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七月中，編者前赴溫哥華探親訪友，有勞百期老編
--順叔追稿、收稿和以電郵傳稿，謹致謝意！當地的夏
日，陽光普照，日曬延至晚上九時，不過林蔭處處，間
或微風拂袖，令人心曠神怡。感謝上帝，讓我們與親友
在有山有水景色秀麗的溫哥華聚首，也讓我們有機會在
主日裡面到當地不同的教會參與崇拜。

在七月十九主日，我們到華人聚居的列治文市
(Richmond) 參加聖公會以馬內利堂在上午十一時舉         
行的早禱崇拜。踏入教堂當中，自有一種親切的感覺。
崇拜開始，十架高擎作先導，隨後的是穿上藍白色袍服
的詩班、侍從、司禱和主禮牧師，他們一面高唱進堂詩，
一面列隊進入會堂；敬拜的程序和禮儀都是我們所熟悉
的。以馬內利堂的主任是伍德賢候任主教，他來自香港；
在這一段時間，他前赴英國深造博士學位，下一個禮拜
才回來，主日的早禱由楊裕光牧師代為主禮。崇拜完畢，
得晤昔日在香港一起於詩班和主日學服務的主內姐妹，
蒙她盛情接待，無限感激。
出席崇拜的有二百多人。據悉他們有四百多會眾，

自資租賃貨倉作教堂。貨倉教堂沒有高聳的尖塔鐘樓，
牆壁沒鑲嵌彩繪玻璃，也沒寬廣園地，卻擁有生命力，
這是一個有增長的教會。六年前，該堂為反對「同志祝
福」毅然脫離加拿大聖公會新西敏教區，改隸非洲聖公
宗的教省；他們勇敢的走前面的路，做上帝所喜悅的事。
目前，以馬內利堂也存在著一些逼切和有待解決的

問題，例如主任牧者工作非常的忙碌，既須牧養自己的  
教會，尚須兼顧自己的學業深造
和作主教的額外事工承擔；此
外，作為教堂的貨倉租約期滿，
究竟續租抑或是自建教堂呢？還
有⋯⋯            (後續第 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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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七月是一個令我一家難忘，感恩的月份。七月六日我們各人在

倫敦聚首，先後參加了善文在英國卡地夫大學(Cardiff University)及智虔的

在諾丁瀚大學(University of Nottingham)舉行的畢業典禮，其間，我們探望

了一些朋友，並且一家人驅車前往法國西南部一個小鎮露德(Lourdes)朝
聖。

151 年前，即 1858 年 2 月 11 日，聖母在露德向一位正在檢柴的女孩

伯爾納德顯現，前後共有十八次之多。於第九次顯現時，即 1858 年 2 月

15 日，聖母着她徒手掘地取水以飲及洗滌，她就照著做；地下果然湧出泉

水。後來更發現，這泉水可以治病，甚至治絕症。之後，露德就成為世界

各地信徒前來朝聖的地方，每年有四百多萬人。至今羅馬天主教會已正式

確認 67 宗治病神蹟。每一件教會確認的神蹟，都先要向當地一個醫學專

家委員會(Association Médicale Internationale de Lourdes)備案，經過極

奇嚴謹的科學分析調查(一般需時若五年，但長達十二年的也有)及有關準

則，確認該治療是“醫學上無法解釋的”，教會才會宣佈該痊癒為神蹟。

往露德(Lourdes)朝聖前，我們先到法國中部另一小鎮名叫內維爾

(Nevers)，它是聖伯爾納德所屬修院的所在地。伯爾納德的遺體現安躺在

該修院的聖堂內。她 35 歲就離世，遺體原安葬於修院內。1909 年發現她

的遺體完整無腐，肌膚還有彈力，但陪葬的一串念珠已腐蝕了，事後再行

入土安葬；1919 再開棺檢驗，遺體也是完整無腐，又再行入土安葬；1925
再開棺檢驗，也是原樣。她於是被封為“聖伯爾納德”，遺體移放在該修院

聖堂內的水晶棺中。我們親到該修院瞻望她的遺體。當我見到聖伯爾納德

安詳躺在那裡的時候，我心中非常寧靜平安，油然地祈禱，歌頌創造主的

光榮偉大。那時，我想起聖經一句話：⋯他們不明白那分餅的事，心裏還

是愚頑。(馬可福音 6:52)。置身在神蹟中的人，很多時不一定能察覺自己

親歷其中，好像門徒當年不明白五餅二魚的神蹟一樣。這好像提醒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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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和智虔今能在英國完成學業，踏上人生的另一步，難道這不是過往很多

生命上的神蹟交織而成的結果嗎。我們信主的人，難道我們不能發現上帝

的神蹟在自己生命中曾奧妙地運行嗎。所以，讓我們都為自己走過的生命

而感恩。

一家人的團聚轉眼已是尾聲，我們又在機場彼此送別，分道揚鑣了！

而天下無不散的筵席，我們的司琴陳恆澤已學有所成，九月將回港上任他

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我們誠心祝賀他。在八月三十日的主日崇拜中，我

們將與他道別，請大家記下這日子。主佑。

【接續 封底頁〈編者話〉】
之前的禮拜日--七月十二日，我們跟隨親友參加福音教派北溫哥華

門諾弟兄會頌主堂的主日崇拜。信眾兼有老、中、青，約四十多人，絕
大部分是來自說粵語的第一代移民。他們跟我們的崇拜有相像的地方，
一開始就是唱詩，歌頌上主父神；選詩與我們不相同，多數是一些現代
的感人音樂調子。他們沒詩班，沒唱聖頌，也沒唱啟應；崇拜的禮儀和
程序較簡單。主禮人站在台上中間位置，沒穿上袍服，禱告和講道都比
較我們的長；不過崇拜的內容同樣充實，會眾也同樣的投入於敬拜和讚
美之中。我們親友的一家，積極參與教會事奉工作；他們的孩子是第二
代的移民了，都歡欣喜樂的、自發的參加該教堂的英語主日學。據悉，
他們的會眾並不算多，在數年之前才籌集到足夠的捐款和借款，自置現
在的聖殿；教會現有兩位全職的傳道人和一位半職幹事。
    

    我在溫哥華只是過客，對當地教會的牧養事工，並沒有太多的認
識。作為平信徒，我只知道有機會與當地主內兄弟姐妹聚首，一起參加
主日崇拜和互訴信仰生活的體驗，已是主的恩賜。我並不介意參加其他
宗派教會的聚會，只在乎：教會的根基是主耶穌基督；教會的一切以新
舊約聖經作為根據，因為「這是上帝的話語」；教會服膺保羅和其他使
徒的教訓和傳統；以「信經」作衡量信仰準則。
    
七月底，編者的溫哥華行程結束，返抵洛杉磯，獲悉美國聖公會於

Anaheim Convention Center 舉行的全國第七十六屆總議會亦已完結。
其間議會通過的議決案，影響深遠，內心不無耿耿。
祈求上主，繼續看顧世上聖而公之教會，不要讓魔鬼從一些破口入

侵；也叫教會之中的領袖把自己的尊貴榮冕和世俗的、個人的「權利」
放在一旁，專志做榮神益人的事，使信眾齊心、使教會合一、使福音廣
播。
    願我們教會的領袖都去做那些上帝要「祝福」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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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世界和平祈禱，特別為最近發生騷亂的新疆祈
禱。求主使真正的和平，真正的民族和諧能早日降臨；又請為散落在世界
各地，於酷熱天氣中居住在帳篷中的難民祈禱；又請為在荒旱地方中，在
幟熱陽光下尋找潔淨水源飲用的人，特別是婦女及兒童禱告。

為籃球訓練班的學員能在平安與完滿結業感謝主。為本堂的所有事工
祈禱：特別繼續為主日學未來的發展、主日學導師們；本堂的青少年事工
及國語堂的傳道事工祈禱；又為今年畢業的青少年祈禱，叫他們無論是繼
續求學還是工作的，都得主賜予聰明智慧、強壯健康的身體。願主引領他
們謙卑順服，事奉上帝。

我們為在暑期中旅遊、訪親、進修或求職的人祈禱：求主保護引導他
們，在主的平安中親嚐主的恩典。我們更為那些失業、無助、無望的人祈
禱：求主使他們在窮途中見到主的奇妙作為，重獲盼望。

我們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特別是：許璧珍、謝炳迪、關新、蔡澧業，
求主醫治他們，賜平安與他們；又求主祝福看顧他們的人。我們又繼續為
甲型 H1N1 流感疫情所影響的地區、政府及人民祈禱：求主使患病者早日
康復，又藉著疫苗成功研製，驅除人心的恐懼，減縮人與人的疏離。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上帝。
(腓立比書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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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K, Wilson 麥懷順 8 月 3 日 WANG, Jianfeng 王劍鋒 8月 18日

WAI, Iris 韋林少蘭 8 月 6 日 Choy, Vivian 蔡顧維恩 8月 21日

WONG, Daniel 王珠本 8 月 8 日 YIN, Sophia 尹霍淑儀 8月 21日

KUO, Betty Guo 郭白玉 8 月 12 日 ZHU, Xiao Ning 祝曉寧 8月 26日

LEUNG, Krista 梁黃以琪 8 月 12 日 LEE, Anna 熊倩兒 8月 27日

LOH, Ruby 陸世泮 8 月 13 日 CHAN, Joe Hon Ming 陳漢明8月 30日

MAN, William 文尚丞 8 月 14 日 KWAN, Caroly 關素娟 8月 30日

TAM, Peter 譚健元 8 月 14 日 KWAN, Grace 關文婉 8月 30日

MAK, Monica 麥陳寶琴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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婦女會活動-隔熱架 (Trivet) Lisa Chan
   「夏日炎炎正好眠」，盛夏的七月天，
給人一種懶洋洋的感覺。在這懶洋洋的夏
日，最好是在家「嘆冷氣，飲一杯冰凉菓
汁，睇吓電視」，這實在是一大享受！很意
外的，在七月十二日這天裡，大家都忘卻
晧熱的天氣，齊齊在「良善室」製作各式
各樣，別具用途的「隔熱架」!
      

「隔熱架」這個名稱似乎不大適合，因
為它的用途多元化，除了可以放上熱煱、

熱餸碟，藉以保護飯桌及 counter-top 之外，
亦可放上冰冷器皿。除此以外，亦可作為小
飾物，美化家居，送礼自用皆宜。
      

    我們為大家預備的是圓形「架」。圓形
之外，有四方形及全四方形三種，首先各人
選擇自已喜歡的「架」形，然後放上不同形
狀、不同顏色的小瓷磚。各人運用自己的藝
術天份和想像力，砌出具有個人特色的圖

案，然後塗上膠水固定位置，再塗上泥粉 (tile grout) 把空隙填滿；待泥粉
乾後，抹走多餘的泥粉即成。起初製作，可能覺得複雜；但多做一两次，
就再不是問題了。看到自已的創作，心內自然產生一份喜悅。
      

    同一樣的材料放在面前，任由大家挑選。不同的人會選出不同的東
西，砌出不同的圖案。有些是彩色繽紛，有些是色調簡單大方；有些圖案
是有主題的，另一些是「無題」，林林總總，各有特
色。
      

    霎時之間，令我感到「神」的大能及慈愛。我
們每人不是同樣有眼、耳、口和鼻嗎？但「神」不
但給了我們肉體，亦給了我們智慧。我們可以獨立
思想，所以我們就可以作出各種選擇，這就成了我
們的行為。因此，雖然我們同樣有五官，但面孔及
行為則各異，「神」何其偉大！

    大家可以到本堂網址 www.saint-gabriel.org 分享
當日的喜悅及欣賞各人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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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生最敬佩的人，不是那些有財有勢，有頭有面的人；而是那些白
手興家，胸懷大志，跌下去爬得起來及絕不向惡劣環境低頭的人。月前，
在《洛杉磯時報》讀到一篇敘述一位十八歲黑人少女與她的母親淪落街
頭，在困苦掙扎中去追求她的夢想的報導。
    當卡妮娃 (KHADIJAH) 六歲那年，她的母親從老遠
的紐約 (NEW YORK) 來到加州羅省 ( LOS ANGELES)。不
久， 因手上的銀兩用光，便帶著女兒到處流浪，與其
他的 Homeless 同作天涯淪落人，有時睡在天橋底下，
又或是長巷盡頭的屋簷下；另一些時候則住在破舊的建
築物或慈善機構捐給他們的帳蓬中。隨著天氣與環境的轉變，搬到這裡那
裡，就像遊牧民族那樣到處流蕩，每到一地方只住上三幾個月便遷離他
去。對於上學中的卡妮娃來說，這是極不方便的；因而，她不時半途轉學
或是輟學。由小學到中學的十年中，她只是斷斷續續的上學；幸好她聰敏
過人，且勤奮好學，故成績保持優異之上，深得老師的讚許。她刻苦耐勞，
終於得以讀完中學，繼而轉入東羅省社區學院 (EAST L.A. COLLEGE)攻讀。
     那年，她母親在橙縣 (ORANGE COUNTY) 找到一間破舊而被拋棄的小
型貨倉 (STORAGE) 作容身之地，於是母女二人便決意安頓下來了。不

過，對上學中的卡妮娃來說，她就加倍艱苦
了。由橙縣坐巴士去東羅省 (EAST LA) 最快要
一個多鐘頭；因此，她每天早上四時就要起來
趕巴士上學，直到夜深十時才回來。晚上，肚
子仍是空著的，她隨便找些東西充饑，便馬上
開始做功課。睡不到晨早四時，她又要起來趕
乘巴士。在饑寒疲憊交逼底下，她曾咬住牙根
向上天祈求，呼求上主給她勇氣和力量去達成

她的願望。皇天不負苦心人，一些有心人士和有關教育部門出手相助，把
她安頓在學校附近的一間房間中，讓她安心讀下去。經兩年多的苦幹，她
沒辜負捐助者的期望；她獲選為學生代表，在畢業典禮之中致辭。在講辭
中，她吐露出自己的身世：她是一個 Homeless 的女兒；她勸勉同輩不要因
出生寒微而喪志。最後她向聽眾宣佈她已接受哈佛大學的獎學金，繼續深
造。其實給她獎學金的大學有十多間，包括哥倫比亞大學在內。
    她在大學念書期間，因忙於功課而未
能夠與四處遷徙的母親緊密聯繫。畢業
後，她須到處去訪尋母親的下落。在眾人
幫助下，終於得以母女重逢。二人相見，
悲喜交集。她母親將熱淚抹去，緊抱著她
說：“你終於實現你的夢想了！”她回答
說：“是！我也找到我的家啊！”
    從這篇報導中，我們不難看出卡妮娃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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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剛毅自信和充滿勇氣外，最重要的是她沒有因身世而感自卑，她始終意
志堅定，奮勇向上。相信一般青年和男女，若然處於她那樣的境況，簡直
連想都不敢想要去念哈佛！
    先父在我年少時，曾對我講過一個小故事：有一次，一個窮學生因打
架而誤傷一個富家子弟，受傷學生的父親走來向校方興問罪之師。經老師
說明真相後，他仍不服氣，便指著窮小子說：“我現在出一對聯給你二人
來對，若你對得好，我就放過你！”隨即用很大的口氣說出下面一對聯：
   “誰謂犬能欺得虎？”那窮學生也不甘示弱，一口氣對說：
   “焉知魚不化為龍！”意思是說我今日雖窮，也許他日我會比你更富
有。輪到他的兒子，他想了很久，不停用手摸著頭，最後才慢吞吞的對說：
   “焉知蟲不化為蚊！”
富翁看到兒子對得不像樣，且全無大志與氣概，可笑又可怒，一聲不響的
拖著兒子走回家去。  
    常言道：“人窮志不窮。”一個人窮是不要緊的，最重要的是要有骨
氣和大志，要像卡妮娃那樣的把貧窮化為力量，向著標竿勇往直前。世上
不少英雄豪傑都出身貧寒，窮困是他們成功的原動力。試問：假如卡妮娃
生於富裕之家，驕生慣養，她會不會變成今日的她呢!?   ◎

20. 我在祂旁邊，感受到極大的愛和平安，是參加所有恩膏聚會，沒有辦
法相比的。
然後我往上看，看到牆上那些邪靈。 他們看起來就像螞蟻，他們仍然那
麼大，但是當上帝的能力，創造的大能與你同在，它們就像螞蟻在牆上。
一下之間，我無法領悟過來，只是想，哦主！他們只是螞蟻。 主說，你
只要奉我的名捆綁他們，將他們丟出。
當我回來，我看見我的身體躺在那裡，這對我衝擊很大，那不會是我吧，
我在這裡，這才是我，你知道你從來沒看過兩個你自己，我看見我躺在那
裡，但那不是真的我。
聖經裡，保羅說，我們都住在帳篷裡，這強烈的震憾我，我想到我的肉身
只是一個帳篷，就像煙霧，只是暫時的，根本不重要，真正的我在這裡，
是可以擁有永生的，也才是我們應該關心的。

以賽亞書 40:22  上帝坐在地球大圈之上，地上的居民好像蝗蟲。他舖張
穹蒼如幔子，展開諸天如可住的帳棚。
哥林多後書 5:1 我們原知道，我們這地上的帳棚若拆毀了，必得 上帝
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
雅各書 4:14 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
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   

       (下期再續)     莫遲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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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我們剛吃過早餐，就看著輪船慢慢駛進域多利的港口。於是走

出外面，看著輪船靠舶碼頭（這個遊輪碼頭不在內港，以前沒看見過）。

而碼頭的另一邊，早已停舶了另一艘屬 Carnival 公司、名為 Splendor 的

大遊輪。這艘船的模樣新穎、線條和

諧悅目。Splendor 雖然比 Marina of 

the Sea 略小（重十一萬一千三百

噸，長九百多尺），但船齡比較新（是

2008 年建成的）。我看見船頂上有一

座高 30-40 尺的滑水高台，許多沒

上岸的青少年正興高采烈地列著隊

站在滑水台的梯級上輪候，他（她）

們一個個在這部有如螺旋般的樓梯

級上，等待管理員那一刻的指示、走上跳台的頂部滑下來，“鑽”入水池

裡。

船靠攏在碼頭上，那些參加旅行團的乘客大都興致勃勃地蜂擁而
下，準備在域多利“大灑金錢”（血拼、散錢）。我們既不打算遊布查花

園，就沒參加旅行團（所以無須爭先恐後），讓那些“趕時間”的朋友走
完後、才“滋滋油油”（慢條斯理）地落到碼頭。打聽後、知道有行走 down 
town 與碼頭之間的來回（雙程）巴士，就決定乘坐這種“巴士”到 down 
town。

今天域多利的天氣、“好”得出乎我們意料之外，在大太陽底下，
比洛城還要和暖。從碼頭乘坐旅遊巴士進城，司機（也算是導遊吧）告訴

我們一些關於域多利的“知識”；又說：“由此往唐人街不遠，相隔六個
街口吧了。”一下車、眾人立即作鳥獸散，開始各自的個人行動。我們逛
了幾間店舖，對那裡售賣的“東西”（貨品）不太感興趣，於是興起了到
唐人街“飲茶”（吃午飯）的念頭。我雖說到過域多利，對這裡的唐人街
卻沒什印象，只記得唐人街有個牌樓而已！可是，行著去要走六個街口，
回程又是六個，那麼來回豈不是要走十二個街口？一想到走這麼長的一段

路程，內心立即“打”起退堂鼓來。這時我抬起頭，看到不遠處的街燈柱
子和一些招牌之類都漆上了“紅紅”的顏色，我知道那一定是唐人街。心
想：憑著我這雙“不常運動的腿”和一條枴杖，走到那裡、應該沒有問題，
決定一試。

於是，朝著那個方向，雙腳和手杖一高一低地邁步向前。好在街與
街之間（每個街口）相隔不遠，我們邊走邊看邊講，不多久便走進唐人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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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人街的範圍不大，“飲茶”的地方非常易找，我們走到一家開設在樓上
的茶樓（酒家），廣告牌上，中、英文都寫有“點心”的街招，我雙腳雖
不願意，還是“捱”（走）上去。茶樓的地方不大，顧客也不很多，不過
“麻雀雖小，五臟俱全”，點心、粥品⋯⋯等都不缺，樣樣都照顧週到。
雖然我們在船上早已填飽了肚子，然而“禮貌”上，一盅幾件還是要“應
付”的。

茶樓下來，走過兩檔賣生
果的攤販，看到荔枝很肥美、
顏色又艷麗，我們禁不住誘
惑，即時大破慳囊，買了兩磅
多。預備返回船上大啖一輪
－開個“荔枝餐會”。買完

荔枝，向著來時的方向慢慢
走，經過那些售賣紀念品、衣
物⋯⋯的店舖難免多看幾
眼；忽然聽到身邊有人用廣州
話交談，對我來說、她們說話

的聲音還好像滿熟悉的，禁不住轉過頭，朝聲音的方向望過去。發現果然

是“熟人”（已退休的前洛城美以美會徐廉牧師夫人），是徐師母和她們
教會的一群教友趁著“船票大平”聯袂出遊。（不要以為我們的船票最便
宜，她們的票價比我們還要低 50 元呢、羨慕麼？）乘坐的正是 Carnival
公司的 Splendor 號（今早從溫哥華到這裡）。所以我們在船上碰不到，反
而在域多利碰到。（遇到了這個情形，我們能不嘆一句：“世界真是太小
了！”或“有緣何處不相逢？”）

城市若然沒有什麼“大”變改，她們的景緻大都一樣，更何況我們
從前已經“光顧”過的域多利？從唐人街出來、用雙腳再行到來時的巴士
站乘巴士返碼頭。回到船上，問題跟隨著出來了！因為我們忘記：「買到
的“荔枝（生果）是不可以帶上船”的。」逼不得已、大家（三人）立即
“掉頭”回到碼頭“就地解決”（站立著享用“荔枝大餐”。）吃這“大
餐”的當兒，相信我們的表現一定非常“狼狽”；可惜當時沒有攝、錄起

來。（碼頭上既無餐桌、也沒座椅；一雙既濕又黏的手，拿著兩張紙餐巾，
一邊提著荔枝還要剝皮再送入口；另一邊則帶著一袋果皮再接吃了肉的荔
枝核兼丟垃圾。）不過憑想像、“狼狽”的模樣是可以體會得到的。

晚餐後輪船離開碼頭再駛出域多利的港口，向不很遠（一海之隔）
的西雅圖開過去，我們便轉身尋找今晚消遣的地方－溜冰場。入內一
望，頓時給當前的景象“怔”了；原來這個場地除了正中的溜冰場，四邊

有超過十行的看台，看台上早已密密麻麻地坐滿了觀眾。我們幾經辛苦才
找到兩個不相連的座位坐下，過了大約十多分鐘，表演準時開始。演出的
節目很豐富也很緊湊，內容少不了溜冰技藝、舞蹈、笑劇、魔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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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員們對每一項演出都有很高的水準。能在遊輪上看到如此精彩的表演，
我們覺得非常意外、自然十分滿意了！

早上八時，輪船在西雅圖“太空針”高塔的腳下、停泊在“遊輪碼
頭”。這一次，所有乘客都必須離船走出碼頭，我們自然不能例外。吃過
早餐，我們跟隨著其他乘客，魚貫走過移民和海關的“檔口”（關卡）出
到街外。這時眼看著別人一個個、一批批“鑽進”旅遊車或其他車輛，臉

頰上全都掛上一個“八字口面”（微笑）離去，而我們則像“無主孤魂”
（不知何去何從）般失落？【我前兩次來西雅圖都是自己開車，這兒的市
區範圍不大，有名的景點如“太空針”也曾兩度光顧過。】恰好這時有一
位客 van 司機前來拉客，我們也就順水推舟般、走上他的小客 van。

扣好安全帶，司機問我們想到那裡？我實在想不到有什麼地方，於
是告訴他：我們沒有特定的地方要去，可以隨處逛逛，見識一下西雅圖。

司機一邊開車、一邊講解（好像一般做導遊的），他首先帶我們到市中心、
位於“太空針”另一邊的小山崗（有如洛市中心的 Bunker Hill），那裡有
一個“迷你”小公園。大家下車向前一望，眼前除了海傍幾條街道和碼頭
外，就是海灣和偶爾飛行在空中的飛機，此外最多的是航行在海上的輪船
（大部份是渡海小輪）。

然後進入最忙碌的市區，在會展中心、大公司和大酒店（高樓大廈）

間“兜圈子”，見識一下西雅圖的繁榮。汽車從“石屎森林”中出來駛到
“唐人街”。（這裡沒有日本、韓國、越南⋯⋯等埠，這些商店全部可以
在“唐人街”找到，所以也有另一個名稱：“亞洲中心”。）在這裡我們
完全沒吃喝，看過了“華埠”便到不遠處的 King Dome（美式足球場）和
一旁的棒球場，見識一下它們的移動“屋蓋頂”。（西雅圖的雨季很長，
冬天也下雪，為了賽事不受影響，球場的“上蓋”是必要的。）

最後到 Tacoma－Boeing（波音）飛機公司所在的飛行博物館、機場、
停機坪、辦公大樓和廠房的外面，轉一轉、“看”一會，有如孫悟空遊五
指山一樣，總算已經“到此一遊”了！從 Tacoma 出來，想不到還有什麼
要“看”的，於是吩咐司機駛返碼頭回到船上。

黃昏時分，輪船慢慢離開了碼頭，我回望西雅圖的夜景，眼看著太空
針漸漸模糊起來，不久就隱沒在“蒼茫”的夜色裡了。此後一連兩天，我

們的日、夜都是在茫茫的大海中渡過。直至最後一天的早晨，大家飽嚐早
餐美食後不久，到集合的地點一看，疏疏落落、沒幾個人；等了一會，就
聽到叫我們離船的聲音了！在碼頭等了好一會，大女兒的汽車才開過來，
原來她們迷路了。

回家後，想到像我這個年紀、仍有機會享受到這樣悠閒又愉快的旅
遊，我只能用一句話來總括:「只要“歡歡喜喜地出門、平平安安地回

家”，都是天父上帝恩慈的眷愛。我們內心只有感謝！」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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菠蘿，又名鳳梨。汁多味甜，有特殊香味。
菠蘿含有一種叫“菠蘿朊酶”的物質，它能分解蛋白質，溶解阻塞於

組織中的纖維蛋白和血凝塊，改善局部的血液迴圈，消除炎症和水腫；
菠蘿中所含糖、鹽類和酶有利尿作用，適當食用對腎炎，高血壓病患

者有益；
菠蘿性味甘平，具有止渴解煩，健脾解渴，健胃消食、止瀉、消腫，

祛濕，醒酒益氣的功效。可用於消化不良、腸炎腹瀉、傷暑、身熱煩渴等
症，也可用於高血壓眩暈、手足軟弱無力的輔助治療。患有潰瘍病、腎臟
病、凝血功能障礙的人應禁食鳳梨，發燒及患有濕疹疥瘡的人也不宜多吃。

用菠蘿可以做出多種多樣菜式，炎炎夏日，吃上一道用菠蘿做的菜，
美味可口，刺激食欲，大有醒胃之功。做菜用新鮮成熟的菠蘿最佳，但做
菜要化多些功夫和時間；也可用罐頭菠蘿，其效果也較好，做起來簡便一
些。用菠蘿配菜，醋不適宜放太多，以 1 或 2 湯匙為好，如果你喜歡淡酸
味，可以不放醋，單是菠蘿的酸味就夠了。調味時，可以加入茄汁、梅汁，
各人所好，隨君選擇。以下，介紹兩款適合居家製作的菠蘿菜式給大家參
考。

菠蘿鴨片
材料：鴨肉半磅、菠蘿 5 安士、青椒 3 安士、洋蔥 1 安士、蒜茸少許、

生粉、糖、食醋、生抽、鹽、味精、胡椒粉、料酒、生油、麻油。
制法：（1）鴨肉選胸肉最好，其次是腿肉，將其切成肉片，加入鹽、

生粉、胡椒粉和少許水撈勻，待用；菠蘿可切成稍厚的片，青椒和洋蔥切
成小塊待用。（2）燒紅鑊，放油落蒜茸起鑊，放入鴨片，贊料酒，開猛火，
將鴨片炒至剛熟，盛起待用。（3）燒紅鑊，落油起鑊，放入菠蘿片、青椒
片和洋蔥片炒熱，加入鴨片炒勻，用糖、醋、生抽、鹽、味精調味，用濕
生粉勾芡，放入包尾油和少許麻油炒勻上碟即可食用。（4）不用鴨片，可
以用瘦豬肉片、雞肉片代替，其做法一樣。

菠蘿排骨
材料：排骨 1 磅、菠蘿 5 安士、紅蔥頭 3 粒、薑片數片、蒜茸少許、

生粉、糖、食醋、生抽、蠔油、鹽、味精、胡椒粉、料酒、生油、麻油。
制法：（1）將排骨切成小塊待用；菠蘿可切成與排骨小塊一樣大的粗

粒，紅蔥去衣切成小塊待用。（2）燒滾水，放入排骨飛水，撈起瀝乾水待
用。（3）燒紅鑊，放油落蒜茸、紅蔥、薑片起鑊，放入排骨，贊料酒，加
水，煮至排骨熟透，並且鑊中只剩餘少量汁水。放入菠蘿粒、炒勻，用糖、
醋、生抽、蠔油、鹽、味精調味，用濕生粉勾芡，放入包尾油和少許麻油
炒勻上碟即可食用。（4）不用排骨，可以用雞斬件、鴨斬件代替，其做法
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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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身去削個梨吃？加速排出體內致癌物質.

梨和加熱過的梨汁都有加速排出體內致癌物質的功能。

韓國首爾大學醫學院預防醫學科楊美熙教授領導的研究
小組 去年 9月發表報告指出﹐飯後吃個梨﹐積存在人體
內的致癌物質可以大量排出。
調查結果顯示﹐吸煙或者吃烤肉等在體內聚集的強致癌物質多環芳香烴﹐
在吃梨後會顯著降低。

研究人員對吸菸者進行了試驗 ,讓他們在 4天內連續每天吃 750g左右的
梨, 並測定吃梨前後小便中多環芳香烴的代謝產物 1- 羥基芘含量。

測後發現﹐吸煙 6 小時後再吃個梨﹐人體血液內 1-羥基芘含量會大量經
尿液排出。如果不吃梨﹐1- 羥基芘毒素只能排出很少量。

調查結果說﹐加熱過的梨汁含有更大量的抗癌物質 ─多酚。 給注射過致
癌物質的小白鼠喝這樣的梨汁﹐白鼠的尿液中就能排出大量的 1-羥基芘
毒素﹐從而預防癌患。

梨和加熱過的梨汁﹐都有加速排出體內致癌物質的功能。

專家建議：“在人們熱衷於吃煎烤食品﹑快餐類食品的今天﹐飯後吃一個
梨不失為一種值得推薦的健康生活方式。”'

看完這篇文章是否會讓你起身去削個梨吃呢？

This July is a graceful and unforgettable month for my family. Members of 
our family met at London Heathrow on July 6. Then we attended Theresa 
and Ambrose’s graduation ceremony, at Cardiff University and University 
of Nottingham respectively. In between, we visited our friends, and w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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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led into a car and make a pilgrimage to Lourdes, a small town 
southwestern France.

151 years ago, our Lady appeared to a girl called Bernadette in Lourdes
who was picking up woods on February 11, 1858. The apparition totaled 18 
times, and in the 9th apparition our Lady told the girl to dig the ground bare 
handed for water to drink and cleansing. She did as told, and there gushed a 
font of water from the rocks underneath. The water was later found be 
capable of healing, and even curing incurable disease. Then Lourdes 
became a popular spot for pilgrims all over the world- more than 4 millions 
a year. Till now, the Roman Catholic Church has confirmed 67 miracle 
healings in Lourdes. For a healing to be recognized as a miracle, one has to 
file his case to Association Médicale Internationale de Lourdes, a board of 
medical experts, who will conduct a rigorous analysis and investigation, 
strictly under relevant criteria, usually taking 5 to 12 years. Only after the 
board concludes that a case is “medically inexplicable”, the Church would 
recognize it as a healing miracle.

En route to Lourdes, we stopped at Nevers in the middle of France to visit 
the convent where St. Bernadette entered into religious life and her body is 
lying in the chapel. St. Bernadette passed away when she was 35 and was 
buried in the ground of the convent. In 1909 her body was exhumed for 
examination and found that her body was uncorrupted, her skin and muscles
were still supple and firm, yet the rosary held in her hand had became rusty, 
then, her remains was reburied. In 1919, another exhumation was 
conducted, her body was still perfectly preserved, then reburied. In 1925, a 
final exhumation was conducted, her body was also found perfectly 
preserved. She was then canonized as a saint, and her body was placed in a 
crystal coffin in the chapel of the convent. When I saw her body lying 
peacefully in the chapel, my mind was filled with peace and tranquility. I 
prayed and praised spontaneously the glorious wonder of our creator. A 
bible verse rang in my mind: “for they had not understood about the loaves; 
their hearts were hardened.”(Mark 6:2). One may fail to recognize a miracle 
when he is involving in a miracle, as in the case of the miracle of five 
loaves and 2 fishes. It stroke a chord to me that I had overlooked many 
miracles which wrought into the fibre of our family life in the past and 
contributed to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Theresa and Ambrose now in 
UK. People of faith, are we not so often fail to discover God’s miracles 
working wonderfully in our life. Therefore, let us give thanks to God for 
what He has done in our lives.

In a flash, our family reunion came to an end, and we had to bid farewell to 
each other at Heathrow airport, heading for separate ways. There being no 
feast lasts forever, we have also to bid farewell to Chris, our organist, who 
has finished his academic pursuit here and has to return to Hong Kong for 
his first appointment. We all wish him the best, and we’ll say goodbye to 
him in the service on August 30- so mark this day down in your diary. 

Bless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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