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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兩期《佳音》封面〈牧師的心聲〉左上角印上了天使
長聖加百利像，圖像取材自懸掛於聖所右面的本堂旗幟，而
本堂亦以聖加百利命名。天使長聖加百利 St. Gabriel 在和合本
聖經中譯作「加百列」，是「神人」 (Man of God)，又或是「上
帝顯全能」 ( God has shown himself valiant) 的意思。加百利肩負
宣佈人類救贖計劃的使命。
舊約和新約各有一處地方直接記載天使加百利的事跡。

舊約是但以理書 (8 :16-26、9:21-27)，新約是路加福音
( 1:11-20、1:26-38)。前者天使長加百利向先知但以理顯現，
向他講說有關彌賽亞預示。新約則記載天使加百利向在聖殿
裡的祭師撒迦利亞顯現，並告訴他其老邁的妻子伊莉沙白將
會誕下施洗約翰；他還向馬利亞顯現，告訴她將誕下耶穌。                                                            
聖經中還有許多論到其他天使的經文。
天使被造是作為「服役的靈，奉差遣為那將要承受救恩

的人效力」（來 1:14）。除天使長加百利擔任傳遞上帝訊息和報
告救主降生的職責外，在其他記載當中，天使們奉命把守生
命樹的道路、奉命伺候耶穌受試探、隨侍耶穌
升天與再來、帶領離世信徒到天家、為耶穌道
成肉身作見證、在末世審判惡人、也服事和搭
救遇難的信徒。

不過，也有少數的「壞」天使，他們
破壞、抵擋神旨意施行，要自我昇高、要掌權
、要被敬拜。更有一班天使隨從了撒旦，背叛              
了上帝 (參考猶大 6~7；啟 12：4）。

天使的能力雖比人大，在不少的事情上面幫助信徒，但
天使也有犯錯失和接受審判的機會。天使不等於上帝，我們
尊敬天使，但不是單單敬拜他。當然，我們也不可輕視他或
毀謗他。

我們居住在有「天使之城」之稱的洛杉磯 Los Angeles，假
若今日有人穿上天使的服飾，說著天使般的話語，向你傳達
訊息，向你發出指示，你會怎麼樣？

1

近來在主日崇拜代禱時間中，常有信徒在會眾席中自發開

聲祈禱和應，使我們的代禱文成為名副其實的會眾代禱

文，再不是司禱員或牧師的專利。這標誌著我們信眾靈命

的增長。可喜也！

常有人問牧師：怎樣祈禱？何時祈禱？應在何處祈禱？在

不少信徒心目中，祈禱彷彿是一件大學問，是主日崇拜的

份內事，是在教堂進行的儀式。其實，祈禱是一件自然的

事，就好像呼吸那麼自然，隨時都可以呼吸，到處都可以

呼吸一樣。

我們可以在日常的起居細節中為他人祈禱。例如，當我們

打開水龍頭，正在等待注水滿碗時，我們可以為那些每天

不得不走上好幾哩才得乾淨水飲用的人祈禱。當我們在超

市排隊等結帳時，我們可以為那些在生命中花不少時間等

待的人祈禱：他們可能是等待康復的人，可能是等待親人

的音訊的人，可能是等待結束在監獄服刑的人。當我們執

筆開始寫字時，不妨擱筆一刻，為世界各地那些數以百萬

不能寫、不能讀、沒有受教育的機會的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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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譬如我們在街上走的時候，偶爾碰上一位殘障或彎腰駝

背的人，或一位一路走一路與兒童掙扎的媽媽，或一位眼

神不安的路人。他們的行色吐露了他們不少生活上的奮

鬥。我們只要不視而不見，這一切觀察都可以觸發我們即

時代禱的內容：“主啊，無論這人此刻心裏為何事愁煩，

賜恩待他，讓他尋找，就尋見；叩門，就給他開門。”當

我們逛街時可以這樣觀察入微，不住為人禱告，不只是一

件樂事，我們從中更可體會到自己在上帝恩典中的福氣。

聖經教導我們，伴隨著常常祈禱的是喜樂和謝恩：“要常

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因為這是上帝在基督耶

穌裡向你們所定的旨意⋯”(帖撒羅尼迦前書 5:16-19)。

其實，祈禱並不一定是件大學問，也不只是主日崇拜的內

容，更不是只宜在教堂中進行的事。祈禱是喜樂感恩信徒

們一件常常可做之事。

我們將於 六月二十一日 舉行全堂戶外活動，在公園崇

拜，祈禱、唱詩，慶祝父親節及之後燒烤野餐，這是我們

信仰生活上的一種見證，願聖靈幫助我們，使用我們的見

證，賜我們見證主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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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聖公會傳道外展部呼籲捐獻
五月份開始，聖加百利堂於教堂入口擺設有關的專項捐封，牧師呼籲教友為
該事工祈禱及鼎力支持，解囊捐助，期望積少成多。在
十一月廿二日感恩節聯合崇拜奉獻禮中將悉數呈獻。
羅思凱大姐捐送《海隅看雲起》散文集
一再多謝羅大姐在四月和五月多次遠道蒞臨為教友所
購的新書《海隅看雲起》簽名留念。這是羅大姐的新作，
原價二十元，教友只須付十元便可擁有她這一本發人深
省，趣味雋永的大作。售書所得全數撥作本堂聖工之用。
主日學課程設計
主日學是我們培育下一代信仰的搖籃，是我們對孩子們
一項最上算的投資，是我們聖加百利堂的希望。牧師一
再鼓勵教友帶小朋友來參加主日學，又懇求大家一起為
導師們禱告。聖加百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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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設計概要如下：
5月 17 日 教會的故事
5月 24 日 五旬節的故事
6月 7日 教會所傳的福音
6月 14 日 士提反的故事
6月 28 日 保羅的故事
7月 5日 巴拿巴的故事
7月 12 日 多加的故事
7月 19 日 約翰馬可的故事
7月 26 日 呂底亞的故事
主日查經班參加者眾
感謝上主的帶領，到來參加查經班者
眾。逢主日上午十時正，粵語查經班
在圖書室上課，該班剛開始研讀民數
記。而國語查經班則在良善室擧行。
外展部舉辦基礎英語班
每主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圖書室舉辦基礎英語班，由Agnes Lau 老師任教。
五月九日婦女部與慶節活動部 聯合慶祝母親節
兩部門共同籌辦「閒遊 Getty Villa」活動，凡四十多人參加。是日十時正在教
堂集合，然後分乘六輛汽車出發。我們已預早取得入場券，參加者除分擔停
車費用之外，其他免收費。園內地方廣闊，建築物古雅宏大，花木秀麗；內
裡收藏了無數歐洲及中亞古文物，分多個專館擺設，供人自由觀賞。活動留
影，登載於本期《佳音》〈照片專輯〉欄之內。
五月十日慶祝母親節
詩班於是日崇拜當中獻唱：「母親像月亮一般，照耀我家門窗，聖潔多慈祥，
發出愛的光芒⋯⋯。」我們一起在崇拜中為母親感謝主；年青人以鮮花敬獻

8月 2日 教會與崇拜
8月 9日 崇拜與會眾
8月 16 日 崇拜與聖經
8月 23 日 崇拜與故事
8月 30 日 崇拜與耶穌的故事
9月 6日 崇拜與禱告
9月 13 日 崇拜與歌詠
9月 20 日 崇拜與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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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母親。午膳時，眾母親獲侍候進餐，皆稱心滿意。照片登載於本期《佳
音》〈照片專輯〉欄之內
五月十一日 至 五月廿三日盧牧師休假
五月十七日主日由 Fr John Phalen 主持崇拜及聖餐禮。當日九時正為國語及英
語聯合崇拜(國語翻譯)，十一時正為粵語崇拜(粵語翻譯)。
五月十六日 國語團契聚會
牧師放假，一切活動，得自行籌策。張才忠大哥、雁萍姐妹一呼百應，國語
團契眾弟兄姐妹中午便到副堂作準備，製作手拉麵、蔥油餅和餃子等以饗出
席的會眾。眾人大快朵頤之後，王立增弟兄領導的專題研討開始。欲覽閱活
動照片，請翻閱本期《佳音》的〈照片選輯〉。
五月二十日耆英會舉行例會
活動報告有待與會的耆英們日後補充。
五月二十四日、三十一日 化妝學習班
Daisy Man 與文美圓姐妹於主日崇拜之後開班授徒，
向眾姐妹傳授化裝技巧。女為悅己者容，參加者眾。
五月三十一日聖靈降臨日聯合崇拜
聖靈曾經如火降臨在主耶穌的門徒身上，幫助他們建
立、組織和發展教會；直至今天，聖靈仍在我們生命中引導及聖化我們。我
們特於聖靈降臨日崇拜當中，採用不同的國家語言和方言朗讀聖經和祈禱，
藉此彰顯聖靈的豐盛恩賜。為表示我們在聖靈內的整體性，我們同穿上紅衣
或配戴紅色衣飾，儼然一隊“紅衫軍”。
五月三十一日牧區議會
聖靈降臨日崇拜後一時十五分在良善室舉行牧區議會，共同商討聖工。
六月六日至七月十一日籃球訓練班  招募義工
六月至七月間，本堂與活水團契工同合作，為一至六年班的少年朋友們開辦
籃球訓練班，六月六日開課，迄七月十一日逢週末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中午十
二時上課 (9:30am--12:00noon)。少年朋友們在上課時間之內將有一位家長
在場陪同。
我們又計劃在六月二十日及七月十一日舉行首飾班及剪貼簿班。希望學員的
爸媽，又或是其他家長能與我們一起參加這些活動。這是我們接觸坊眾和播
種福音的良機，希望教友們支持，協助宣傳及出任義務教練；更希望抽空在
訓練班上課期間，到來結識學員的家長，幫助他們認識我們的教會。              
願意把握與主同工的機會嗎？請與活動組組長 Charles 或盧牧師聯絡。
六月六日 同心團契與國語團契舉行聯合聚會
六月六日禮拜六 晚上六時半假副舉行聯合聚會，由保羅大哥主理，祝曉寧大
夫與大家分享中醫保健秘笈。
六月十三日 婦女部聚會
是日下午一時十五在本堂良善室舉行聚會，由韋林少蘭分享專題：「骨質疏
鬆症的預防和補救，又它與其他疾病的關係」。請姊妹們踴躍支持，也歡迎
弟兄們出席。
六月廿一日 慶祝父親節戶外崇拜
本堂將於六月廿一日主日舉行全堂戶外活動。上午十一時正在 Alhambra Park 
(500, N Palm Ave, Alhambra, CA 91801)集合崇拜，之後一起 BBQ，慶祝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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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節。這是我們聖加百利堂一家人聯誼及共同見證的機會，請扶老攜幼，踴
躍支持。詳情請洽 Iris Fok 或 Daisy。

為美國聖公會於6月 18-22在佛羅里達州舉行的全國亞裔
事工大會(Episcopal Asiamerica Ministry Annual Consultation) 
祈禱，求主使用該議會：鞏固、更新和拓展我們在美國
的亞裔福音事工。

為在大西洋肇事的法航客機罹難乘客祈禱，求主憐憫他們，使他們得安息；
又求主安慰扶持他們的家屬朋友渡過這打擊；並求主保護在場搜索人員的安
全，及促使有關方面吸取經驗，避免同樣事故再次發生。又繼續為豬流感疫
情所影響的地區、政府及人民祈禱，求主藉著疫苗成功研製，驅除人心的恐
懼，減縮人與人的疏離。

為本堂的事工作祈禱：為籃球訓練班，為學員的平安與歡樂，為向他們家長
傳福音的機會能好好把握；又繼續為主日學未來的發展、主日學導師們；為
基礎英語班的導師及學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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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賜他們聰明智慧、有強壯健康的身體，引領他們謙卑順服，
事奉上帝。

我們又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特別為：許璧珍、謝炳迪、關新、蔡澧業；求
主醫治他們，賜平安與他們，又祝福看顧他們的人。

求聖靈感動我們，以熱誠禱告，不住的禱告，常常喜樂，信念增強；教我們
做一個合主使用的器皿，做一個更像基督的信徒。願我們所做的一切，皆能
榮神益人、蒙主喜悅。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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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 五月三日 生日會的壽星

郭啟創  KUO, Ken 6 月 3 日 關甘澍 KWAN, Robert 6 月 16 日

張才忠 ZHANG, Paul Cai-Zhong 6 月 5 日 李怡 LI, Yi 6 月 17 日

譚穎茵 TAN, Angela 6 月 11 日 李福培 LI, Joseph 6 月 19 日

胡金勻 WU Kam Wan 6 月 12 日 吳鄧彩珠 WU, Cai-Chu Deng 6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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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夏季，聖加百利堂與活水團契 聯合

舉辦少年基礎籃球訓練班，十分成功。今年再接再厲，於

六月六日至七月十一日繼續舉辦，逢禮拜六早上九時三十分至中午十二時上

課；課程費用為 $25。                

我們希望藉著舉辦這一類的活動，服務社群，也讓住在鄰近的青少年人

認識本堂，從而加入主的羊欄。

下面刊載的是一些去年籃球訓練班學員練習打球的情況。你認識其中弟

兄姐妹嗎？請協助我們將籃球訓練班的消息宣傳開去。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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麪包是我們日常不可缺少的食品之一，很多人每
天都要吃麫包。麪包可以分為「主食麪包」和「點心麫
包」兩大類；質感則可分為『軟質』『脆皮』『鬆質』及
『硬質』四類；以原材料分類則可分為『白麫包』『全
麥麫包』和『雜糧麫包』三類。剛出爐的麫包香噴噴，
聞見都想立刻品嚐，但是任何經過發酵的東西都不可以

立刻吃。剛出爐的麫包發酵仍然未停止，最好放上兩個小時後才吃，否則容
易引起胃病。四月份婦女會活動為麫包製作，由
Philip 主持及示範。参加者除本堂教友外亦有外
來朋友参與。在示範過程中，大家都踴躍發問亦
互相分享經驗。Philip 除示範外，亦以預備的材
料供參加者作現場實習，讓大家更了解製作竅門。, 
但由於時間所限，焙烘麫包的程序就省略了。各
人將自己的半製成品帶回家自行焙烘。最後，一
同分享 Philip 為我們預先做好的樣品，活動至此
完滿結束。

英式田園麫包   材料:
(1) 高筋麫粉 500g 
(一包- 華人超市可買到)

(2) 奶粉 ½ 杯
 (例如 carnation dry milk)

(3) 酵母 10g  
(一包半 Fleischmann’s 
RapidRise Yeast )

制作過程:   (直接發酵法) 
(A)  將材料 1-7 (牛油除外)倒進大盤中攪勻
(B)  將粉搓成麫團(大約幾分鐘)
(C ) check 吓麪團夠唔夠韌度!!
(D) 加入牛油再搓勻
(E) 表面加入食油少許塗勻令到麫團光滑                   
(F) 放在玻璃砵中用保鮮紙履盖                                      
(G) 靜置 2 小時
(H) 2小時之後麫團會發大至兩倍. 
(I) 將麫團取出,用刀切成两份
(J) 將麫團壓薄(可用麫棍)然後捲起來

(4) 砂糖 1/3 杯
(5) 雞蛋一隻
(6) 塩 1 茶匙
(7) 冷水 260cc
(8) 牛油 45g (1.5 吋 x1.5 吋) 
室温使牛油變軟

(K) 放進麪包模(tray)內靜置
1小時                                 

(L) 麫團會再次發起(大約兩
倍) 

(M) 在麫團表面界一刀及塗
上少許牛油及粗砂糖

(N) 放進焗爐用 350度焗 30
分鐘

(O) 時間一到即刻取出
(P) 冷卻後再從模裏取出麫  
包

(Q) 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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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姐 (潘婉廉女士)        
提供文稿

老，其實是一項恩賜！不怕！
但是要注意活得健康快樂！

我這輩子從來沒像現在這樣那麼滿意自己。當然，我不是指   
身材。
   有時候我的身材還真讓我氣餒，皺紋、眼袋、臀部下垂。
   鏡中的「老人」常常把我打敗，她看起來還真像我媽。
   但，這些已經很久沒有困擾我了。
    我絕不會只為了要讓自己頭髮少白一點，或是肚子平坦   
一點，而拿我現在的生活來交換。   

我那些死黨真有趣、我的生活太美妙、我的家庭好甜蜜。
   年紀越大，我對自己也越來越寬容，不再那麼跟自己過不去；我，跟自      
己做了朋友。

   我不再感到自責，只因為多吃了一塊餅乾、早晨起床沒疊被、或是買了    
一個看起來很酷可是根本用不著的家飾品。

我有足夠資格善待自己、縱容自己、或是偶而地揮霍一下。
   這個伴隨年齡而來的特權，太多人還沒來得及享用，就已經離開了人世。
   就算我現在看書或者玩電腦玩到清晨，然後一覺睡到中午，又與人何干？
   我可以跟著老歌自顧自地跳舞，想起年輕時逝去的戀情而掉下淚來，也  
不覺得難為情。
我可以在臃腫的身軀上套件泳衣，縱情戲水，而不在意那些帥哥辣妹的
憐憫眼神。終有一天他們也會變老。

我知道偶而我會記不住事情。但是，生命中有些事還是忘了好。反
正重要的事，我會記得。      
當然，這些年來我也曾多次心碎過。

   當你失去至愛、看到小朋友受虐、或甚至看到某人   
的愛犬發生車禍，怎麼可能不難過？
但傷心難過卻正好讓我們鍛鍊心智、變得堅強、懂得體諒和同情他人。
從來沒有受傷過的心，就像呆在無菌室中，無法感受「不完美」的美好。

我覺得自己還真幸運，能活得老到足以讓頭髮變白，讓笑容變成刻在臉上的
皺紋。太多人沒有這樣的機會。

年紀越大，看待事物也越正面。不那麼在意別人怎麼想、不再質疑自己、
甚至認清世間沒有絕對的對錯。

總之，我還蠻喜歡變老的。它讓我覺得隨心所欲、自由自在。
終有一天我會離開人世，但只要我活著，我絕不悔恨過去，
憂煩未來。
還有，只要我高興，我每天都會吃我的飯後甜點。

(The Chinese Version comes from a retired Professor of Nuclear Physics in California)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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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星期日我參加一喪禮。完後，當我們步出教堂時，同來的朋友指着玫
瑰崗山上 (Rose Hills Memorial Park) 對我說：“去年我為我的父母在此
買有三塊福地， 其中一塊是留給我自己的。”我望着他說：“你這樣‘後

生’(年青)，這樣早買來做甚麼？”他一本正經的說：“人
之生死，非好似排隊那樣輪住來，先到先走。 你沒有聽
過白頭人送黑頭人嗎？”

他說得對，人的壽命不能以年齡而定，因我們無法
知道死亡將會在何時發生，一來就來，是無可避免的，
凡是見多世面的人，相信都有同感。
記得在壯年時期，對死亡這個話題不大感興趣，          

不但不想去聽，也不想去讀，更不想去寫。後來時移境遷，
隨著年歲的增長，心理也慢的改變，對死亡開始關心起來；同時，內心深處
隱約升起一薄薄的恐懼感。以前跟老同學、朋友茶聚時，都是講些風花雪月
風趣話題，如今卻將話題轉向：晨運、維他命、白內障、某某中西醫術醫德
等等，這些是以前從未提起來談論的。
前日在蒙市圖書館看到一本有關死亡的著作，作者斯乃文（Ed. 

SHNEIDMAN）是一位加州居民，最近才去世，享年九十有一。他花了一生心血
去研究這個死亡的奧秘；他遺下二十多本著作，都是述及有關死亡的論調。
有人曾向他問，人的終結是怎樣的，他說：“很簡單，當你在沙漠中開著你
的車時，忽然死了火，那裡找不到 PEP BOY (汽車零件商) 也沒有修理技師，
只好呆坐在車上，等著風沙的到臨。
他又說：死去的已矣，但活着的在這個殘苛社會裡，仍要繼續去打拼求

生，面對事業的失敗和經濟的不景、病痛、憂傷，名利地位的得失問題。這
些問題是不斷的環繞著我們直至死。
在他的書中忠告我們：“生死只是分秒的距離，凡事不可以過於強求，

即使你擁有整個世界，到頭來，一命嗚呼，無法享用，何必呢？!”
寫到這裡，頓然想起台灣前總統，在位期間，貪財如命，刮取民脂民膏，一
旦落台，成為過街老鼠，為國人謾罵恥笑，一世英名，遺臭萬年。
又菲律賓總統馬可斯(MARCOS)，他年少有為，聰穎過人，才華洋溢，極

受國人愛戴。可惜碰到黃金鈔票，便利祿薰心，敵不過撒旦的引誘，而知法
犯法，做出傷民禍國的罪行，終於被國人趕走去夏威夷，兩年後客死他鄉。
另一位是華爾街的頭號人物馬道夫 (MADOFF)他利用在證券、投資和財務界的
聲名與地位，先取得投資者的信任，然後運用他的騙財技倆，在數年聽內吞
下投資者的資金數十億。結果，紙不能包火，終於在今年初被國調局查個水
落石出，罪名成立。除家財沒收外，還被判坐牢十五年。
這些所謂大人物，都是讀過聖賢之書知書識墨，機智過人，有財有勢之

士，何以仍去做出傷天害理、埋沒良心的惡行？百思不解。想來想去，只有
一個答案，是個“貪”字。古今中外不少王侯將相，衝不過這個貪字而招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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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之禍。正所謂人為財死，鳥為食亡。
在他最後一本著作寫着說：“你無法體驗到你死後所發生的事，但你的

死可能帶給活著的意想不到的後果。”記得我在本堂的《佳音》四月份第 121
期寫過一篇“一個牧師之死”，文中述及一位在非洲肯雅（KENYA）傳道二十
五年的美籍牧師 KAISER。他忠誠事主，傳道期間與村民一起生活，同甘共苦，
極受教友、村民的崇敬與愛戴。因替村民爭取權益，他開罪了當地政府高層
官吏而被暗殺。他的死激發百姓的憤怒而將腐敗政府推翻。Kaiser 牧師雖無
法體驗到他死後的力量比生前更偉大，但他的犧牲卻導致肯雅人民走向民主
自由的美好生活。
斯乃文老先生是個樂天主義者，他不相信有天

堂、地獄；他不著重來世，他只有今世，抱著今天
有酒今天醉的人生；他要盡情享受眼前的樂趣。除
此，他還有一最大的願望，在他的晚年有個“好
死”。
作為一個基督徒，我對斯乃文的人生信念，不

大認同。一個真正的基督徒絕對相信天堂的存在，
且極重視它。因為主耶穌曾告訴我們，失去生命才得生命，死後才得永生；
基督徒的最後歸宿是天家。故此，在地上時要積財於天，將來返到天家，才
有足夠的使用。基督徒與非基督徒之分，就在於此。
死是無法避免的，死是人生旅程的終點。有的只是比別人先走一步。我

們不一定要像英雄豪傑，死得那樣壯烈風光，但願死時能見到上帝牽出祂的
右手，拉著我們進入祂的國度，永享福樂。死有何懼？

18. 我心裡想說，“可是！ 主啊！他們不會相信我的，他們會認為我發瘋
了，或是作惡夢。”
然而主回答我說 : 「讓人悔改不是你的工作，那是聖靈的工作，你只管去告
訴他們。」

我就在心裡回答，是的，主！ 我願意順服， 我必須去告訴他們。
你也許擔心或害怕人們會怎麼看你。 然而你就是必須去，告訴他們，其餘的
讓上帝來作。 阿們！

我問主 ﹕「為何這些生物如此恨我？」
主說 ﹕「因為你是照我的形像造的，而他們恨我。」
你知道魔鬼不能夠抵擋神，不能夠傷害神，可是它可以傷害祂所造的。 這就
是為什麼魔鬼恨惡人類，欺騙人類，要帶他們到地獄裡去。 並且加諸疾病在
他們身上，它做出任何能傷害神所造的。  (下期再續)           莫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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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金培兄在香港送來一封 e-mail，內裡有「香港聖馬利亞堂」的“官方”
網頁和“維基百科”關於該堂的網頁。由於好奇，我打開網頁細讀一下，在
該堂的歷史欄、發現裡面的記載很“籠統”、太簡單了，也與事實有一些出
入，其情節難免有“張冠李戴”之嫌。讀後感覺不很舒服、有如“骨哽在
喉”。鄙意以為：“寫歷史應該嚴謹正確，不能隨便！”如今、且讓我將原
文轉載如下：                                                               
香港聖馬利亞堂：『⋯⋯戰後復元，於 1949

年 3月 25日舉行祝聖大典。1953年張綠薌牧師
就主任職，倡議興辦幼稚園及興建牧師宿舍。翌
年黃蒲霖牧師繼任，首先興辦小學，校舍於 1959
年 2月竣工；1963年籌辦中學，明年即告落成，
使教育工作與傳道工作得以配合。⋯⋯』

我在此首先說一點自己的過去：六十多年前
（1940年初）我第一次踏足香港，同年的七、八
月，就跟聖馬利亞堂結緣了！那時我才 12歲，因
學校（由廣州市遷港的“聖公會聖三一中學校”）
要再遷往北海（今日屬廣西壯族自治區）。同行的還有 15位同學（同屬教會
子弟）、慕容賢會吏長與家人、教會的職員家屬和教友，全部加起來約有 50
個人。戰時來往兩地的輪船不多，更沒有定期的航班。乘客們大都是「先訂
位，等到有確定的航班時再通知、通知的時間到起航，兩者之間非常緊迫，
往往是當天就開船了。為了不至向隅，同學們大伙兒集中在聖馬利亞堂（當
年的堂主任是李求恩會吏長）、等候輪船前往廣州灣（今日的湛江）。在聖馬
利亞堂等候期間，大家白天外出四處遊蕩、找樂子，晚上就在副堂的舞台上
睡覺。就這樣、我們等候（睡）了大約二十個白天（與黑夜）；最後、終於等
到前往廣州灣的輪船（大寶石號）離港（此次我在港只居住了大半年）。

第二次到港是和平後的 1946年、不過兩年後便返回廣州。第三次來港
是 1950年初、與第一次相隔足足十年。那時我從剛解放的江門來、為的是討
生活；順便也為江門新建成的顯光堂、顏國雄牧師和堂議會，找許碧璋牧師
商談“洗禮盆的贈送”事宜。（在本刊、我曾寫過一篇名為「良師、益友、善
牧」的文字，對這段往事略有所述。）在此次商談中，我接受了許牧師的邀
約加入、而成為該堂的一份子。

如此這般、我在聖馬利亞堂待了五、六年。這期間，我曾參加該堂的“少
年部”和“音樂部”，也擔任過這兩個部門好幾任的“副部長”。（在聖馬利
亞堂，“正部長”必須是牧區議員，由議會選出；我沒當選過牧區議員，所
以該堂的“長老”和“名人”如：馬永雄、林永鏗、李明杰、郭文昭、余韶
安、霍志超、關慎元、譚全賦⋯⋯等先生都曾經是我的“波士”（正部長）。
另外、老教友如黃家榮、包文光與文志兄弟、梁春禮伉儷、李廣耀、簡陳寶
玲、何獻荃與獻冥牧師、王芷芳⋯⋯等也曾同為少年部或音樂部的成員。）
56年 12月、我跟在那裡認識的鄺淑新女士在該堂結婚（婚禮由蒲林叔主持）。
婚後遷居九龍，為了每個週日無需拖男帶女和舟車勞累，我們選擇到聖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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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做主日崇拜。但是在我們的五個兒女中、三個年長的都在聖馬利亞堂接受
聖洗禮。年齡最少的兩個孩子（63年 2月來美時、一個未足一歲，另一個在
來美後的 11月、在沙加緬度出生）。一直到 65年、二人才在洛城聖公會的聖
保羅座堂接受聖洗禮。（該座堂因地震而受到嚴重破壞、早不存在了！遺址就
是現今城中的住友銀行大廈。）

好了、言歸正傳；網頁內關於歷史那一段的記述非常簡單、登載如下：
「⋯⋯戰後復元，於 1949年 3月 25日舉行祝聖大典。1953年張綠薌牧師就
主任職，倡議興辦幼稚園及興建牧師宿舍。」要知道：「聖馬利亞堂幼稚
園是全港第一家由一間教堂開辦的幼稚園，創辦人：許碧璋牧師。」「牧
師宿舍的興建也是許碧璋牧師籌劃和興建的。」

下面是我要列舉的事實：

戰後復元，許碧璋牧師被何明華會督派往江
門、主持該地的教會事工。不久改到香港聖馬利亞
堂作主任牧師，遺缺由“香港大埔孤兒院”（聖基
道兒童院前身）的院長顏國雄牧師繼任。1950年一
月我由江門出香港前、許牧師在聖馬利亞堂已經就
任多時了，所以 1949年 3月 25日的祝聖大典，應
該是許牧師主持的。

1950年一月（我到香港時），聖馬利亞堂幼稚園已經辦得“有聲有色”，
很多教會都因羨慕而“見獵心起”。於是、一窩蜂地先後跟進開辦。記憶中、
當年幼稚園的教職員有：陳楚翹、黃瑤歡、李娟芳、葉繼媛、梁少顏⋯⋯等
女士。此前、香港的教堂莫說沒有幼稚園之開設，就連“幼稚園教育”也不
普遍；香港沒有“幼稚園”的師範學校，幼稚園的老師大都是“澳門協和幼
師”畢業的。

至於牧師宿舍的興建也是許牧師一手策劃和興建的。相信聖馬利亞堂目
前有很多教友都不會相信：該堂聖壇左邊（詩班房）的小閣樓、就是許牧師
一家六口“屈居”的住所；而副堂最前端，兩側的小角落、就是禮拜堂和學
校的辦公室。（所以他極力推動興建牧師住所和教會與學校的辦公室。）這一
間小樓取西式建築、以灰色的“麻石”作外牆，與紅牆綠瓦、中國古宮殿式
的禮拜堂（一中一西）相互輝映；小樓的圖側和設計都是甘銘積師行的林威
理先生負責。林先生是我們的琴師何家鎏夫人的妹夫，亦即是歌詩班的成員
王大樂（樂姨用上海音讀是－六姨）的丈夫。

1953年港澳教區發表：許牧師獲馬來西亞教區邀聘到吉隆坡就任該教區
的聖馬利亞堂主任牧師（不久又被選為副主教，及後再被選為沙巴主教）。許
牧師離開聖馬利亞堂後、他的遺缺由黃蒲林牧師繼任，又因黃牧師正在英國
進修，於是、在黃牧師進修期間（不足一年），主任牧師由張綠薌牧師暫代。
事實上、這一間小樓（牧師宿舍）在許牧師離開香港聖馬利亞堂前已經開始
建造，工程延到黃牧師上任後才完成。（正是“前人種樹後人收”的一個好例
子，許碧璋牧師從未“享受”或“歎”過。）

在此我不得不聲明：“綠叔”（張綠薌牧師）和“蒲林叔”（黃蒲林牧
師）都是我的長輩和敬仰的牧師。（也許自己在年輕時、偶然說過一兩句不敬
的“廢話”，但、都不是我發自內心的。）所以寫出這一段文字，完全是：「希
望歷史與事實不致被誤導和抹煞掉」！◎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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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 (《佳音》121期) 談過“生滾粥”，今期同大家討論一下“有味
粥”。這裡所講的“有味粥”，是指以米連同其他材料一起煲成的粥，例如
“瑤柱豬骨粥”、“柴魚花生粥”、“雞粥”等等。煲粥的方法同上期所講
的“粥底”做法基本相同，先將米用油鹽醃過，燒滾水後放入米和其他需要
煲老火的材料同煲，如瑤柱、鮑魚、豬骨、牛骨、臘鴨、腐竹、白果、豆類、
人參⋯⋯。有些材料並不需要煲太多時間，則應在粥煲至適當的時間才放入
這些材料，如百合、鮮淮山、冬瓜、鮮腐皮、乾柴魚肉、帶骨的雞或鴨⋯⋯。

以下介紹幾款粥的做法，以供參考：
柴魚花生豬骨粥：（1）豬骨斬成小塊，柴魚幹用水當開並切成小塊或絲。（2）

豬骨、花生、薑片少許，加水煲滾，放入醃過的米同煲至粥將好時，放
入柴魚，煲至粥好，調味即成，食用時可加入沖菜粒、芫茜、蔥花。

蠔豉皮蛋鹹肉粥：（1）鹹瘦豬肉切成絲，皮蛋切成小粒，蠔豉數隻、臘鴨骨
或臘鴨爪羽些少用水浸泡半小時。（2）燒滾水，放入醃過的米、蠔豉、
臘鴨骨同煲至粥將好，放入皮蛋、鹹肉絲，煲至粥好，調味即成，食用
時可加入胡椒粉。這款粥是下火佳品。

火鴨粥：（1）燒鴨起肉並切絲，鴨骨留用，瑤柱碎少許用水稍浸。（2）燒
滾水，放入醃過的米、燒鴨骨、瑤柱碎同煲至粥好，放入燒鴨肉絲煲至
粥再滾起，調味即成，食用時可加芫茜、蔥花、生抽、胡椒粉，你也可
試一下加入生菜絲，另有一番風味。

雜錦雞粥：（1）雞斬成小塊並用滾水飛水，蝦米少許用水稍浸，鮮蝦仁些少
並切粒，幹冬菇粒個用水浸軟並切粒。（2）燒滾水，放入醃過的米、
蝦米、冬菇粒同煲至粥將好，放入雞塊，並加入米酒數滴，煲至粥好，
再放入鮮蝦粒和少許薑茸，煲至再滾起，調味即成，食用時可加入食用
時可加芫茜、蔥花、生抽、胡椒粉，也可加入生菜絲。                
[ 預告：煲粥 (三)，下期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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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莓
根據美國農業部研究表明，藍莓是含抗氧化物質最高的
水果，排在第二名的是小紅莓，其次是黑莓和草莓。莓
的顏色來源于花青素的色素，抗氧化物質可以中和自由
基。這種自由基可以引起慢性疾病的，如癌症，心臟病
等。莓，特別是小紅莓還可以防止尿管感染。
每天吃量為一杯的莓，是很不錯的。你可以當作零食來
吃，也可以放在酸奶上吃，也可以和鬆餅或沙拉或是思慕雪混在一起吃。
二、奶制品
奶制品不但是提供鈣元素的好食品，而且它含大量的蛋白質，維他命(包括維
他命 D)和礦物質。這些元素都是對抗骨質疏鬆症的關鍵元素。美國政府營養
指示建議大家每天要攝入 3份量的低脂奶制品，同時還建議每天做承重活動
訓練，可以強健骨骼。(如果你無法每天都堅持，那麼其他含鈣元素的食物包
括蔬菜，羽衣甘藍，椰菜等你都可以去嘗試，另外還有含鈣元素高的豆制品、
果汁和谷物等，你都可以去嘗試。)
除了幫助你強健骨骼外，奶制品還可能會幫助你減肥。研究一直在繼續，但
是還是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每天三份量的奶制品可以幫助你減少肚子的肥
肉，最終達到減肥的效果。
低脂奶制品是最好的零食了，因為它們不但含有碳水化合物，還含有蛋白質。
“奶制品不但是糖尿病患者最好的零食了，同時還是其他任何人最好的零
食。因為奶制品可以保持你的血糖水平。”美國營養學會發言人 Bonnie 
Taub-Dix MARD 說。
將思慕雪和低脂酸奶或牛奶一起食用是很好的，你也可以加入一些橘子汁、
少許的草莓，這些食物都是可以取代你平時的零食的，而且相對會健康很多。
三、脂質魚

魚含大量的 Omega-3 脂肪酸。這些魚包括大麻哈魚
(俗稱三文魚)，金槍魚。這種脂肪酸可以對抗疾病，
幫助降低血內脂肪量，同時還可以預防和心臟病有
關的血凝。
美國心臟協會建議每週至少吃兩次魚，每次吃魚的
量都不可以少于兩份量(特別是脂質魚)。
Lichtenstein 說：“吃魚可以降低心臟血管病的病

發可能性”。吃大麻哈魚，金槍魚的另一個好處在于：你從高脂肪食物中獲
取到的飽和脂肪將得到降低。  

核心提示：根據美國農業部研究表明，藍莓是含抗氧化物質最高的水果，排在第
二名的是小紅莓，其次是黑莓和草莓。莓的顏色來源于花青素的色素，抗氧化物
質可以中和自由基。這種自由基可以引起慢性疾病的，如癌症，心臟病等。莓，
特別是小紅莓還可以防止尿管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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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時在家裡，你都可以做一些大麻哈魚，金槍魚來吃，拿來烤或者煮都將會
是美味的一餐的。
四、蔬菜類食物
抗疾病食物中，蔬菜也是最好的一種了哦。這些蔬菜都包括菠菜，羽衣甘藍，
白菜和生菜。它們都含有大量的維他命，礦物質元素，β-胡蘿卜素，維他命
C，葉酸，鐵元素，鎂元素，類胡蘿卜素，植物化學物，抗氧化物。哈佛的一
個研究發現，吃那些含鎂元素高的食物，如菠菜等，可以降低糖尿病 2型的
病發可能性。
下次你做沙拉的時候，你可以加上些這類蔬菜哦，包括營養超級高的菠菜和
其他綠色蔬菜哦。這樣的食物可以幫助你對抗疾病。
五、全谷類食物
全谷類食品包括那些從精制谷物中精取的營養成分。這些成分含有葉酸，硒
元素，維生素 B等有益于心臟健康的元素。這些元素還可以控制你的體重，
並減少患糖尿病的危險。其中的纖維
含量，使你在每餐之間的時間裡感到不飢餓，同時還可以促進你的消化。
每天至少吃三分量的全谷類食物：全麥；大麥；黑麥；谷子；藜；糙米；野
生稻和全麥意大利面食，面包，面包和谷類。根據美國飲食協會，每日推薦
攝入纖維量為 21-38 克。當然了，具體有關攝入多少還是看你的性別和年齡
而定的。  (下期再續)

It is encouraging to find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respond 
to the biddings of the intercession, saying their prayers openly 
in the Sunday service. This is a mark of a mature spirituality 
of the congregation, and our intercession time is no longer the 
priest’s or the LEM’s own business. What a joy!

Pastors are always approached with questions like: How to 
pray? When to pray? Where to pray? It seems that saying a 
prayer is a serious endeavor, something to be done in worship
and in a church. In fact, praying is a natural activity, as nature 
as breathing, and one can breathe anytime, anywhere.

The opportunities for intercession are endless, and we can use 
routine daily actions to trigger off a response of prayer for 
people in need. For example, when we turn on a tap and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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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iting for the bowl to fill, we could pray for those who have 
to walk several miles every day to get clean water. Or when 
we are waiting in a supermarket checkout we could pray for 
those who have to spend much of their lives waiting - for a 
complete recovery, for news of the loved ones, for the end of 
a prison sentence. Or when we pick up a pen to start writing 
we could pause for a moment and pray for those millions all 
over the world who cannot write and are denied access to 
education…

Or, when we walk past people in the street and half notice 
someone with a disability or a stoop of the shoulders, or a 
mum struggling with children or someone with a fearful look 
in their eyes. Their body languages are telling us about their 
struggles in their daily life. When we use our eyes actually to 
‘see’ people rather than to look past them, all of this can be 
turned into prayer. We may say a prayer for them like: ‘Lord, 
whatever it is that that person has to handle at the moment, 
give him grace so that to seek and he will find; knock and the 
door will be opened to him.” As we become more observant 
and keep praying for others, walking down the High Street 
becomes rather more interesting, more thankful.

The scripture tells us prayers always come with joy and 
thankfulness. “Be joyful always; pray continually; give thanks 
in all circumstances, for this is God's will for you in Christ 
Jesus…” (1Thessalonians 5:16-18) Praying, in fact, is not 
necessarily a serious endeavor, not something only to be done 
in Sunday services or in a church. Prayers can always be said 
by the joyous and thankful faithful.

St. Gabriel’s is going to have an outdoor activity on June 21, 
we shall worship, pray, sing in the park. Then we shall have a 
barbeque to celebrate the father’s day. This activity is in itself 
a witness of our faith to our neighbors. We pray that the Holy 
Spirit would move around us and give us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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