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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編 者者 話話 －－ 梁梁金金培培

「主賜乾坤沾福樂，牛耕美地種佳音」

牛年的好消息：上一期  〈佳音〉----第 119 期，
首次招登「新春賀格」，獲美滿的成績。截稿之前，
計共收到 31 份的贊助回條，即為教會籌到 $ 1680
的捐獻 (以義務幹事與司庫核實的數字
為準)。截稿之後，尚收到兩份附有支
票的賀格回條，佳音決定在這一期補登
載兩位的新年道賀訊息。感謝上帝恩
賜，也多謝各位的支持。
不過，這份 119 期的〈佳音〉，印刊的成本也不

輕。每一份的影印費，若果是全彩色的話約需壹美
元，尚未計算紙張、郵寄和投入的人力資源。折衷
的方法，是犧牲美觀和完整性，其中的某幾頁採用
黑白影印。我們也嘗試用 Inkjet 噴墨的方法印刷。
色彩及不上影印，這尚可接受，但速度十分慢，印
180 份，耗時甚久，不合經濟效益。
其實，過去的十年，印刊成本的困擾，一直存

在。三年前，全能老編----順叔為此自掏腰包，給
教會送上兩部全新噴墨印機，並加裝了連續輸送墨
彩的設備。但一些技術問題尚待解決，至今教會未
全面採用噴墨印刷，有負順叔美意。
在二月初，我們收到單瓊珠牧師為〈佳音〉一位

讀者轉寄給聖加百利堂的支票，註明是支持佳音印
刊之用，並寫下 “ Very happy to receive TIDNGS”。
一年之中，總有好幾位讀者捎來同樣的訊息，也寄
來支持印刊〈佳音〉的支票，我們無限感激。這一點
點的心意，也許就是支持順叔十年「牛耕」和接任者
繼續努力的「能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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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瞬間，我們已在禮拜三( 2 月 25 日)進入大齋期（天主教會
稱四旬期）。大齋期以「聖灰週三」為首日，直至復活節前日止，
扣除期間六個主日，共計四十天。大齋期這傳統源遠流長，是來
自早期教會為要準備迎接基督復活奧蹟，就仿效主耶穌在曠野的
四十晝夜，嚴守禁食和禱告，藉以潔淨他們的心思意念，更新他
們的屬靈生命。
       行文至此，適逢奧巴馬總統向國會演說，介紹其振興經濟方
案，於是擱筆聆聽，再動筆時，心中一陣感動，因他的說話是這
麼有力，能給人希望。這不單是因為他口才好，或那實而不華的
修辭手法，而是因為他使人們看到他的真誠。他反省說， “美
國走到今日的地步不是一朝一日的，我們早就看出一大堆問題，
但卻視而不見⋯⋯無論人民或政府，卻還繼續拚命花錢，拚命借
貸，以致債台高築⋯⋯我們還繼續消耗地球上大量石油，繼續消
費，購置我們明知自己負擔不起的房屋。我們急功近利而漠視長
遠利益⋯這大堆問題被擱置一旁，一天推一天，及推無可推時，
我們今天就避無可避的面對它了⋯。”之後，總統就有條不紊的
介紹他在金融、健保和教育上的方略，謀求聽眾的擁護。因為奧
巴馬總統的自省，所以人們看出他的真誠，贏得人們的信任，獲
得聽眾的支持，帶給人們一個踏實的盼望。
       國家要進步，必須有反省的能力；個人要進步，也該如此，
正如蘇格拉底說：「未經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活的。」同樣，
未經反省的靈命，也是不會長進的。我們在靈命上要長進，我們
先要知所反省；我們要反省，就要有所節制；因為在約束自己慾
望或惡習時，我們才可以釋放自己到更高的層次，去觀察自己，
反省自己。所以我建議大家於大齋期間在兩方面鍛鍊自己：一、
故意約束自己不做一件很歡喜做的事情，譬如放棄美食，藉此培
養自己一種克制的能力，反省的能力；二、勉強自己做一件平時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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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多願意做的事，譬如定時靈修。大齋期是呼籲我們靈命長進的
季節，但願四十天後，大家都可以靈程高陞。

      

國語洗禮慕道班
本堂擬於三月六日起，逢禮拜五晚上七時至九時  (嗣

後，三月十三日、三月二十日、三月廿七日及四月

三日，逢禮拜五晚上同樣時間)  在圖書室舉行國語洗禮

慕道班。教會將於救主復活日舉行聖洗禮。歡迎有意歸信者或在信仰上

希望溫故知新者參加洗禮班。參加者可向保羅大哥或盧牧師直接報名。

聖壇服務班
本堂擬於三月七日及十四日早上十時至十一時半

舉行聖壇服務班。聖壇服務是聖堂崇拜前後所必

需；這是在信眾視線外一種默默無言的奉獻；更是

一門圍繞着聖壇的靈修操練。在聖壇服侍主是一種

福氣，參加者可向表姊或盧牧師直接報名。

主日聯合崇拜
在每一個主日，我們都安排三堂的崇拜，不過在下列的各個主日則舉行

三月一日舉行塗灰禮
三月一日為大齋第一主日，崇拜時將舉行塗灰禮，

這是一個在大齋首日中的傳統禮儀，行之已久，一

方面幫助我們瞭解自己的卑微，另方面幫助反省自

己的罪過；讓我們好好的在心靈上作準備，迎接復

活的基督進入我們的生命當中。

婦女團契 2009 年度月會精彩節目
除了炎夏八月之外，婦女團契在每一個月，都為大家安排精彩的節目，

詳見教友園地，Lisa Chan 的【齊來參與】專文。

教會活動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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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為教會今年的工作祈禱：為主日學未來的發展、
二月廿二日的導師會議，為三月開始的國語洗禮慕道

班，也為三月六日開學的聖壇服務班及其他工作祈禱；

求主在前引導、在後扶助我們，俾教會各項事工，可

以在未來的歲月裡穩步向前。

我們又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其中包括：馬楊美
德、許璧珍、關新、黎張亞莉、蔡澧業、蔡陸景珩、程文輝等兄弟姊妹禱
告；求主醫治他們，賜平安與他們，又祝福與看顧他們的人。

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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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增強我們兄弟姊妹的信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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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者：本期代禱的內容由Wilson Mak 提供。歡迎其他的主內兄姐提
供代禱的內容。「主曾應許，若有兩三人奉主之名聚集祈禱，主必應
允⋯⋯我們心所願，口所求，若對我們有益，則求主成全⋯⋯」。請參
與代禱，願我們的禱告達於主前。)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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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春茗聯歡聚餐於二月八日晚上
6時假慶相逢海鮮酒家( 8118A East 
Garvey Ave, Rosemead, CA91770)舉
行。當晚筵開九席，近百人參加，國

語團契的兄姊也踴躍赴會，加增了慶
節的歡愉氣氛。餐會中除抽獎外，又
舉行拍賣：物品是Grace Chew送出的
水晶牛飾及「表姊」送出其胞姊潘婉

惠女士
真蹟國
畫。氣
氛非常
熱鬧，並為聖加百利堂帶來一筆收益。是
日適逢馬楊美德女士壽辰，全場兄姊向她
道賀，唱生日歌，分享喜樂。感謝上帝鴻
恩，當晚我堂兄姊濟濟一堂，樂也融融。

婦女部經改選之後，於二月八日 (主日)下午舉行本年度的首次聚會。事
後有姐妹傳來電郵，稱讚道：“Very good & very interesting presentation 
for first Women Fellowship Meeting……”。部長Lisa Chan另文記載聚會情
況。欲知詳情，請參閱【教友園地----齊來參與】一文。

二月十二日，又是老人家們每月一聚的例會日子。今次李名譽堂長伉儷因
事而未克出席，韋堂長伉儷巧逢「有朋自遠方來」，文美圓也因事，都不
能參加，所以出席的寥寥無幾，總共只得七個人。不過人數雖少、但眾人
興致勃勃。全程由盧牧師主理。開會的時候，唱詩、祈禱、讀經、靈修短
講和午禱，樣樣做足。一切做完後又是「戲肉」----午餐時間。到哪裡去用
餐呢？一時間七嘴八舌、意見多多。                                   
不過眾人表姊卻說：「今日是我的生日，我請食晏。」此話一出、立

刻把一切雜音壓了下來。
主人家拉大隊到NBC（海寶酒家），乳豬、伊麵和各式各样名茶美點

擺滿一桌子。各人既來之則安之，也不客氣、大「擦」一頓。今次沒出席
的朋友『走雞』了！

教區三所華語牧區，即本堂、聖多馬堂、和 St Edmund 與位於
Arcadia ( 1881 South First Avenue , CA 91006) 的 Episcopal Church of The 
Transfiguration  於 二月廿一日下午五時至八時假 Transfiguration 堂舉行新
春聯合崇拜暨聯歡餐會。

婦女團契聚會

教區中文堂聯合事工

耆英會：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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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次華人教會聯合慶祝中國新年的活動，可以說非常成功！場面溫
馨、和諧，增進了在主內兄弟姐妹的情誼。
       Transfiguration 教堂地方狹長，大概只有我們教堂的一半，不過坐滿
了洋人，華人，共約一百六十人。一個小時的崇拜，運用了英語、普通
話、粵語、台語，卻不覺得唐突。因爲大家的心裏都有共同的語言，那
就是對上帝的讚美話語。
        St. Edmund 教堂的獻詩，令人驚喜。一下男中音，一下男高音，一
下女高音 Solo，又是輪唱，又是合唱。將一首讚美詩，唱得精采絕倫，
令人嘆為觀止。我們在他們之後獻唱，心中不免七上八落。但維健的中
式小提琴（二胡）前奏，替我們扳回幾成信心與勝數。競相讚美主，這
個競爭的心啊！何其美好！接著少年醒獅團表演，三頭充滿華麗貴氣的
調皮獅子，將我們由教堂領向副堂享用美食。懸在室內的是中國燈飾、
待在室外的是煤氣暖燈，總之室內室外，喜氣洋洋。大家吃著、唱著，
也跳著 line dance；周遭籠罩著溫馨、怡人、平安、喜樂的氣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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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些時，我在 Episcopal News裡看過一段關於「十一月十三日南加州
Santa Barbara附近Montecito山林大火，這場山火不但災情甚重，也燒毀
了 Mt. Calvary 山上，我們聖公會的“聖十架修道院”」的新聞。當我
看到這新段聞時，腦袋裡頓時閃出一幅“一塊隱藏的瑰寶被燒毀”的圖
畫，內心感到十分可惜！（所以有此反應，皆因我曾經兩次訪問過這個
地方，對這裡，仍然留有深刻的印象。）兩週前、李太（Ginger）告訴我，
修道院被毀了！LA Times 有一段很詳細的描述，並將剪報寄來；又問我
是否仍記得那個地方，可否寫幾句懷念一下？老實說，我近年腦筋遲
緩，記憶力衰退，很多事情在腦袋裡都被搞亂了；所以寫出來的，不知
是否仍與事實相符？在敘述裡如有錯誤，敬請指正。（不過有一樣、我
絕對不會弄錯的是：「這個地方帶給我很多“難忘”的回憶！」）

不曉得是 1984還是 1985？忘記
了（已經是二十多年以前的事啦）！
初成立的聖加百利堂第一次舉行夏
令退修會。經過了一番討論，終於
選出鮑宣睿主任牧師建議的“聖十
架修道院”。當時我們對這麼個地
方一切都“朦查查”（霧煞煞、全不
知道），所以選擇這個地方，是信賴
鮑牧師吧了！

經過一番討論和各項籌備，決
定退修會的全程是三天兩夜。為了

節省開支，退修會的主理和講員都由鮑牧師一人包辦。退修會的主題
是：「教會的前景、工作方向與努力的目標」。各項工作分配妥當後，
所有資料每人都分發一份。直到出發前，我們才知道參加這次退修會的
約有三十個人。（這批人中，很多已經返回天國，也有些離開了，目前
仍然留在教會的，已經寥寥可數。常言道：“十年人事幾番新”，何況
已經過了二十多年？）
出發那一天，我將資料、行李和其他物品放在車上，同行的還有老

伴及大女兒，我們帶了一份地圖，開著車子直放 Santa Barbara。到達後
先順著上Mt. Calvary的道路到了山頂，在那裡卻看不見“聖十架修道
院”，在原地再轉兩個圈，很奇怪，就是沒有“她”的影子。於是停了
車，拿出地圖再三推敲後，便開車朝小樹叢穿過去。卻原來：「山窮水
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大大的目的地不就擺眼前麼？修道院只
不過是躲藏在小樹叢後面。（事後和其他參加退修會的人說起，很多位
與我們都有同樣經驗，由此足以證明：“吾道不孤”（我們並不是唯一
找不到的人）。
修道院建在山巔上，前門朝西南，正面是懸崖，站在石頭建造的

“矮”牆內或坐在牆上，都享有 180 度毫無阻障的視野，景觀極佳。進
入大門，是一個長方形的廳堂，門旁的桌子上，擺放一本訪客登記
簿，來訪的賓客一律要填上姓名、地址、到這裡的理由和目的、逗留
的日子、屬團體還是個人⋯⋯等。由這裡一直走，就是祈禱室（小禮拜
堂），禮拜堂外是一個斜坡，又是另一番景象。禮拜堂旁掛著一口大
鐘，每次聚會前，這個大鐘會被敲響，相信鐘聲會傳遍這邊整個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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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住在這裡，只要聽聞鐘聲就進入禮拜堂準錯不了。（我們每天都是
聽聞鐘聲才進入禮拜堂崇拜的。）
廳堂的左邊另有一道大門，打開這兩扇門是一個較小的廳堂。站

在這裡，一陣陣老舊房子的“霉”味鑽入嗅覺；看到四週的傢具及擺
設都是“古董級”的。往外看是一個花園。園子呈正方形，四邊完全
被房舍包圍著，在包圍的房舍間設有三個出入口。園子的正中豎起一
個用角鐵製成，二十來尺高的巨型十字架。花園裡，遍植各式各樣的
花卉樹木，非常寧靜與和諧；就算滿懷心事、情緒波動的人來到這
裡，也會慢慢回復心平氣和的境界。

花園的左側是會客室和聚會的地方，這裡的一切陳設都超乎我們
能夠想像的老舊。不知時候、不能走動、時代已久的一座“老爺鐘”
（Grand Father Clock）倚牆而立，停在那裡。“老爺”座椅（非常老舊）
的座墊都用皮革製成，可惜大部份已殘破不堪、讓看到這個情形的人
都不敢坐下來。不過，我們每天的學習和討論都是在這裡舉行的。後
面一列和另一邊都是住房和衛浴的所在，廚房與食堂也同在這一邊。

原來這所修道院可以容納三十
多人留宿，除了僧人（修道士）修道、
教會辦退修會外，祇要有空出的房間，
也接受教友和有需要（有煩惱、受困
擾、避靜和靈修）的人使用。來這裡留
宿的費用十分便宜，當年只收十多塊錢
（包三餐膳食）。一般房間分單人、雙
人或多人幾種，不過浴、廁都是公用
的。這裡沒有佣工，收、取毛巾，換床
單⋯⋯等都得自己動手；廚房、洗衣
房、清潔和園藝，一切工作都由修士包

辦。修道院裡、平日只有六、七位長駐修士，他們每天有四次定時
（早、午、晚和寢前）崇拜，所有禱告及崇拜都歡迎留宿的客人參加。
此外、每天還有其他禱告和崇拜多次。總之、這所小禮拜堂每日多數的
時間都有人在使用。  （未完，下期再續）◎....

  分   享   篇         － 由莫遲疑提供

2009年三月份   23 Minutes in Hell”
15.   正當我在絕望的一剎那！嗯！耶穌出現了，讚美祢，主！哦！耶

穌出現了！

       祂的光，照亮了四周，我只能夠看見祂的輪廓，我不能夠看見祂的

臉，因為祂實在是太亮了。我立刻跪下並仆倒在祂面前敬拜祂！那是

我唯一能作的。

我是多麼的感恩，在一剎那之前，我是永遠的失落，一剎那之後，

我竟然離開了那個地方，就因為耶穌基督。

約翰看見耶穌基督的記載:   「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我一看見，就仆

倒在祂腳前，像死了一樣。」(啟示錄 1: 16)                 (下期再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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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參加婦女會 —Lisa Chan
                    
多久沒有寫作呢？真是忘記了。依稀記得自從唸完書以

後，除了應付工作需要以外，從沒有執筆寫作，遣詞用字，必然生
硬⋯⋯。 不過，我相信當這篇文章刊登出來的時候，一定文筆通順，此
乃編輯先生修訂校核的功勞。謝謝!
在二月八日 (主日) 下午的月會，蒙姐妹們踴躍參加，師母又為我

們禱告，很是感謝。
今年婦女會的活動，是由大家以投票方式定出來的。其中包括有户

外和戶內的活動、興趣活動、研討、點心製作等等。雖然不可以完全符
合每一個人的要求，但是希望可以符合大部份姐妹的意思。 其他沒有定
出的活動，若時間許可，我們也可能舉行的。
2009 年度活動項目，表列如下:

婦女會是屬於大家的，希望每次活動之後，都能夠把過程寫出來，讓未能
參加該活動的弟兄姐妹們分享。 有賴各位姐妹們日後羣策羣力，謹此致謝。

我們的活動是多元化的，希望各位姐妹支持，踴躍參加。亦非常歡
迎帶同小朋友和男士一同參與。
婦女會是屬於大家的，希望每次活動之後，都能夠把過程寫出來，

讓未能參加該活動的弟兄姐妹們分享。 有賴各位姐妹們日後羣策羣力，
謹此致謝。

教友園地

13

庭前燕雙飛 － 羅 思 凱

空巢期的歲月，固然孤單寂寞，卻是人生難以避開的現實過程階
梯。即使目睹愁城高牆乍起，日影西斜，卻又不能不腳踏實地，亦步
亦趨地向前邁進，必須義無反顧地一程又一程走過這段坎坷曲折的長
廊過道。畢竟這就是人生真實旅程的一部份。

所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有聚必有散，有喜
樂就有憂愁。熱鬧的背後往往為冷清寂寥綻開了
另一道間隙，想擋住都不行。因為它早已悄悄地
□進了心坎深處，彷彿春夏秋冬般的四時有序，
按季節報到，形成了自然吻合的規律，孤單與寂

寞的連體嬰。

以文會友，小燕與我相識於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的會期間；相知
則在同室干戈論英雄的揶揄時。唇槍舌劍話當下，眉飛色舞論古今。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因此，他就成了「莫逆之交。」

小燕天生麗質，秀外慧中。儀表端莊，舉止落落大方，溫柔中略
帶幾分俠義氣概。路見不平，不止有話要說，還會挺身而出，甚至於
不計後果得失；認為對的事，她會毫不猶豫地揮劍斬荊棘。決策果
斷，處事有堅持卻不固執；有理念卻不幻想，實事求是。也許這就是
她蘊藏力量之能源與施展才幹的資庫。

她非常重視友情，卻格外討厭裝腔作勢的虛偽和假惺惺的媚態。
與她相處，十分舒坦，如沐春風。從談話中，才知道她的父母原本也
是聖公會的老教友。怪不得我們的趣味哪麼相投；談吐哪麼相親；思
想哪麼相近。原本都是由聖公會這個大家庭鎔爐中薰陶出來的器皿品
格呵！足見聖公會的教友、教義思維，都是一脈相承，代代傳承延續
下去的⋯⋯著實彌足珍貴。

前年，我患了嚴重的胃酸逆流症。夜不成寐，臥床不到二小時功
夫，即被逆流的胃酸灼醒，不止心窩悶熱，喉嚨更是疼痛不已。寶貴
的護身睡眠，完全被剝奪殆盡。過去見床戀戀，現在則是見床怕怕。
求生的欲望，促使我決定去德州小兒家靜養治療。直到春暖花開時才
返回洛城的窩居。

當我踏進門的第一件事，除了隨手放下行囊外，便旋即扭開答錄
機，傾訴著播放出來的留言：一則又一則，源源不絕，十分欣慰窩
心。光是小燕爽朗悅耳的口音就重複了三遍，最後一次，只聽她直白
白地說：「我一直找不到你，我好害怕。」她一反往常幽默甜滋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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侃的口氣。頓時！我感動得真 摰的紅了眼眶。坦誠真 ，是她交友之
道，一點都不吝嗇含糊，因此，她獲得的友情亦甚豐厚，新知舊識，
都樂與之為友。

小燕聰慧能幹，曾為海外華文女作家協會第七任會長。二零零二
年，那場在溫哥華舉辦的雙年會，就非常成功，深獲各方讚賞與佳
評。她獨個兒一手策劃，一手操盤。把這屆文壇盛事，辦得有聲有
色，多采多姿，有條不紊。從隆重的開幕直到依依惜別的閉幕，都在
歡樂與喜悅平穩的氣氛中度過，的確令人欽佩不已，也震撼了文壇。

人生的三不幸中莫過於「中年喪偶。」竟便被她不幸碰上。那時
她年華正熾，一向健壯的另一半，卻突然被無情的癌症攫走了生命。
從此她無怨無悔地一肩扛起兒女的培養責任。嚴父兼慈母，事必躬
親，責美旁貸。總算把兒女拉拔長大成人。如今都成家獨立，展翅單
飛了。只留下單形隻影的媽媽，穿梭於屋前屋後。冷清清地過著孀居
生涯。若說不寂寞！哪才是滿口謊言⋯⋯。！

小燕留學加拿大，曾供職加拿大國稅局，由於工
作績效優異，被拔擢為國際部門主管，直至退休。也
深獲上級賞識。不知是天意！還是巧合？是命中注
定？還是主的安排呢？就在去年春光明媚和旭高照的

當下，無意間又遇見了以前的上司－李瑞庭局長。更巧的是李局長
亦於七年前喪偶，成了獨居的銀髮單身貴族。如今彼此都擁有自由之
身，也許是觸動了那根「守望相助」的敏感神經吧！也許是基於曾經
共事過十三載的互動，互信的緣故噢！便省卻掉哪層「繁文縟節」的
微薄面紗內的繽紛戀曲。

宛若如魚得水，兩人閃電式的墜入情網，接著便是閃電式的訂婚
而結婚，都在這短短的一年之內完成了「珠聯璧合」的良緣。好浪漫！
我即興為李瑞庭先生與朱小燕文友詠詩兩首以作賀忱，也願天下有情
人，皆成美眷，共沐神恩。

15

        

早在 2003年七月底，美國聖公年會在
Minneapolis召開第七十四屆全國代表大會。經數
天的爭論，終于在八月初以 62 對 45 票通過 New 
Hampshire教區一位同性戀牧師 Gene Robinson為
正式候任主教。當大會通過其任命時，立即有十
九位主教上台發言，表示不滿這個任命，認為這個決
定簡直是違反聖經的教導和教會間的道德。及至 Robinson主教的任命通
過後，全國以至全球聖公會一片嘩然。保守派聲言要脫離教區他去，而
激進派則認為是應時代的需求而轉變，促進教會間之融合，雙方各執一
詞。當時南加州保守派有數間教堂聲言脫離他去，加入另一教區。其中
以 New Port Beach 的 St. James最為強頑、堅決，並要求脫離後仍可使用
現有的教堂，因他們堅持部份的建築物是屬於他們的。雙方經無數的談
判，各持己見，不肯相讓，無法解決。最後訴之於法庭，官司打了數
年，耗費不少人力物力與時間。終於今年正月五日由加州高等法院陳明
華（譯音）法官主判羅省教區獲勝。同時判決 St. James的教堂原屬教區
所有，既然今要他去，其教堂理應交回教區。代表辯方律師，認為高等
法院的判決極為不公平，因部份物業及附屬之樓房全部由教友捐贈的。
但依照陳大法官的判詞，St. James早在1940年已正式加入L.A. 教區，為
該教區屬下之教會。故兩者之間的糾紛，應與教區之憲章及雙方簽下之
合同等證件為解決依據。照憲章的規定，所有教堂及其他附屬建築物，
在教區管轄範圍內，均屬於教區所有。既然  St. James要他去，他們的
教堂自應歸還教區。

L.A.主教 Bruno 因這場訴控終於告一段落，感到非常欣慰；同時盼
望其他有意他去的教會如：North Hollywood 的 St. David，Long Beach的
All Saints可因這判詞而打消他們的去意。早日接受和解，重回教區。一
位神學院的資深教授，認為這次的判勝，雖使不滿的教會暫停爭議，但
一日教會間仍存激進與保守兩派，爭論之聲是不會終止的。其實這次的
官司是沒有贏家，只有在兩者之間加添一條深而長的裂痕，使整個教區
的聖工未能專注進展，則可斷言的。
筆者生性好管閒事，趁此機會，站在中立的立場，將兩方人士的說

話及聖經裡頭有關的經文錄下，看看你是否認為同性戀者可當聖品人：

早在 1976 年，在聖公會年會認為同性戀者同為上帝的兒女，他們應
享受教會一切應有權益。
美國聖公會總議會主席主教 Frank Griswold 認為同性戀是一種天性

行為，在某一文化或國家認為是無關重要，但在另一文化看來卻是極為
嚴重而不為社會接受。這要看你如何去解釋這個名詞。
一向支持同性戀的All Saints, Pasadena認為任命Robinson作主教是值

得興奮的。因上帝是愛世人，凡是人都是上帝所喜愛的。但離 Pasadena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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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 50 公里的 St. James, New Port Beach，極不同意大會之任命，他們甚
至發動簽名抗議。一位平信徒說：“教會理應是向著潮流而變，但切不
應觸犯上帝教訓的話語而變。”另一位資深教友帶著堅強的語氣說：
“我們不單要各自相愛，還要力行聖潔，因上帝是聖潔的。這次通過一
位同性戀者來擔任主教是一種遠離聖潔的行為，是上帝所不容的。”
數年前梵蒂岡也簽了一份文件，反對同性戀者通婚，他們支持家庭

定義為一夫一妻之異性婚姻。
各方認同，Robinson 為人正直、仁慈和勤奮，頗受同輩、教友和社

會人士尊重和愛戴。當他在年少時，就發覺自己對女性不感興趣，似有
同性戀的傾向。他曾坦誠向他的女友表白，但他倆仍願意繼續來往，終
於 1972 年結婚，不久遷居於 New Hampshire。離婚後，隨即參與和平工
作團，在那裡認識Mark Andrews，與他同居至今。
一位南非主教認為同性戀是可當聖品人，只要他能保持貞操及美

德，一生獨身。
羅省教區主教 Jon Bruno，他在那次大會投Robinson贊成票。他認為

通過此一任命是上帝的主意，要我們各自和好，我們不應為此而爭論，
他本人也同意祝福同性伴侶。他更強調接納同性戀才能達到教會之完
整。

有幾位對聖經很有研究人士，錄下了數節經文：

創世記一章 27 節:「上帝就照自己的形像造人，乃是照他的形像造男
造女。」二章 21-24 節：「耶和華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於是取下他
的一條肋骨，又把肉合起來。耶和華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
成一個女人，領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說：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因此，人要離開父
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

利未記二十章 13 節：「人若與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
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罪要歸到他們身上。若與
男人苟合，像與女人一樣，他們二人行了可憎的事，總要把他們治死，
罪要歸到他們身上。」
       

羅馬書一章 27 節：「男人也是如此，棄了女人順性的用處，慾火攻
心，彼此貪戀，男和男行可羞恥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這
妄為當得的報應。」

看官，讀了上面有關人士的講話與聖經裡的經
文，你可能有個答案了。但你無須要告訴我，亦不必對
別人講，你自己知道就行了。最後，我盼望激進與保守兩
派，為著教會要繼續進行聖工，不可怠慢；大家本是同
根生，讓我們和好如初，攜手向前邁進。啊們！◎

17

有關「羅漢」
編者按：約一千二百年
前，即中國唐朝的時
候，基督教其中一個支
派，自中亞地方跋涉長
途到中國傳教，稱作景
教。景教信徒往往借用
佛教經典名詞翻譯基督
教詞語。在景教留下的
碑文裡面，有「阿羅漢」
一詞，「羅漢」也就是「阿
羅漢」的簡稱，其義就是
中亞地方敘利亞文的
「神」或「上帝」。

材料：
1．髮菜   清洗後浸 6小時，候用。
2．金針  清洗後用水浸4小時，將每條金針

打結，走油，備用。
3．雲耳      洗後，浸 4小時，備用。
4．紅棗      清洗後，浸 4小時，備用。
5．百合   清洗後，浸 4小時，備用。
6．冬菇   清洗後，用水浸泡。

(浸過冬菇的水，留用)
7．蠔豉  清洗後，換水浸 4小時，備用。
8．蓮子   同上。
9．馬提   新鮮馬提切開，後用。

(也可用罐頭馬提) 
10．竹筍可用罐頭竹筍。須走油，備用。
11．白果      後用。
12．磨菇      可用罐頭磨菇。
13．紅蘿蔔    切片後，走油，備用。
14．慈菇      洗淨，切開，走油，後用。
15．豆腐泡    切開，後用。
16．枝竹      先用油炸至金黃色，後用。
17．大白菜    切開，後用。
18．荷蘭豆    走油後，備用。

可以加入下面的材料：----
19．粉絲     下鍋前，用水浸一下。
20．蓮藕     洗淨切片，後用
21．花生    洗淨後用。
22．玉米筍   (可用罐頭的)。
23．雪耳     洗淨，浸泡。

做法：----
將材料中的 2、3、4、6、8、9、10、11、12、13、14、15 (可以加上
20、21、22、23) 一起放進煲裡煮；加入冬菇水，再加水蓋過以上的材
料。用慢火炆 40分鐘。每隔 10分鐘翻攪一次。加入 7號(蠔豉)後，煮到
軟熟。然後，加上調味料 (按各人的口味而定)。再加入 1、16、17、18 
(可以加上 19) 煮到味道合適為止，就可以上桌享用了。◎

論廚藝，佐治哥有三度板斧，其一是佳音 118 期登載的「羅宋
湯」。蒙佐治哥不棄，在這一期 (120 期) 他再給大家傳授「十
八羅漢齋」。大家在一月二十五日的午餐 potluck 之中也嚐過他
的這道菜式。當日，出席的弟兄姐妹凡百人，南北西東、各家各
派的佳餚盈檯滿桌，羅漢齋是其中一個十分受歡迎的菜式。希望
佐治哥日後再為大家演示他的第三度板斧「燒焗牛排」，並傳授
給各位。先謝過！(編者)

佐治哥食譜 之 十八羅漢齋

調味料：----
老抽、蠔油、麻油、南乳、
紹興酒、糖 (如果不夠鹹，
可以加入生抽。不要用鹽。)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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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堂前端的舞台自去歲十一月開始添上新裝。太好了，平鋪上光潔
的地板，既美觀又實用。Fiona 姐妹率先在那裡開班義務教授舞蹈。
黃家榮弟兄(佐治哥)一力承擔鋪地板的工料費用，約三千元。盧牧

師曾代表聖加百利堂公開多謝他。事實上，他對教會貢獻良多，又何只
是金錢。總而言之，我們是不會忘記的。
這一個美觀和實用的舞台下面又另有

一個難忘的故事，新來的會友可能不清
楚，讓我在這裡也記下一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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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國良弟兄，即香港的電影演員「麥
基」，他是聖加百利堂建堂之初的一位活
躍的教友。在 1994 年，他決定回到香港
發展。由於對教會有一份深厚的感情，他
決定在回香港之前，留下一點的心意，也
當作是對教會的一種貢獻、一份禮物。
教會的副堂是我們會眾開會、聚會、交誼、和舉辦各式各樣活動的

地方，當日是缺少了一個像樣的舞臺，他決定了在這方面盡一點力。於
是，他⋯⋯

             ***   ***  ***   ***            ***  ***   ***  ***
我並沒有親身目擊當日他修建舞台的情況。事隔

十五年，佐治哥出資為舞台舖地板，引起我的好奇
心。在 2月 23 日，我到香港辦事，乘便和佐治哥一起
電約麥基弟兄品茗，也藉此訪問他和探候他。
香茶飲過，他親自道出當日情況。原來他是自己一

人用鎚、用鑽、旋螺絲修築舞台的。連續十天，由早上
九時到晚上十時，馬不停蹄，做到「癱癱腰」；疲累極
了，若不是上帝使用他，賜他氣力、耐力和毅力，他是

沒可能完成工作的。他依稀記得，George 和 Charles 曾協助他搬運那些
重顛顛的 2x12吋木方和2x6呎木板。木方作柱陣、木板作舞臺面，十分
堅固。至於使費多少，他笑著說：何足掛懷，早已忘記了。
區國良(麥基)弟兄，他很希望聖加百利堂的弟兄，繼續好好善用上

帝所給與教會的種種已存在的資源，勿輕言丟棄；要讓大者小者，長者
短者，一磚一瓦、一椽一檁都發揮作用，見證主的恩典。

多謝區國良(麥基) 弟兄，他所言甚有意思。                               
我們力量和靈程都不足夠，只是教會裡的小者、短者。也許我們都

有自己的缺點；我們「當為者不為，不當為者反為」，所做的事未必盡
如人意。但是我們謙卑和承認過失，以後，心裏清潔，一舉一動，循規
蹈矩，仍是主的兒女，可以作鹽作光，做榮神益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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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國良(麥基) 弟兄回香港之後的生活和他的近況，有機會再在   《恩
澤流金》專欄裡面給大家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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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om The Rector    －Fr.  Peter  Lo                      

Dear Friends,

We have now embarked on the season of Lent which commenced last 
Wednesday. Lent begins with the Ash Wednesday and last until the day before 
Easter for a total of 40 days, excluding the six Sunday in between. This 
tradition dates back to the Early church. As the faithful were preparing for the 
mystery of our risen Lord, they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Jesus in the wilderness 
for forty days and nights, and observed strictly to fasting and prayer in order to 
purify and revive their hearts and minds for the Easter.

At this point, I dropped my writing as President Obama was addressing the 
Congress about his recovery plan. When I returned to continue with this writing, 
I found myself being touched by his address, not only because of his 
outstanding delivery, nor the rhetoric beauty of his speech. It was for his 
sincerity that I was moved. He began his speech by a deep examination of the 
nation, he said, “the fact is, our economy did not fall into decline 
overnight…we import more oil today than ever before…And though all these 
challenges went unsolved, we still managed to spend more money and pile up 
more debt, both as individuals and through our government, than ever 
before…short-term gains were prized over long-term prosperity… People 
bought homes they knew they couldn't afford…difficult decisions were put off 
for some other time on some other day. Well that day of reckoning has arrived, 
and the time to take charge of our future is here…” Then, the president went on 
to introduce convincingly his recovery package on financial, health and 
education. I think he has done a good job in delivering a hope to the people, for 
everyone can see his sincerity, which has driven him to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is nation.

For a country to move forward, we must have the ability of critical examination, 
this is also true to individuals, as Socrates says, "life without examination is not 
worth living." Similarly, our spirituality cannot grow without self-examination. 
We need introspection through exercising our abstinence. For in the course of 
restraining our desire or bad habits, we can be transcended to a higher 
dimension to look at ourselves and examine ourselves. Hence, may I suggest 
you two spiritual exercises during Lent: firstly, to restrain yourself deliberately 
from doing something you like to do, such as giving up your favorite food, so as 
to develop an ability of a self-control and thus, self-examination; secondly, to 
do something you are not that willing to do, such as daily devotion to prayers or 
readings. Lent is a season about spiritual growth, and I hope in these forty days 
we may all strive to a higher spiritual life.

In His service

Peter 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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