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八月份，洛城天氣炎熱，教會向外宣示，各
部門“休會”，活動暫停舉行。然而，事實上教
會的事工是停不了，詩班的練習、國語團契的研
討會和餐會、國語查經班、國語青年團契的籌劃
工作、選購和安裝新電子管風琴、月刊的編輯⋯⋯
等等，未曾稍停。氣溫超越華氏 103 度，牧師和
各部門義工，仍在團團轉，停不了。
信眾的熱誠又怎會受到天氣寒暑的影響呢！

同樣，教會的事工亦不會因人事聚散而停滯下來。
我們的琴師----Chris Chan，

學業有成，須暫別我們回到香港工
作。過去的兩年，這一位青年人積
極投入教會的服務事奉當中，他的
離去，我們情難捨；人才的流失，
我們感到惋惜。不過，上帝的預備
豐足，我們尚有其他的琴師，William Man、
維健⋯⋯等；上主必引領他們，讓他們繼續承擔
主日司琴的工作。據悉，Matthew 和好些青年人，
也在受訓當中，相信他們在將來的日子，也能夠
獨當一面，擔任琴師，為會眾彈奏讚頌上主的琴
音；我們的新電子管風琴，必然琴音不斷。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當中，聖加百利堂一直屹

立於蒙特利爾公園市 Grave Ave 的小山崗上，它
經歷過很多環境和人事的變遷。只要當中的信眾
一直堅持傳福音的使命，甘願作世上的光和鹽，
這一所教堂必蒙主的眷顧和祝福，榮神益人的事
工得以永遠延續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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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禮是一件大學問。假如你送出一件價值一百元的禮物，而受禮人心裏
評估它是一件只值八十元的禮物，那你就“蝕”了二十元。但如果受禮人心裏
評估它是一件值一百元二十元的禮物，那你就“賺”了二十元。所以，很多人
傾向送禮券或折現，避開“賺”“蝕”的問題，但這又欠缺了一份打動受禮人的
心思。送禮難也！
聖加百利堂的九月份，承著李福培伉儷的慷慨，延伸他們花燭重逢六十

週年結婚紀念的感恩，迎來了一座音色優美的電子管風琴。它豐富了我們的
崇拜讚美生活，栽培我們的屬靈情操，是一件超值的禮物。
其實，崇拜生活與我們的屬靈生活是息息相關的。因為當我們頌揚上帝

時，我們無法同時又褒揚自己；當我們在取悅上帝時，也無法同時取悅自己。
這樣，藉由崇拜讚美，我們把“自我中心”遷移為“以主為中心”。因罪的本質
就是從“自我中心”而來；故此，我們可以說，真心的崇拜讚美把我們從罪惡
中釋放出來，使我們的靈命得滋長。
聖奧古斯丁為詩篇七十三篇作註釋時，曾道出詠唱與祈禱的關係。他

說：“當我們唱詩時，我們在讚美主，不僅讚美，更是懷著喜樂的讚美；當
我們唱詩時，我們不僅詠唱，更是懷著愛慕主之心唱詩。所以，我們唱詩時，
我們不僅讚美主，我們還向主傾訴心底話；另一方面，當我們唱詩時，我們
向主傾獻出真愛”。簡言之，每當我們唱詩時，我們就祈禱兩次(Qui bene cantat 
bis orat)。由此觀之，這座電子管風琴是一件超值的禮物。
因著這座電子管風琴的到來，上帝也送來了另外兩位琴師，幫忙我們的

早午堂崇拜。現在開始，維健在九時國語崇拜中司琴，使我們每主日的國語
崇拜都可以唱一首聖詩。我們又得到 劉敦南 老師允諾，每月一次襄助午堂
崇拜司琴。願主欣納他們的奉獻。我們希望有更多教友，可立志作司琴或聖
樂侍奉；這樣，這座電子管風琴就更成為一件超值的禮物。
我們將於 九月廿七日 舉行獻堂廿七週年紀念感恩崇拜，希望到時可以

跟大家一同擘餅、一同唱詩、一同感恩、一同喜樂。請大家記下這日子，邀
請一些不曾常到聖堂的教友來感恩，向他們說聲“堂慶見”，讓他們來一聽這
座物超所值的新琴。
聖加百利堂的九月，伴隨着優美的琴聲，在會眾的祝禱中，歡送了我們

的司琴和主日學導師恆澤，我們為他的奉獻，使我們的崇拜和教導生活得益
而再感謝上帝；願主繼續保守祝福他。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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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日炎炎 大部份的經常活動暫停舉行。

八月份之同心團契、耆英團契和婦女團契皆休會一次；
粵語查經班於夏日亦於八月暫停舉行活動，八月三十日才恢復聚會。以後逢主日
上午九時四十五分至十時四十五分在圖書室擧行查經活動，由 Iris Wai 主領，分五

單元，查考希伯來書，一同分享心得。

主日學夏季課程
主日學是培育下一代信仰的搖籃，我們鼓勵小朋友來參加主日學，請為我們的導

師們禱告。我們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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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子們將循下列課程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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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學導師會議
於八月三十主日下午一時半於良善室舉行會議，檢討和商議教學事宜。

婦女團契 2009 年度月會精彩節目預告
9月 13 日 暢遊 Laguna Beach

10 月 11 日 閒談綠色生活

11 月 8 日 探訪長者之家

國語團契                            
八月十五日禮拜六下午五時半於副堂擧行聚

會，由劉思義大姐分享專題：信仰與理性。有關

活動照片選輯，登載於本月刊的〈教會生活〉專

頁當中。

惜別崇拜
Chris 陳恆澤弟兄----我們的司琴與主日學導

師，在過去的兩年與我們一起崇拜、一起事奉

感謝主。他現已學有所成，九月回港工作。本

堂於八月三十日十一時正崇拜時，為他祈禱惜別。

新電子管風琴奉獻禮
我們在主內感謝李福培、陳景球

伉儷。他們藉鑽婚感恩，捐獻本

堂一座全新的電子管風琴。八月

二十三主日 11 時正崇拜時舉行

新琴奉獻禮。有關照片，詳本期

月刊〈教會活動〉專輯。

同心團契於九月五日禮拜六下午六時半假植劉寶珠府上擧行，主題
為〈普頌聖詩金曲大選〉。我們在過去的兩個主日邀請大家選出十首自己所喜愛

的聖詩，然後彙集統計，定出最受歡迎的五首。該晚聚會時，讓眾人競猜，猜對

有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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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13 日    壽司製作班

1月 10 日     家庭關係研討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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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青年團契
九月四日禮拜五下午五時半於信實室擧行，續後每月首周五同樣時間舉行聚會。

聚會開始時，我們先一起做飯、喝碗靚湯再用膳，然後唱詩、主題分享和晚禱崇

拜。是次聚會由劉曉卉統籌，主題分享由盧牧師主領。我們歡迎青年朋友參加。

今年主題如下：

九月四日 祈禱唔使怕

十月二日 信徒裝備說節制

堂慶崇拜
九月廿七日為聖加百利堂獻堂 27周年紀念日 (該主日最接近九月廿九日之聖米迦勒

與諸天使日)。當日國語、英語、粵語三堂將舉行聯合崇拜。這是我們牧區的大日子，

也是我們同心感恩，仰賴上帝帶領的重要日子，請周知至愛親朋當日來堂崇拜慶祝，

同頌主恩。

為世界和平祈禱，特別為最近發生騷亂的中緬邊界

的百姓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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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這酷熱天氣中居住在帳篷中或收容中心

的難民或災民，特別是最近莫拉克颱風的受害者祈禱；又請為在荒旱地方

中，在熾熱陽光下尋找潔淨水源飲用的人，特別是當中的婦女及兒童祈禱。

    我們為本堂的敬拜團契生活及在洛杉磯地方所作的見證獻上感謝；又為

我們在九月廿七日的堂慶祈求恩賜和祝福；我們繼續祈盼主的保守及帶領。

    我們又為本堂所有事工祈禱：特別是最新開展的國語青年團契，求主在

前引領。我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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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為今年即將踏上一個新學年的學子們祈求，願

主叫他們在知識的增長當中，亦能夠領悟上帝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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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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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月六日 戶外活動

十二月四日 信徒裝備說勇敢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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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NG, Jianfeng 王劍鋒 9月1日 WU, Betsy 吳裕翠 9月11日

CHEW, Grace Yung 趙翁少芳 9月3日 WONG, Yu Chun 黃尹如珍9月12日

LIU, Serena Tsz Ching 廖紫晴 9月3日 FOK, Janice 霍惠枝 9月13日

TAN, Jin-Xiong Wu 譚吳巾雄 9月4日 WU, Paul 吳睿聰 9月13日

WONG, Anne Cheng 王鄭安妮 9月5日 MAK, Jenny 麥陳艷素 9月17日

FOK, Iris 霍惠榆 9月7日 HO, Tina 何潔妮 9月23日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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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副題：理性 與 信仰的基礎 )  Paul Z

前言
1、奧古斯丁首先提出 “原罪” 這一概念，但是承認罪的起源是個奧秘： “決
不能稱上帝為罪惡的原因。……那麼罪的源頭是甚麼？……我不知道。” “因
為凡是《虛無》就不能被知道。”
其實我們在查經時也常常提出類似的問題：
“為什麼上帝要在伊甸園中創造《智慧樹》和《生命樹》呢？”
“為什麼上帝讓撒但試探、引誘人類的祖先犯罪呢？”
“為什麼上帝不創造完美的人類和無邪惡的世界呢？”
2、在思考上述問題時，我感覺到應該分兩個層次：
第一步是回答： “什麼是對人類來講的《虛無》？” “人類
的理性、智能的局限性是什麼？” “信仰的基礎和它對人生
的意義？”
進一步是思考： “在人類的罪性和世界的苦難中，上帝給
我們的啟示和愛是什麼？”

思考
I、什麼是(對人類來講的) 《虛無》？
⑴ 一百多年前正當科學以現代高速度開始向上發展的時候，哲學家海德格
爾就責怪 “科學”以一種高傲自負的態度看待《虛無》，把《虛無》當作 “完
全沒有”的東西犧牲掉了。
21世紀以來，天文學家通過引力透鏡、宇宙大尺度結構的形成以及微波
背景輻射等研究表明：我們目前所認知的 “物質世界”大約只佔宇宙的
4%；其他 96%的存在是所謂的 “暗物質”(23%)和 “暗能量”(73%) 都是人
類永遠無法探測到的。 1600年前奧古斯丁所指的《虛無》不正是觸及到
宇宙組成的這個奧秘嗎？

⑵ 2500年前，老子在 “道德經” 的第一章中寫到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
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兩
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
其涵義可解為：宇宙的本體是道，非常人講得明。萬物
的主宰 ( 即名 — 自在永在者 )，非常理說得清。說
它是 “無”，因為它自在于宇宙之先，是宇宙的開端。
說它是 “有”，因為它是萬物之母。 “無”和 “有”都出于

7

道，但不同名稱。可同統稱為 “玄”。
在老子道德經裡， “有”與 “無”是同一回事，都源於 “道”，可以統稱為
“奧秘”。
正如聖經裡說的：從無到有，創造宇宙萬物的主宰----上帝是個靈。

⑶ 愛因斯坦說： “任何人看到宇宙如此深奧而和諧，他不可能不聯想到上
帝。”

諾貝爾物理獎得主，麻省理工學院教授弗蘭克說：
這個不為人測知的 96% 的 “虛無” “世界”， “一
定是一個如歌的世界。” “問題是：它是什麼？我
們不知道。”
當代著明的科學家霍金感嘆到： “也許當人類洞
悉了全部的宇宙奧秘，才能體察到上帝的心意。”

可見人類古今中外的智者都同樣明白：宇宙的奧秘早已在上帝(道)的心意
之中。問題是，我們不可能全知道。我們不能揣摸上帝的心意，竄改祂
的奧祕。

II、人類理性的有限 ----“虛無”的不可知性。
⑴ 孔子對認知的一個基本看法是：
   “知 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是知 也。”
   其涵意是：真知 包括可知和不可知。能夠知
道某些事物為不可知的，也是一種不可少的
認知。……也許是更重要的認知。

⑵ 1927年德國物理學家海森堡首先提出《不確定性原理》(或 “測不準原理”)   
   △χ˙△ρ≧

h
/4π

   方程式中△χ為位置不確定量，△ρ為動量的不確定量。它們的乘積永
遠不會小於恆量

h
/4π，其中 h  是普適恆量。

  普朗克恆量  h  = 6.625 x 10 -27 爾格‧秒
   此原理的意義是：在量子力學系統中，一個粒子的 “位置”和它的 “運動
量”不可能被同時確定。這種不確定性 (或測不準性) 不是因為人類設計
的儀器不精確；而是由于 “粒子”這種客觀存在的本體屬性和人類認知的
有限。類似的 “測不準性”也存在其他相關的物理量之間。起初量子力學
的這一原理，未被物理學界廣泛接受 (甚至包括愛因斯
坦)，認為這是一個理論上的瑕疵。後來更多的研
究証明，這種 “測不準性”不是理論上的瑕疵，而
是宇宙的一個深奧微妙的本性。事實上在宏觀世界
裡也存在這種 “不確定性”。……

⑶ 進一步的研究還証明：任意兩個 “不對易”的變量
都存在 “不確定性”。所謂 “不對易”關係，在數學上
是指兩個 “算符”，在運算順序上不可調換。如果從
哲學方面來考慮，這種 “不對易”的關係，可以看作
是兩個相關連的 “存在”，它們的位份或順序不可調
換。
也許我們可以這樣說： “上帝與人 (被造者)的位份不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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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調換，那麼用人類有限的理性和實驗方法，就無法直接証明或否定
上帝的存在”。這正是上帝和祂創造的宇宙本身的屬性和奧祕。
事實上，科學的其他領域，同樣存在類似的不確定性。譬如在嚴謹的數
學邏輯系統裡，一些數學公理就無法証明其 “是” 與 “否” (哥代爾理論)。
以上的例子表明：科學在回答自然規律和宇宙本源 《是什麼？》 時是
有限的。至於《為什麼？》 的問題就更是無能為力。譬如：為什麼有這
些自然法則？為什麼其規律形式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宇宙間的許多普適
恆量 (譬如： “光速”，”萬有引力恆量”，“普朗克” 恆量) 代表什麼意義？
誠然，建築在理性和智能基礎上的科學，確實為人類帶來豐富的生活內
容和多方面的益處，這是上帝在創世時賜給人類的福氣 (管理世界，治
理世界，生養眾多……)。但是科學本身卻包含著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改
變的永恆局限。
人類用有限的方法去証明或否定無限的存在，就如抓住自己的頭髮，想
把自己提起來一樣。

III、宗教和信仰的基礎
⑴ 哈佛大學創辦時的校徽上有一個拉丁字(譯意：真理)           
       VE ! RI ! TAS
分布在三本書上，上面兩本書向上翻開，下面一本書
朝下扣著。這象徵著人類對上帝的真理不可能全知，
上帝自有祂的奧祕，人對上帝應存敬畏的心。上面兩
本書，不妨把它們理解為“自然律”和“人類的良
知”。這也就是近代著名哲學家康德最敬畏的兩件事。
哈佛校徽正表示著人類追求真理，掌握知識的方向和應有的態度。

⑵ 人們在追索真理，尋根求源的過程中，往往形成兩類不同的理念。一類
是屬於“形而上學”的，另一類屬於“形而下學”。以下是按照哲學及
宗教兩部分來排列 (由左至右)：

《形而上》

《形而下》

顯然以上每一對概念之間都存在“不可對易”的關係。
譬如：  △ 神 與 人 的位分關係不容顛倒。
        △ 短暫 的人生不能代替 永恆 的生命。
        △ 每一個人的理念和主張只可能具有 相對 的真理內涵；絕對

真理 不屬於任何個人的。
另一方面，每一對概念的內涵都存在一種與人性有關的趨向性。
譬如：  △  每一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生命是短暫的；卻總是不斷地探索

和 追求永恆的生命。     
        △  科學家明白自己的智力和實驗手段是有限的，總結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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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律和理論也只有相對真理性 (即，在一定條件和系統內
才成立)；但是他們總是在試圖發現世界的統一絕對規律。   

         △  許多國家和民族的領袖知道自己的政治生涯不可能“萬
歲”；但總是竭力証明自己主張或主義是完美的，指示是
絕對真理。

         △  經濟學家和不少富豪也清楚“生不帶來，死不帶去”的道
理；但總是不停地追尋那種使物質財富無限增長的經濟規
律。

以上的例子都說明一個問題，即：人類明知道有限的人生不可能達到那
種完美和永恆的境地，但卻始終不移地去追尋和探索。這種從“形而下”
指向“形而上”的趨勢以及永遠的渴望和力量正是人類宗教信仰的基

礎。而不像近代哲學家羅素所講的“恐懼 是一切宗教的基
礎”。人類雖然無法依靠自己的理性、智能和科學達到“形
而上”的境界，但卻不知不覺地以“宗教信仰”為雲梯靠
向那完美、永恆的目標。
可以這樣說：一切宗教信仰的共同特點是對“超越”(“形而

上”的生命、宇宙、永恆)的覺醒。
正如希伯來書[11：1-3，8-16]：“信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未來之
事的確証。”
所謂“未來之事”可以理解為“人類有限的人生和理性無法

驗証的事”。而“所望之事”則是“人類對那完美、永恆境地的渴望的
事”。兩者都屬“形而上”的事。

III、基督教信仰的特質
    以上所涉及的是一般宗教信仰的基礎。至於基督教的信仰確有自己本質
的特點。
⑴ 以三位一體的神為本
上帝在創世時早已將祂的靈和永生的信息放置在人的心中。這是基督教
信仰的基礎。基督徒建立信仰的“雲梯”不是靠人自己搭上去的，而是
上帝賜給人類的啟示和救恩。這
啟示就是：上帝默示的聖經和祂創造的宇宙萬物。
救恩就是：道成肉身、十字架的救贖和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這一
切都是來自于三位一體的獨一真神。
(這與單靠自己修煉成佛，以人為本的宗教有本質的區別。)

⑵ 因信稱義。
以弗所書[2：8，9]：“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
己，乃是神所賜；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恩》是本，來自于神。
《信》是人的回應，是人對神的完全交託，好讓神的
旨意行在自己身上，這也是神所賜的。
稱義是“人憑著耶穌的血，藉著人的信”被宣判罪得
赦，從而 “顯明上帝的義”。這也是神白白的賜給
人。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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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這種 “唯獨神恩”的教義完全有別于“生死輪迴的解脫觀。) 
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活出基督。
羅馬書[6：11]：“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死的；向神在基督耶穌裡，
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基督徒在受洗後，都必須經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與基督同死，然
後與基督一同復活的靈命成長過程。讓基督的道路、真理、生命”活在
我們的生活實踐中去。從而見証神的義，榮耀神的名。
( 顯然這也不同于行善積德，為未來生活造福的信仰觀。)

思後語：從以上思考來看，我感覺到，基督教的聖經並不是一
本辭典或或教科書”，它不是用來解疑答問的，更不是教我們
揣摸上帝的種種奧祕 (包括苦罪懸疑)的。它是一本神對人的
啟示書，是救贖人類生命的書。它是一本融入人類歷史又超
越人類歷史的預言書，它引導我們領會神的旨意、權柄、榮
耀和慈愛，幫助我們通過並戰勝苦難，行走與神合一的永生
之路。事實上我們有很多疑難而有益的問題，可以通過對“苦
罪之源”的思考得到解決。  ◎  

  

                   

                      

上高樓“歎茶”、 來個“一盅兩件”，與好友們發一輪“牙痕”（擺
個龍門陣），是很容易消磨掉三、兩個小時的。這是廣東一般“普羅大眾”
的生活習慣，人們稱這樣的生活為“享受”。我年少時、常常跟著父親“上
高樓”，每次上樓，樓下“掌櫃”（司帳）的中年人必定大聲叫：「麥腥（先
生），飲茶丫？」父親立即回一句：「係丫！」飲完茶，揸水煲的（跑堂）會
朝著樓下大叫：「有個細路既（帶小孩的），開嚟、一個一錢八（$1.25）。」
父親下樓梯到櫃台付帳後，掌櫃的必定說：「麥腥，好行！」

Peter 和 Ada 伉儷都喜歡“歎茶”，也“帶歇”小弟常有“上高樓”
的機會（那怕居住在“番邦”的洛城）？一天在“歎茶”之餘，聊到當年張
榮毅先生常在聖馬利亞堂的副堂“打”羽毛球的往事。（這也是許碧璋牧師
“物盡其用”的“德政”：每週的週一至週六、這六日的白天，他利用副堂
開辦幼稚園，週末和平日的夜晚、也沒丟閒，他利用副堂為羽毛球場，俾教
友們有一個“鍛鍊強身健體”的好去處。）

1940年初，我進入九龍城界限街聖三一中學讀書的時候，已經聽到張
榮毅先生“如雷灌耳”的大名，我們的同學都很仰慕他，祇是自己年少、無
緣結識吧了！因為他是當年全世界兩輛“水陸兩用汽車”、其中一輛的持有
者及發明人（另一輛在意大利）。他也是我們校長張榮岳先生（後來是“副
主教”）的弟弟。平日、他的“汽車”總是在車庫裡收藏著，輕易不會出動。
因為每次出動，必定召來一大堆群眾的圍堵而至秩序大亂；所以出動前例必
向治安、警察當局通報，讓他們有所準備、維持秩序，報紙於事前也會大事

－ 麥 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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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以免到時交通阻塞。

張先生出身於香港“名門”，在半區的干德道有“大宅”一座（房舍
不少），兄弟姊妹在香港都是有名望之人：張榮舉夫人是協恩中學校長、張
榮冕先生是葛亮洪師範學院的院長、張榮隸先生是香港名醫、張榮岳先生是
聖公會的副主教。張先生本人喜愛機械、戰後在跑馬地的萬國汽車公司（代
理 Benz－“奔馳”等名廠汽車）做“大偈”（修理部主管）。年青時，他
滿懷愛國“熱血”，唸航空機械工程；發明“水陸兩用汽車”後，準備親自
帶著汽車和繪圖原稿乘船到緬甸再轉往重慶，無條件貢獻給國家。（可惜時
不我與、不久香港被日軍侵佔了，他原來的宏願也就此泡湯了！）

和平後，潘紹華牧師於 1951年協助許碧璋牧師擔任教區舉辦的“聖公
會少年夏令營”副主任，跟著主理灣仔堅尼地道與石水渠街交界、全部新建
的聖雅各堂和創辦聖雅各福群會。當年我覺得這個地點在山邊，有點偏僻、
不好找。（相信那時的“聖雅各福群會”是“香港福群會”中的“老大
哥”，人們對她是很陌生的。）1954年的春天，聖雅各福群會舉辦縫紉班、
印刷班、汽車班⋯⋯等工藝技術訓練。汽車班也分技工（學習修理）和車主
（認識汽車）兩班招生。第一期的車主班於開學時，除我們禮拜堂（聖馬利
亞）少年部的黃家榮（如今在中、港、美三個地方馬不停蹄地走動）、區學
敏（現在加拿大多倫多附近的密斯沙加居住）、麥懷順（定居洛城）和一位
外省籍青年（因為他只出現過三、四次，已經忘記了他的名字）四個人外，
總數約有十三、四人，其中沒一人是車主。平日於上課時、出席的學生人數
從未超過十人；能夠“捱”到畢業的，已經所剩無幾了（連我們三人也只得
五、六名）！我們每週上課兩晚，由張榮毅先生親自教授。課程分三個部份，
那是：汽車原理，汽車保養，汽車修理。（驟然聽來還是滿“嚇人”的）。

張榮毅老師說話溫柔，待人和藹可親，是一位好好先生。講課時非常
認真、解釋得很清楚；不過同學們都不是做“學生”的材料。平日上課的人
並不多（就連開課日亦只
有十多個人），一般都不會
超過十人。大部份時間都
是“教者有心、學者無
意”，顯得十分“懶
散”。這一切、張先生是
“心知肚明”的（只是他
毫不介意）。全班同學的工
課，要數黃家榮（George 
哥）是最好的了！（因為
他喜歡電器和各式各樣的
機械。朋友及家裡的電器
或任何機械出了問題，讓
他知道了，他就會“義不
容辭”、二話不說，立即
捲起衣袖、展開“拆拆拼

http://www.pdfonline.com/easypdf/?gad=CLjUiqcCEgjbNejkqKEugRjG27j-AyCw_-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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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的本能。（朋友們送他一句口號，那是：「沒有破壞就沒有建設」。）毀
壞的物品一旦讓他拆開，他就變成“迷頭迷腦，不分晝夜地、弄不好誓不罷
休”了！（拆拼既然多了，所以他對電器和機械的知識與原理、自然比我們
大多數“人”都清楚和明白。）俗語說：“簷前滴水，鐵石為穿”；課程計
算著日程由汽車原理、汽車保養，張榮毅老師都非常耐心地按部就班、循序
漸進地講授。

時間一日一日（差不多一整年）過去，到後期、我們有幾節課要跑上
張老師在半山區干德道“張家大宅”的車庫裡上課。因為那裡有現成的內燃
機和各式各樣的修車工具，在現場，大家面對著實體，可以親自動手拆卸、
裝配及修正。這是張老師給學生們一個“臨場親自動手”的機會。因為我們
所學的並非“紙上談兵”，若汽車的機器突然有毛病或任何問題發生時，自
己應該曉得如何動手和怎樣處理。最後，我們還“找來”兩部朋友的汽車、
代為 Tune-up，驗證一下自己這一年到底學到多少？

最後、我們汽車班的“結業考試”，是各人個別舉行的，當時只剩得
五、六個人參加：首先讓接受考試的學生先離開試場，再由同學們在一副內
燃機裡“弄手腳”（攪亂），令內燃機不能發動；這才讓考生進入，獨自檢
查、修好、在時限內發動機器。同學們自己“心裡有數”，知道彼此的“功
夫”，下手“攪局”時、大都會“手下留情”，給同學們最“輕鬆容易”解
決的“難題”；於是、一個個輕易過關。輪到 George哥時，大家都知道他
工夫了得，所以毫不留情，盡量地給他製造難題。不過，他老哥“藝高人膽
大”，不消三幾下手勢，三下五落二、麻煩一一讓他破解了！於是，剩下這
五、六個人全數通通過關（畢業）。

最意想不到的，是我們竟然也有一個隆重的“畢業禮”。那一晚、出
席的不但有張老師、潘牧師、還有何督（何明華主教）⋯⋯等；而何督還是
頒發畢業證書的嘉賓呢！（這張證書雖然紙質粗糙兼泛黃，已經超過半個世
紀了！但有張老師和何督的親筆簽名，甚具歷史價值；而且是聖雅各福群會
自己印製的，我不怕說句笑話，對我來說：這是無價之寶呢”！

我很感謝、也很自豪，從嬰孩的年代、父母就已經無條件地贈送給我
一個“基督徒”的名份。（這個名分我無須像雅各、用詐騙的手段才可獲得
採納。）我除了這一張得自 1954 年的“畢業證書”外、另一張是 1943 年
（戰爭年代）獲得的“初中畢業證書”，那是我一生人的最高學歷和榮譽。
可惜、“戰爭”和“離亂”，將這一切“身外物”，掉的掉、毀的毀；到如
今，空空如也，一切都只待成追憶了！ ◎

安東尼‧阿利格列 (ANTHONY ALEGRE) 今年才廿五歲。
五年前，五月廿九日的清晨，他和三位士兵開著一輛輕型裝甲車，
在于伊拉克 (IRAQ) 的一個小鎮巡邏，不幸裝甲車被路邊炸彈

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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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ADSIDE BOMBS) 炸毀，他身邊的三位士兵當場死亡，他本人的頭殼也被
切了一大塊，還有四片細小物體插入他的腦部，幸好他還有一絲氣脈。救護
人員把他送往醫院搶救，但該醫院缺乏新進醫藥及儀器，無法將那炸開的一
片頭腦縫合起來，他們唯有用專機把他送往德國急救。當時他的情況非常危
急，他生還的希望，是微乎其微，除非有奇蹟出現。

經過無數次漫長的手術，才將腦部的物體取出和將頭殼縫接起來。手術
後，他依然昏迷不醒，一直睡了三個月才醒過來。但他感到週身無力，尤其
是感到他的雙腳全無知覺，無法坐立，只好躺在床上，這樣又過了三個月，
神智和體能較以前好些，院方開始教他講話，自己進食、寫字和坐輪椅 。(腦

部受過嚴重創傷的人，他們的手腳和舌頭，往往失
去控制，有的是短期性，有些是長期性的，安東尼
是屬於後者。) 他看到自己處在如此的境況，十足
是個廢人，心理上和情緒上不無嚴重的變化，時常
感到沮喪和憂傷，也因而自暴自棄。犯上這種症狀
的人，最難調理，且要經過相當長的時間才能回復
正常心理。專家認為單靠藥物治療，效果慢而不大，
若然配合心理治療，雙管齊下，效果較為快且大。

    在他二十五歲生日的那天，一位心理專家走來
向他建議參加在明年底舉行的全國殘障軍人運動大會。起初他對醫生的建
議，沒感到興趣，且也無心情去參加;大家也擔心他體能的問題。醫生看出
他的心事，便鼓勵他說：“我知道你有腳傷，仍需輪椅代步。但你仍有一雙
銳利的眼睛和兩隻強而有力的手。你可選擇那些你可以做的項目，如射擊、
標槍、乒乓，甚至籃球，有時換換新環境，對你是有益處的。”醫生離開後，
那一番說話不停在他腦海中盤旋著；他細心去想，隱藏在心中的惡夢竟頓然
消失。經一夜的考慮，他決意接受醫生的建議，開始進行訓練。經一年苦練，
終於通過參賽資格評核，由院方保送報名參加。

    在隆重典禮中運動會宣佈開幕，參賽選手有五百多名，盛況空前。他們
雖是殘障，但個個精神飽滿，精力充沛。在競賽時，他們盡所能去奪取錦標。
安東尼在射擊和標槍兩項，分別奪得金牌和銀牌，然而最重要的是從這次競
賽中，他得一個啟示;他更體會到同輩沒有因殘障而削減他們的鬥志，相反
的比正常運動員更為勇猛和自信。運動會閉幕後，他一改以前那種軟弱、自
卑、失望的態度，他決意離開康復所，領取每月政府的補助金 4800 元，回

去喬治亞州與他的父母居住。他又計劃明春
再進大學，繼續深造，希望將來學成後，再
為國家民族效勞。
    在求學期間，他曾向一位訪問他的記者
說：“仁慈的上帝，既然把我從死裡救回
來，叫我活下去，一定有祂的主意的。相信
祂會繼續帶領我，指示我和扶持我。今後我
會加倍努力，振作自強起來⋯⋯。”常言

道，大難不死，必有後福。希望這句話會應驗在安東尼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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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憶模糊，童年往事更近乎是空白的。唯一未有遺忘的是 1949 年
至 1950 年間的國共內戰末期，國民黨軍隊敗退，人心惶惶，舊政權癱
渙，舊警務人員紛紛出走，社會的治安極差；原來蟄居山林的強盜山
賊橫行無忌，光天化日搶劫商鋪，搶掠民女已是司空見慣的事。當時，
父親帶著不足六歲的我，在廣州經營“伯利恆印刷廠”和醫務所；亂
世中，幼小的我隨著他於廣州-香港-台山沖簍三地來回奔波。1949 年
10 月左右的一天中午，父親和我正在廣州市十四甫水腳的印刷廠內用
餐，突然，地面像地震抖動了幾下，人群全湧出街中，只見海珠橋 (當
時此橋是廣州市珠江唯一的橋樑) 方向天空呈現大片的爆炸煙雲，街
上盛傳是共軍攻入城內，國民黨軍倉惶撤退而炸斷此橋。第二天，頗
有膽量的父親帶著我到珠江邊去察看，
只見海珠鐵橋整個中段全部炸斷而沉入
水中，江面漂滿“花艇”和“蛋家”船
的破碎木板。聽圍觀的人說，船上的人
全死光了。不看猶可，父親嚇了一跳，
頓時擔心起我母親和我的其餘弟兄姐妹
們的安危，馬上帶著我，日夜兼程趕返
台山沖簍鎮。

    這時，才知道因為抗日戰爭而奔波流轉到四川重慶工作的三姨，
帶著尚是嬰兒的兩個小表弟躲避戰禍而來到大陸南端的小鎮來。第二
天中午，突然全街的人都爭相走避，全部商舖都緊急關鐵閘門，街上
人都驚呼‘賊來了”，父母趕忙把全部人趕到二樓。時隔不久，就聽
到一個少女呼天號地的哭喊聲，原來是一間金飾店的女兒給賊抓走
了。當天深夜，又突然響起槍聲，整個晝夜，鎮上的人就在極度恐懼
中度過。清晨，人們才發現“騎樓”(南方僑鄉的特有建築風格，街的
兩傍的商鋪門前都設有可避雨的通道，謂之騎樓。) 底下躺睡了很多
疲憊的軍人。由於南方長期是國統區，人們的觀念認為”兵匪一家”，
更害怕所謂的”共產共妻”。所以全鎮的人都緊鎖大門，只在門縫向
外張望。時隔不久，街上有一個能說當地話的軍人拿著喇叭話筒在呼
喊，說：“人民不要害怕，我們是解放軍，不會侵犯普通老百性。昨
天搶劫的山賊已全部抓到，企圖反抗的已全部擊斃，被搶的少女獲救
已送返家中。”這時，一些膽大的人才慢慢走出街上，發現鎮外農田
裡果然躺著幾個山賊的尸體。原來這班賊在行搶時，剛好碰上南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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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軍。這時，老百姓對這支秋毫無犯和剿滅賊禍的軍隊有了好感，而
我家仍不敢開門出街，但緊張的心情也放鬆了不少。

    突然，門外來了兩個背鎗的士兵，猛拍我家的門，嘰哩咕嚕地不
知道在喊叫些甚麼。要知道當時廣東人根本聽不懂北方話，我兒時只
懂“老宋-老兄”和 “頂呱呱”也即是“也也嗚”這兩句。火爆的士
兵見喊了一陣子無人理睬。便退後兩步把鎗栓拉得咔咔響。我家的人
更驚得面無血色，三姨在三樓又聽不清楚；幸好，過陣子兩個火爆的

士兵悻悻地走了，家中的人才鬆了口氣。但不
夠五分鐘，竟然由一個背著手鎗的像是當官的
人帶著剛才兩個火爆的士兵又到我家門口，這
一次拍門的聲音和喊聲溫柔了許多，同時我三
姨也從三樓走下來。隔門詢問才明白，原來剛
才的士兵是看到我家門外掛的“贊天醫務所”
招牌，想買些藥品緊急治療剿匪受傷的士兵，
見我們不搭理他而動怒。這時，兒時所敬佩的
第一個巾幗英雄----三姨用純正的國語，重重
的把這三人數落了一番；從解放軍的“三大紀

律八項注意”到剛才的擾民之舉，義正嚴詞，有理有據地讓這三人又
敬禮又道歉。如果不是三姨，恐怕方圓幾十里內，保證無人有此膽量
如此面對。因為人們不熟悉這支軍隊，這時躲在櫃檯裡的父親才敢出
來，把所需的藥給了他們，錢也不敢收。但那當官的堅持要付錢，父
親也只好如數收下，從此我家的門才敢打開。

    用冗長的文字把本文的主人公----三姨引出來，這就是兒時心
目中的第一個，見識廣闊，勇氣過人，颯爽英姿的巾幗鬚眉形象。可
能我那時未能從書本中認識中國古代的花木蘭、梁紅玉和穆桂英之
故。三姨的形象特別高大，是我心中的楷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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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期《佳音》登載的《經常吃十種食物不生病》一文中所載，其中之
一是番茄，在此，以我所知，也談談番茄。

番茄，又名西红柿，原產南美洲，成熟的果實顏色嬌豔，逗人喜愛，味
甜帶酸，可生吃，也可熟吃。每 100 克番茄，其熱量為 19 大卡，單位熱量較
低，屬於減肥食物。
番茄性平、味甘、酸、微寒，歸肝、胃、肺經。具有健胃消食，清熱解

毒，涼血平肝，生津止渴，補血養血和增進食欲的功效。
番茄含有豐富的胡蘿蔔素、維生素C和 B族維生素，尤其是維生素P的

含量蔬菜之冠。番茄中的維生素C，有生津止渴，健胃消食，涼血平肝，清
熱解毒，降低血壓之功效，對高血壓、腎臟病人有良好的輔助治療作用。多
吃番茄具有抗衰老作用，使皮膚保持白皙。
科學家研究表明，番茄內中的種子周圍有一層黃色的膠狀物，是一種抗

凝血物質，能讓血管暢通無阻，防止栓塞性的心血管疾病；
成熟的番茄富含番茄紅素，具有獨特的抗氧化能力，能清除自由基，保

護細胞，使去氧核酸及基因免遭破壞，能阻止癌變進程。它對於心血管疾病
與多種癌症（如子宮癌、卵巢癌、胰腺癌、口腔癌、前列腺癌、膀胱癌）都
有預防和保健作用。但是，茄紅素是和蛋白質結合在一起的，並且周圍有纖
維素包裹著，只有把番茄加熱到一定程度，茄紅素才能分離出來被人體吸收
利用，正因如此，就有了“生吃番茄不抗癌”的說法。
一般人群均可食用。特別適宜於熱性病發熱、口渴、食欲不振、習慣性

牙齦出血、貧血、頭暈、心悸、高血壓、急慢性肝炎、急慢性腎炎、夜盲症
和近視眼者食用；但是，急性腸炎、菌痢及潰瘍活動期病人不宜食用番茄。

②洋葱浸葡萄酒的驚人效果

洋蔥是一般家庭普通的食物，用以
炸、炒、煲湯都很可口，也可配以生果
和蔬菜做沙律。沒想到的是，洋蔥原來還可以用
作浸葡萄酒(紅酒)，更可治療很多常見的病。
    朋友回港時一酒商朋友介紹，當時半信半
疑，因他是做法國紅酒進口酒的生意，可能是為
了推銷他代理的紅酒，但他卻保證真的有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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療效，很多人都飲用，所以回到黃金海岸，便開始浸了瓶來試試，也把這個
信息帶給其他朋友。朋友聽後，不禁哈哈大笑，不過大家認為既然不用花多
少錢，也不妨一試。果然，不試尤可，一試其功效竟十分顯著，眾人因而大
加讚揚。飲過之後，不用晚間上廁所，而且發覺浸了洋蔥的紅酒入口更醇，
更易入口，效果甚佳。今次，就將其公開給大家，希望人人健康。

材料：洋蔥 2個，紅葡萄酒 500 毫升，1瓶普通紅葡萄酒配
三個洋蔥。

製法： 將洋蔥洗淨，去掉表面茶色外皮，切成八等份約半

月形。
將洋葱装入玻璃瓶内，加入紅葡萄酒，(將
剝下来的外皮也一起加入效果更好)。

將玻璃瓶蓋好密封，在陰凉地方放置約 2

至 8日。(筆者覺得一星期最好)

將玻璃瓶的洋葱片，用濾網過濾後，洋葱、
酒分開装入瓶中，放置在冰箱中冷藏。

飲用方法：
一.每日約一杯(50 毫升)，年紀大的人每次 20毫升左右；
二.每日飲一至兩次；
三.浸過酒的洋蔥片一起食用更好；
四.不喝酒的人，可用兩倍左右的開水稀釋後飲用或每次倒入電鍋內煮約 4至                                                          
5 分鐘，蒸發酒精後飲用。

五.若然喜歡甜的，可加入一點蜂蜜。

看到這里大家是否覺得很容易呢？讓筆者告訴大家，其功效對膝蓋疼
痛、白內障、老人癡呆的效果相當驚人。究竟還可以治哪些病呢？

一.高血壓的患者，飲了之後血壓正常且安定，也會降低糖尿值，讓血糖下降。
二.最妙的是對老花眼也有很大的改善，飲用之後不用戴眼鏡也可以閱讀一般   
的周刊、雜誌。

三.每晚都要去幾次廁所的夜晚頻尿症，喝了兩天之後，不可思議的完全恢復
正常。

四.每天夜裡醒來，一直到天亮都不能再入睡的，不食安眠藥不能入睡的不眠
症，飲用之後也會全消除。

五.眼睛疲勞和模糊不清，喝了之後第二天就沒有問題了。
六.對幾乎無法治療的白尿症，尿會混濁的，喝了之後的也變得接近透明。
七.經常肚子會脹，非常痛苦的便秘症，喝了之後第二天便恢復正常排便。

以上這麼多的功效，如果你的年齡在中年以上者一定適合，花錢不多，
有益且功效顯著，不妨一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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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聖經裡面早已經提到了地獄是存在的，你若在這時刻說，不、我不相信、
我不信那是真的，那你否認了一切聖經所說的。
你是否願意抓住，你這永生的機會呢？
你一旦到了那裡，就不能再回來了，絕對、絕對不能再回來了。
你就會永遠的、永遠的、迷失在那裡了⋯⋯
約伯記 26:7 上帝將大地懸掛在空中；
約翰福音 14:6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裡去。
求主引領我們, 以喜樂的心, 盼望主盡快來臨⋯⋯⋯阿們       (全文完)

Gift-giving is quite a big issue. If you give a gift worth 
$100, but the receiving end appraises it just worth $80, then you 
are suffered from a “loss” of $20. However, if the gifts were 
thought worth $120, then you gain a “profit” of $20. Hence, 
many people tend to use gift-coupons or cash to avoid the 
“profit” and “loss” problem; however, the giver may be accused 
of not giving a touching thought for the recipient. Gift-giving is 
difficult!

Through the generosity of Ginger and Joseph Li, and as a 
means to extend the thankfulness of their sixtieth wedding 
anniversary, St. Gabriel’s Church received a gift of an electronic 
pipe organ this September. The church organ sounds beautifully 
and nourishes our spiritual life effectually. It is more than a 
value for money gift.

In fact, our praise and our spiritual life are closely related. 
When we praise God, we cannot at the same time honour 
ourselves; when we please God, we also cannot at the same time 
indulge ourselves. In this way, by praising God, we are m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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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our self-centerness to God-centerness. Since the essence of 
sin springs from self-centerness, we can say that genuine praise 
can liberate us from sin, and our spiritual life be nourished.

In his commentary of Psalm 73 St. Augustine tells u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inging and prayer. "For he that singeth 
praise, not only praiseth, but only praiseth with gladness: he that 
singeth praise, not only singeth, but also loveth him of whom he 
singeth. In praise, there is the speaking forth of one confessing; 
in singing, the affection of one loving." This can be abridged to 
"He who sings prays twice" (Qui bene cantat bis orat). In view 
of this, our new church organ is more than a value for money 
gift.

Accompanying the arrival of this church organ, God 
sends us two more organists to help out our Mandarin and 
Cantonese services. Wei-Jian will now play the organ for our 
Mandarin service so that we can sing hymns every Sunday. Dr 
Douglas Liu has also promised to come for our Cantonese 
service once every month. May their services be acceptable in 
our Lord’s sight.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more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coming forward to serving God at the organ or 
in our Choir. In view of this, again, our new church organ is 
more than a value for money gift.

We shall be celebrating the 27th Anniversary of the 
dedication of St. Gabriel’s on September 27.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ervice, where we shall break bread, sing and 
give thanks in joy. Please keep this day, and say “see you on 
anniversary Sunday” to the infrequent worshipper, inviting them 
to experience the beauty of our new church organ.

It is also in September that St. Gabriel’s bid farewell to 
Chris, our organist and Sunday school teacher, with prayers and 
best wishes. We give thanks to God for his gift and service in 
this parish, both in church music and Christian nurturing. May 
God keep him and bless him in his way ahe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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