後要勤加用功讀書，將來考試必定要考第一，記住囉！”接著叫我早些
去睡，明早去向叔伯、姑姐等拜年，你一定得到很多‘利是’的。

其實年三十晚也是生意人結帳的好日子，計算一年經營情況。盈
利的，皆大歡喜、分發紅利；虧損的，不但沒有花紅可分，還要開源節
流，甚至辭退怠工。

聖經裡也有結帳的比喻；話說有一主人出國，把業務交托工人處
理，回來時要跟工人算帳。臨行前，主人一個給五千，一個給二千，一
個給一千，叫他們自由去發展。那領五千和二千的隨即拿去做買賣，卻
賺了錢。那領一千的卻把錢埋在土裡，因他嫌錢太少，且心中充滿嫉
妒，認為主人有偏見，何必為他費心、替他賺錢？

過了許久，主人回來了，和他們算帳，那領取五千和二千的僕人
都將賺的錢交給主人。得到主人的信任和賞賜。但那領一千的，把他所
做的和心中所要說的對主人直說出來。主人聽了後發怒地說：把這無用
的僕人，丟在外面黑暗裡，在那裡哀哭切齒。（太 25:19-30）

我們基督徒在年終時也應來個結帳，檢討一年來我們有無做到主
基督吩咐我們去做祂所喜悅的聖工。下面二十條中、請你老老實實的告
訴自己，你能做到有多少？

1. 對天、地、人，不做虧心事。
2. 有足夠的信心。
3. 信奉基督為我的救主。
4. 寬恕他人。
5. 每天祈禱。
6. 從不說謊。
7. 該常去做禮拜。
8. 幫助他人。
9. 奉獻我的智慧和金錢。
10.口裡說主阿、主阿，是發自

我的內心深處。

假如你將上面的二十條全部答“Yes”的話，你可算是一個十全十美的
基督徒；若然有一條答“No”的話，那你仍未做到十全十美了！要知道
做一個十全十美的信徒，是要自動自發的，任何人不能強迫你去做。這
是發自內心、而不是表面的。你的真假可能是肉眼看不到，但我們的上
帝卻是看得一清二楚。因此我們要時刻警醒、克己、檢討和勇於改進，
日積月累，磨鍊成一個十全十美的基督徒。正如上述聖經裡的比喻，啟
示我們要做一個有忠心、有進取和有用的僕人，才不至被主人丟出門
外，在那裡哀哭、而懊悔終生。

親愛的主，在新的一年裡求主繼續指示我們，帶領我們聆聽你
的寶訓，行你的聖道；又求主賜我們力量和智慧，做主你所喜悅的聖
工。阿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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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 墨 筆 語   — 麥仁

十一月初，肥表姊（Phebe）送我一冊「北海市人民醫院」的“明信片”，
這冊明信片總共有9張之多，我感到不好意思，立即表示“不能奪人所好”
（因為我知道她是北海人）。可是她說：「北海雖說是我的故鄉，但我出生
和成長都在香港，對北海的印象不很深；你在北海待過幾年，對“普仁醫
院”一定有深刻的印象，送給你比較有意義。」於是我接受了，回家後立刻
取出來、慢慢細心欣賞。我當時的眼睛雖然看著這組“圖片”，而腦海裡
出現的卻是另外一組“圖片”。與此同時、一籮筐的往事也慢慢被翻了出
來。

話說：1940 年的夏天，太平洋戰爭仍未爆發、
香港依然是個“孤島天堂”，我們就讀的「聖三一中
學」因經費無著、要關門了。慕容賢會吏長以為不
可，於是自告奮勇，要將學校搬遷到現時廣西的北
海（當年仍屬廣東省管轄）。我與四哥（懷安）偕同
另外 12 位同學（總共 14 人都是教會職員子弟）和學
校的職員，經過了一番折騰、才能搭乘“大寶石

號”輪船前往湛江（當年名叫廣州灣、是法國租借地）。我們在大海洋中渡
過一夜，第二天中午抵達湛江市。我們在“西營”上岸，再乘車到地近華
界的“赤嵌”。在赤嵌我們住宿了一夜，第三天走路到“遂溪”，第四天
再走三、四十華里到“船埠”轉乘風帆，在船上渡過一夜。第五天大清
早、船到“石頭步”，我們棄舟登陸，年青力壯的走路，年長的坐“木頭
車”，年幼的與婦孺、輪流在“走路”與“木頭車”之間遊走（我是其中之
一），就這樣，我們經“南康”、一口氣走了九十華里、黃昏時才抵達北
海。走進“聖路加堂”的副堂（紀念樓），那裡早已設下了“歡迎晚宴”，
而且有一群（約有三、四十）人正在等候呢！（當然，我祇是適逢其會，並
不是歡迎的主角，有幸“拉車邊”吧了！）

宴會是興高采烈的，在“飲飽食醉”之餘，加上
疲憊不堪的軀體（到達北海時我仍未足 13 歲），當晚
一覺睡得相當舒暢。第二天晨早起床、卻又無所是
事，正想出外走走；跟我最要好的同學劉中廉（傳道人
劉敏卿先生的大兒子）和左永昌（傳道人左明德先生的
幼兒）二人問我是否也想到外面看看？這個提議與我剛
才想象中的不謀而合，於是立刻答應。左永昌是本地
人，由他帶領準錯不了。走出門外看到的是貞德樓，
樓的前方是一個廣場，這個地方有圍牆環繞，自成一角。再出圍牆的小
門，那是聖路加堂的後方，一個好像花園般的大地方。我們向右走，右前
方就是昨晚宴會的地方－紀念樓的所在……

在紀念樓旁、我一雙眼睛立即被一個水井吸引住，好像大鄉里出城一
樣（因為我從未見過這麼樣的一個水井）。這個井的井口兩旁豎立起一個
架，在兩條支柱中間有一條大圓木，圓木的兩邊都有一條大鐵枝穿著、架
在木架上；不同的是一邊的鐵枝藏在柱內、另一邊的鐵枝穿過木柱後，作
一個九十度彎轉、1－11/2 尺後再一個九十度轉（成為一個把手）。圓木本
身被一條粗大的麻繩綑綁著，繩的尾端繫著一個汽油桶。因為我從未見過
水井有這麼樣的設備，覺得新鮮，左永昌便帶著我和劉中廉向水井走去。
在水井的四周察看了一會，雙眼不期然都聚焦到井口。我們由井口朝下
望，只見井很深、井水離地面恐怕有二十多、三十尺深。 P-11

小孩子都好奇，我們自然不會例行。當下三個人站在把手的兩旁（我
站在正面，他們兩人站在反面），握著把手、將水桶放下去，等到水桶裝滿
了水，大家便用力把水桶慢慢攪上來。攪到一半、他們兩人輪流詐稱乏力
而將手放鬆，但我自己仍舊用力握著把手。誰知把手忽然間重起來，重到
我連握緊也不能（原來兩人同時放手、半空中的水桶立刻往下墜），把手往
反方向轉過來、打到我的正前額後再急速亂轉一陣，直到水桶墜進井水裡
才慢慢停下來。過了好一會、大家方定下神來，只見左永昌雙目緊瞪著
我、口裡連聲不斷“哎呀、哎呀”叫喊著，我連忙問他是否被把手打到
了？可是他依舊“哎呀、哎呀”叫著。這時、我發覺眼前閃了一下，好像
有什麼東西從上面掉下來似的。我下意識地伸手往額頭上一摸，感覺上、
前額有些異樣（好像多了一條“坑”）。放下手來、看到手上染滿了紅紅的
鮮血，我知道自己被打中了（可是、為什麼沒有痛楚的感覺呢）！

我們三個人被這突如其來的遭遇嚇壞了，站在
那兒不知如何是好？忽然聽到一把聲音說：「帶他到
醫院去。」左永昌被這一句話點醒了，他是本地人，
知道醫院就在隔鄰，卻因離開多時已忘記了、不曉得
如何走。經過旁人的指指點點和一輪擾擾攘攘，我們
經過圍牆的小門進入“普仁醫院”（今日北海市人民
醫院的前身），醫院近得令人難以置信。。

走進醫院、恰巧遇到一位看護，她立刻引領我們到門診部。因為時間
尚早、那裡只有幾位護士在場（醫生仍未上班），他們派人到醫生樓通知醫
生。（門診部臨近大街、醫生樓在醫院的最後方，兩者相隔有一段小距
離）。在等候醫生這段時間，我躺在一張有如牙醫診所的椅子上，幾位男女
護士分別為我清洗傷口和安慰我（有些在昨晚宴會中是見過的）。

約半個小時後，一位身材魁梧的外國人醫生走進
來，洗過手後、便在我的傷口四周按幾下，再跟護士
長（阮師奶）講幾句話，護士們立即搬來一堆“工
具”。醫生二話不說、立刻在我的傷口“動起來”，
我除了聽到一輪“逼逼迫迫”－針線穿過皮膚的聲
音外，還有護士小姐在一旁安撫的說話（可是我好像什

麼都沒聽到）。不多時、醫生停止了工作，擺在一旁的“工具”跟著也被移
走了，醫生用大姆指在我剛縫好的傷口上、大力按了幾下，見我毫無反應
便臉露微笑，洗手後、再和阮師奶說幾句，跟著拍拍我的肩膀便離開了！
醫生離開後，幾位在門診部的男女護士都異口同聲同聲、稱讚我在過程中
的表現－“勇敢與堅強”。（其實、不是我的堅強，當時的我確實沒有
“疼痛”的感覺。）我從椅子上走下來，立即被人帶返住處。（進入醫院的
時候沒登記註冊，離開的時候沒付錢找數。）事後我才知道、那位外國人是
米爾智醫生（奧國人、人們在背後戲稱“米田共”醫生）。想不到抵達北海
後的第一個早晨，會走進普仁醫院、在自己的額前“繡”上這個一生都
“頂”著的“印記”，與她結下這如此深厚的關係。從此我“頑皮”的名
氣也傳遍了普仁醫院、聖路加堂和學校。

從前的北海雖然不是一個大城市、卻有兩間頗具規模的
私立醫院。（天主教辦理的法國醫院和聖公會的普仁醫院。兩
相比較、後者的地方比前者大很多。）普仁醫院是很早以前由
英國聖公會海外差會創立的，大門上的英文名字、寫上：
C.M.S. Hospital。她的左旁原先為痳瘋病院，及後瘋院遷到
市郊的“白屋（White House）”，原址便丟空了。到我離開北
海前一年，聖三一中學才遷進，不過只使用了一部份房舍，其
餘的、很多仍舊空置。右邊本來是聖路加堂、包括禮拜堂的主
體、作為副堂的紀念樓、貞德樓、姑娘樓（今名“會吏長樓”）
和相連的一列平房。解放後、教會在北海擁有的全部產業都被政府徵用
了，將聖路加堂和紀念樓拆掉，把三個大單位合成目前的一間 “北海市人
民醫院”。如今在照片中仍可看到醫生樓、貞德樓、姑娘樓和八角樓的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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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樣子”。其中、八角樓已為當地政府列作“歷史文物”。（如有任何修
改，必須獲得政府同意，不能擅自更動。）還有、八角樓也是二哥夫婦（麥
國輝和慕容慧心）新婚時的“新居”。

91 年我偕妻重遊北海，普仁醫院很多舊建與紀念樓仍然存在，整體變
化不大，但聖路加堂的主體已被拆掉了！我與一群闊別一甲子（六十年）的
老同學們、“白首”重逢；見面時，大家能說的、祇有“唏噓”而已。我
感謝上帝的恩典，祂在我的生命裡有“北海”、這三年難忘的經歷。從北
海回來後，我在本刊寫了一篇名為「相思地」的長文；與先前寫的另一篇「對
一間已不存在的學校的懷念」、文內講的都是兒時“北海三年”的往事（內
容對普仁醫院也有所提及）。   ◎

    分   享   篇         － 由 莫 遲 疑 提 供

2009 年二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14. 這時候，我想到我的妻子，我記得常告訴她，如果我們因地震或可怕的
意外分開的話，我一定會想辦法去找到她。 但是，我永遠也見不到她了，
也沒有辦法傳話。 這是一個死亡的地方，出不去，你明白嗎？ 你永遠出不
去？

我們在地上總是有盼望，即使被關進集中營，總還有盼望，可以離開那
裏，或是死在那裏，可是我們從來沒有經歷過完全的絕望!

在陰間沒有真理，真理就是耶穌，只有祂是真理。
這時候，我們繼續升上隧道，我很害怕這些邪靈，我的心裡是絕對的害
怕、茫然和絕望。

                                                                    (下期再續)   莫遲疑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How time flies! A year has passed and now we come to the beginning of a Chinese 
New Year. May I wish you all a peaceful New Year eve and a happy New Year. A 
year of Wu Zi has passed within God’s grace, 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we saw 
many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contributing silently for St Gabriel’s, lifting 
up our church spirit and pointing us towards the future hope.

It is also now a good time for reflection and renewing ourselves, to give a second 
thought to what we have taken for granted. Now I have been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wo years to appreciate the liberal and free spirit of this country, yet I also 
notice some custom, which have been accustomed to, in the church that needs to 
be addressed.

First of all, I notice some members taking away from the sanctuary the flower they 
donated after the service. I assume it is an extension of the thought of pragmatism-
it is “useless” to have the flowers withered in the empty church, and it makes 
sense to adorn the home of the donor with the flower. This justification could 
sound too pragmatic and is beyond reasonableness. Firstly, what is donated is no 
longer owned by the donor. Hence the donor has forfeited the right to take it home. 
Secondly, the flower we dedicate to God is a token to express our adoration and 
thankfulness to God, not an item for indoor decoration. Hence, it sounds good to 
stay our love with God by leaving the flower in the sanctuary. You’ll always find 
people in the cemetery leaving the flowers to their loved ones after they have paid 
their respect to the departed. Yet you scarcely find one in the cemetery taking 
away the flowers he brought for home decoration after paying respect to their 
departed ones? 

Besides, I also notice some members refuse uncaringly to donate a cent as the 
collection plate pass before them. I can see the rationale behind: they might have 
already offered their pledged amount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and since they 
have offered their due, they should not be expected to offer more. Judging from 
the financial perspective, it sounds pretty equitable. However, I am afraid such 
justification would badly debase our liturgy.

We believe in our Lord’s presence in bread and wine in the sacrament of Holy 
Communion, and the bread and wine comes from the faithful. Christians of the 
early church brought the bread and wine which they made to the communion table 
every Sunday. In this way, the presence of our Lord is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laboring of one’s life. Today’s Christians do not work in the fields nor do they 
plant for wine, they now go to work to earn a living. As such, in the Sunday 
service we have representatives of the congregation presenting the physical bread 
and wine to the altar, and the rest of the congregation will offer their earnings, a 
token of the fruit of their labor, and a me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resence of Christ. 
So the offering plate is not a cashier machine for money, but a plate for the fruit of 
your labor. Offering the fruit of ones labor in the collection plate, you will not be a 
passive bystander in the worship, but an active participant in the service.

Therefore, I would suggest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to offer every week by 
spreading their pledges, so that one may appreciate the deeper meaning of offering. 
Shall anybody who wish to stick to the habit of giving the monthly pledged 
amount in the first week of month, I would suggest they give just a little bit more 
for the rest of the weeks by putting a spare coin into the collection plate. We 
should not be haggling over every ounce with God, for God has never treated us 
like that: “… God demonstrates his own love for us in this: while we were still 
sinners, Christ died for us.” (Romans 5:8)

We understand that some members may forget to bring their wallet so they have 
no money to offer. In view of this, a bowl of coins is available at the back of the 
church.

Let us excel ourselves to the very best by mutual encouragement and to set two 
good examples in the coming year - not to take away flowers after the worship, 
and not to miss a giving as the collection plate passing you. Wishing you again all 
a deepening spiritual life, joy in every corner; and in His fullness may you all 
receive, grace upon grace, strength upon strength!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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