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公會聖加百利堂歡迎你聖公會聖加百利堂歡迎你聖公會聖加百利堂歡迎你聖公會聖加百利堂歡迎你！！！！    

�   如您需要教會的支援如您需要教會的支援如您需要教會的支援如您需要教會的支援，，，，請與我們聯絡請與我們聯絡請與我們聯絡請與我們聯絡    � 

St. Gabriel’s Episcopal Church Welcomes You! 

133 East Graves Avenue, Monterey Park CA 91755  www.saint-gabriel.org 主任牧師/ Rector: 盧君灝牧師/ The Revd Peter Lo 626-288-8729 堂長/Senior Warden: 關甘澍先生/ Mr. Robert Kwan 626-573-9688 副堂長/Junior Warden: 關競強先生/ Mr. King Keung Kwan 626-943-7572 義務幹事/Office Volunteer: 徐潘婉廉女士/ Mrs. Phebe Hsu 626-281-8943 對外事工助理/ Outreach Assistant: 霍惠榆小姐/ Ms. Iris Fok   626-679-5099 辦公時間/Office hours: Tuesday - Thursday : 10:am – 12:noon 626-571-2714 其它其它其它其它時段時段時段時段，，，，請請請請致電致電致電致電牧師牧師牧師牧師 / At other times, please call Rector directAt other times, please call Rector directAt other times, please call Rector directAt other times, please call Rector direct 

 

梁金培梁金培梁金培梁金培 晨曦君給這一期的《佳音》捎來文稿，題目為 〈伐木記〉，當中記述維健弟兄偕同幾位本堂精壯力士，一起擔當義工，斬伐教堂車道旁的兩株枯樹。他們合作無間，耗氣費力，花了一整個周末的下午，大功告成。 〈伐木記〉一文使我想起以前念過的一篇詩歌《詩經‧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其中也寫伐木，不過詩人是以比興手法，由伐木而聯想到鳥兒飛落到高大的喬木上，嚶嚶歡唱，呼朋引伴。鳥兒尚且渴望友情，人類更是盼望廣交良友以傾訴衷腸。《伐木》篇也就成為表現友情的典故。(詩歌的節錄和語譯詳見本期月刊內文第十四頁。) 教會的團契也就是培養友情的最好地方。曾幾何時，數十寒暑，最值得緬懷的還是當年一同在教會團契、主日學、詩班和少年部認識的朋友和亦師亦友的教牧。朋友相聚，無論遠方抑或近處，必然「不亦樂乎」。儒家說：「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德不孤，必有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氣味也)如蘭」。教會的友人，更有著主耶穌的帶領，服膺聖經教訓，彼此之間，感情更為深厚。 樂見聖加百利堂主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彼此之間，建立情誼。除了到教會一起參加崇拜， 互祝平安之外，在教會外面、在社會之 中、在生活和工作上，也是彼此誠摯關 懷，提攜看顧。特別是我們當中的少年 人、青年人，真希望他們能夠在教會一 起成長，日後成為“老友記”，同心協 力，將來作教會的接班人，榮耀主耶穌 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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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已經復活，哈利路亞！這是一個充滿歡樂和盼望的復活節信息，祝願大家復活節快樂。這也是一個好時機，讓我們看看復活生命的意義。或許，我們不妨從復活的反義詞入手。不少人認為「死亡」是復活的反義詞；但我以為「絕望」才是更恰當的反義詞。      在狄更斯的經典小說﹝雙城記﹞中有一位主角，名叫雪尼卡頓 (Sydney Carton)，此君在步上斷頭台時曾說：「我現在所做的遠比我過去一切所做的美好得多；我所要到的安息之所遠比任何一處我所知道的更安祥。」      雪尼卡頓是英國一位精明年輕大律師。但私底下，他自認玩世不恭、虛度人生，任性不羈，自哀自憐、更是一名酒鬼。有一次，雪尼無意地認識了一位女士，名叫露西(Lucie Manette)，雪尼就不由自主地暗戀她。後來，他更誓言願意為她或她所愛的人做任何事情，以確保她的幸福。結果，他自願代替露西的丈夫上斷頭台，拯救了她丈夫(生相酷似雪尼)一命。儘管雪尼不在人世，然而他的希望，就是希望露西得幸福的盼望仍活在。由於他的盼望能活下去，所以他說：「我所要到的安息之所遠比任何一處我所知道的更安祥」。換言之，死亡沒有結束他的生命，他在盼望上仍安然地活着。      當雪尼過着行屍走肉的生活時，他是一個白活着的人，一個絕望的人。但當他為一個崇高的信念而犧牲時，他雖死猶生。所以，復活不只是死裏逃生或長生不死的意思，更是生命本質的提升。永生意味著真正的盼望。      事實上，世人早就懂得將生命的延伸寄託在盼望上，比如人們通過文化承傳的概念，通過設立信託基金、獎學金的方式，又或通過慈善機構的命名等，來延長個人生命的精神。他們所用的都是人的手段。但我們基督徒的盼望並不寄託在世俗智慧，而是牢靠着為我們死而復活的主耶穌基督身上。  我很高興跟大家分享，在聖加百利堂的牧區生活中，現已瀰漫着一股薄薄的復活氣質。首先，在年初的全堂教友大會中，我們第一次有人站起來請纓擔任不同職務，藉此而服侍主！其二，我們的教友自願拋頭露面，到超級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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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日學校派單張。其三，我們現在幫忙主日學的，是一個致力於信仰栽培，自勉自勵又全情投入的團隊。所以我們的主日學現在得到更多學生家長的支持，出席率也穩定了。我們主日學同人都滿懷盼望，滿有喜樂地工作。(只是，我們離成功還是有一段距離，我們仍需要更多的導師，以保證我們的培育質量。) 真的，在主裏得着盼望，就可以預嚐到復活生命的喜樂，團體生活如是，個人生命也如是。      「願頌讚歸與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上帝！他曾照自己的大憐憫，藉耶穌基督從死裡復活，重生了我們，叫我們有活潑的盼望。」彼得前書 1:3  
為世界和平祈禱，為在恐怖襲擊陰影下生活的人祈禱，為執行掃蕩恐怖襲擊的人祈禱，又為那些發動恐怖襲擊，一心與受害者玉石俱焚的人祈禱。求主引導我們最終能以善勝惡，使真正的和平，真正的民族和諧能早日降臨在人間。 為上帝的創造祈禱。為地球的生態，為最近在中國西南各省受旱的災民祈禱，為那成千上萬，在熾熱陽光下翻山越嶺，尋找水源飲用的人祈禱，特別那些病人、婦女及兒童祈禱，求主使甘霖早降，以解他們燃眉之急；又求主幫助我們愛護主的創造，過環保的生活。      我們為 三月三日 大清早出生的小生命洪清揚感謝主。我們為建樂與世武及天下父母能分享創造的喜樂感謝主，更特別為他們母子平安而感恩。小寶寶健康可愛，體重 六磅 六安士。願主祝福清揚，叫她的智慧、身量與神恩與日俱增。      為本堂的所有事工祈禱：特別為主日學最近的新發展祈禱，為主日學同學和家長祈禱，為主日學導師們祈禱，叫他們不斷自勉自勵、又全情投入、滿懷盼望、滿有喜樂服侍主；更求主感動呼籲更多愛主的工人作導師，與我們一同鞏固、發展的主日學。      請為那些失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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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為身體軟弱的人禱告，特別是：吳伍梅芳、洪永周、霍權、許璧珍、謝炳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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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請為那些在復活的盼望中受病苦被折磨的人，及在復活的盼望中去世的人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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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第一次家庭祈禱會本年度第一次家庭祈禱會本年度第一次家庭祈禱會本年度第一次家庭祈禱會    三月六日晚上七時至八時半，我們假文華東伉儷府上舉行同心團契家庭祈禱會。盧牧師領導一同默想聖言；大家又一起禱告，特別為本堂的事工禱告。這是我們在大齋期內的靈修聚會，兄弟姊妹皆踴躍赴會。。。。活動詳情見教友園地 Daisy Man 的專文〈家庭祈禱會‧小筆錄〉。     ����主日學導師會議主日學導師會議主日學導師會議主日學導師會議 三月七日三月七日三月七日三月七日，，，，主日學於下午一時半假良善室舉行導師會議，詳細策劃主日學的新發展路向、設定教學計劃和商討開學禮的有關事宜。 
����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主日學 開學崇拜暨家長會開學崇拜暨家長會開學崇拜暨家長會開學崇拜暨家長會 三月十四日，主日學於上午十時舉行開學崇拜暨家長會，藉此讓家長們認識我們的教會和主日學的教學計劃。 
����耆英會例會耆英會例會耆英會例會耆英會例會    三月十七日禮拜三上午十時半，我們於在圖書室舉行耆英聚會。 
����國語團契聚會國語團契聚會國語團契聚會國語團契聚會    三月二十日禮拜六下午五時半，國語團契假副堂舉行聚會。盧牧師與會眾一起分享專題：為什麼我是基督徒而不是拜火教徒。 
����牧區議員牧區議員牧區議員牧區議員會會會會議議議議 三月二十一日主日崇拜後之後，牧區議員在良善室舉行會議，共商聖工。 
����婦女團契戶外活動婦女團契戶外活動婦女團契戶外活動婦女團契戶外活動    三月廿七日上午，婦女部安排和領帶二十多名弟兄姊妹參加在 Santa Anita Park 舉行之 Tokyo City Cup Japan Family Day。有關活動照片詳見本期月刊第七頁的〈照片專輯〉。 △△△△同心團契晚會同心團契晚會同心團契晚會同心團契晚會 四月三日禮拜六下午六時半假韋啟鑾伉儷府上舉行同心團契聚會。我們亦藉此機會祝賀 Tim 哥、Iris 姊，榮升「公公」和「婆婆」。當晚小主人洪清揚，即 Christine與 Vu 的小寶寶，在場歡迎參加聚會的會眾。是晚主題分享為「聖靈的引導」。 △△△△獻鮮花念先人獻鮮花念先人獻鮮花念先人獻鮮花念先人        仿照往年，我們在四月四日復活節崇拜當中，為信眾加入「獻鮮花，念先人」的環節。我們在聖壇上面，精心擺設鮮花，迎接復活節；教友亦藉此給先人送上鮮花，以示慎終追遠，一舉兩得。這一期的《佳音》一併錄印「紀念先人名冊」(詳見本月刊第詳見本月刊第詳見本月刊第詳見本月刊第三三三三頁頁頁頁)。 名冊跟鮮花一起放置在聖壇上面，讓我們一起在紀念主復活的同時，為名冊上的先人和回歸天家的摯愛親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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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辦開辦開辦開辦慕道班慕道班慕道班慕道班     本堂擬於五月廿三日聖靈降臨日舉行聖洗禮。 四月十八日學始，逢主日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在本堂圖書室開辦洗禮慕道班。歡迎慕道者及冀望在信仰上溫故知新的信眾參加。課程綱領如下：  
             ****************************************** 

****************************************** △ 主任牧師休假主任牧師休假主任牧師休假主任牧師休假       盧牧師於四月五日至十七日休假，其間四月十一日主日九時正之早堂崇拜（國語翻譯）及十一時正之午堂崇拜（粵語翻譯）皆由救主堂牧師 The Revd Nancy Shier 主持；十時正英語崇拜由榮譽堂長李福培主持。                     

四月十八日 人生與信仰  五月九日 人生與天國 四月廿五日 人生與善惡  五月十六日 人生與死亡 五月二日 人生與真理    
����△△△△聖週及復活日崇拜聖週及復活日崇拜聖週及復活日崇拜聖週及復活日崇拜△△△△���� 三月廿八日三月廿八日三月廿八日三月廿八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棕枝主日    是日上午十一時舉行棕枝主日國粵聯合崇拜 四月一日四月一日四月一日四月一日----------------設立聖餐日暨濯足設立聖餐日暨濯足設立聖餐日暨濯足設立聖餐日暨濯足禮禮禮禮崇拜崇拜崇拜崇拜    是日的晚上七時，教會設輕膳接待經已報名參加崇拜的信眾。 四月二日四月二日四月二日四月二日----------------受難日崇拜受難日崇拜受難日崇拜受難日崇拜    晚上八時正舉行救主受難日崇拜 四月四日四月四日四月四日四月四日----------------救主復活日崇拜救主復活日崇拜救主復活日崇拜救主復活日崇拜    上午 11時舉行國語、英語、粵語聯合崇拜； 崇拜之後舉行四月份生日會暨百樂聚餐 



 6

   

LEUNG, Peter 梁金培梁金培梁金培梁金培 4 月月月月 3 日日日日 CHAN, Chris 陳恆澤陳恆澤陳恆澤陳恆澤 4 月月月月 20 日日日日
ZHAO, Wei Fan 趙蔚藩趙蔚藩趙蔚藩趙蔚藩 4 月月月月 5 日日日日 WAI, Timothy 韋啟鑾韋啟鑾韋啟鑾韋啟鑾 4 月月月月 23 日日日日
LI, Renee 4 月月月月 6 日日日日 CHU, Tony 朱家佑朱家佑朱家佑朱家佑 4 月月月月 26 日日日日
KWAN,  Lynn 關麥小玲關麥小玲關麥小玲關麥小玲 4 月月月月 7 日日日日 WU, Wei-Jian 吳維健吳維健吳維健吳維健 4 月月月月 28 日日日日
LO, Ambrose 盧智虔盧智虔盧智虔盧智虔 4 月月月月 9 日日日日 WONG, April 王家善王家善王家善王家善 4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
LIU Si Yi  劉思義劉思義劉思義劉思義 4 月月月月 14 日日日日 CHEN Tianying 陳 天 應陳 天 應陳 天 應陳 天 應  4 月月月月 29 日日日日
YIN, Paul 尹德勝尹德勝尹德勝尹德勝 4 月月月月 19 日日日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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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isy Man  主耶穌說：“無論在那裏，有兩三個人被聚集到我的名裏，那裏就有我在他們中間。”(馬太十八章二十節) 我們第一次的“家庭祈禱會”共有十二個人參加。 當晚外面是滂沱的大雨，一片冷冽墨黑；裏面是瑣細的人聲，滿室溫暖光明。圍繞一根蠟燭而坐。燭光搖曳，香氣流動。我們的心，似乎也隨著自由，安靜而自在。好像至親的家人在一起，有時不需交談，只是知道你關愛的人就在身邊，就感怡然自得。 就在這种心境下，盧牧師教我們在靜默中，聆聽主的說話。他緩慢的念一段經文，我們靜心的聽。看那一個字，或詞，或一句話，特別的浮凸出來，或有什麽畫面顯現，那便是主特別對你的說話。 那晚的經文是耶穌在曠野四十天，受到魔鬼的試探。這是大家都蠻熟悉的經文，會有什麼話，是特別對我說的呢？ 第一次聽經文，我無所獲！沒有感覺那句話是特別對我說的。 重復第二次時，嘿！真奇怪，我真的看到“我願意給誰就給誰”這句話特別的突出明顯，讓我不自覺的重復咀嚼！ 為什麼主對我說這句話呢？我想了一會兒，於是明白，這是主對我近日不斷禱告的回答耶！（因為工作的不順心，我常求告於主） 啊！這是非常奇妙的經驗！ 接著大家紛紛提出自己的所得。我們也提出關心的人，事，一起禱告，相信主就在身邊，一定聽的分外明確。 如果你也嚮往這种經驗，請留意周刊的消息，我們還有幾次“家庭祈禱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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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群 島島 （四）   － 麥 仁 

 離開 Kauai 島後，隔日清晨，輪船抵達Maui 島；很奇怪，我們這次竟然是遠離海岸，“下錨”停留在大海中，而並不像往日－停靠到碼頭。然後放下四艘“救生艇”，用以接載乘客往來於 Lahaina與輪船之間。乘客若要到岸上去的話，就得經過“搖搖晃晃”的吊橋，才能下到救生艇。我是一個“拿枴杖的”人，自知不是很適合“走吊橋”，也不想給別人製造麻煩，便打消了“上岸”的念頭。因此，連帶“太座”也沒有辦法一嘗“踏上Maui島的滋味”。（不過可以用“想當然”的認為：夏威夷的島嶼差不多都“大同小異”，分別不大；祇是肥表和她的室友就上了岸，她們“去了”幾個小時。“Maui 島的滋味”到底是怎麼樣呢？她們回來後也沒說清楚、講明白。）晚上，輪船在乘客們正當晚膳或準備晚膳中，便無聲無息的離開了Maui 島的海域，我們又要不分晝夜地在無邊無際的太平洋中再次渡過四天，然後才駛到此行最後的一站－墨西哥的 Ensenada去了。  今天晚上我們嘗試了一個新節目，那是“Movie Under the Stars”（在星光下看電影）。當時的情況，就好像我們在夏天到 Hollywood Bowl 聽音樂（Symphony Under the Stars）一樣。我們吃過晚飯，見時候尚早，便在商店區逛了一會兒才走上十二樓。那時候的天色仍未完全黑下來，祇是外面有些兒微風吹著，幾點細雨，偶然會趁著風勢撲到面上來，濕濕冷冷的，感覺上“不太好受”（這個情景，跟“星光下看電影”完全接不上邊）。這時，在甲板上工作的人員，好像比看電影的客人還要多。一位接待人員，迎面送上一張“毛氈”，另一位詢問有何需要（咖啡或什麼的），他們的款待很是欣勤的。環繞著游泳池，有酒吧、雪糕檔和意大利薄餅（Pizzas）檔。雖然天色昏暗，仍可看到游泳池的前後左右，密密麻麻佈滿數不完的“懶佬床”。我走前幾步一望，除幾個工作人員外，竟然看不到一個客人；再往前走，這才發現眼前一排排的“懶佬床”上，疏疏落落地也有一些人躺著（約廿、三十人），情況顯然是冷冷清清的。至於躺下來的是男還是女？是孩子還是老人家？我們無從分辨，因他（她）們大都是“大被蒙頭”，祇露出一雙眼睛在轉動。我們在游泳池旁一排排的“吉床”（沒有人的床）中，選出“有瓦遮頭”的一排幾張躺了下來。我想，躺身在這裡，就算風雨再大也無阻我們欣賞電影的興緻。今天晚上躺身在這裡，我卻由不得想到：往日到“Movie Drive in”（汽車電影院）看電影的盛況。                                 『那個年頭“看 Drive in”，對我家來說可算是一件“大事”。我們一家七口，偶然也會選一個週末的黃昏，共乘一輛大型的 Station Wagon，前往一家放映大家都想看的電影院（Drive in）去。未去前要預先準備好幾個枕頭與睡袋（Sleeping bag）還有“適量”的零食，作為孩子們“看電影時” 的必需。“Drive in”（影院）有等級的分別，好像首輪與次輪、三輪等；每晚大都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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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套電影（double feature），亦有放映一套的。他們（電影院）中也有大、小的分別（設有一個、兩個甚至四個銀幕的），所以佔地很廣。影院的票價也不盡相同，有的按每輛汽車收費，又或是按人頭計算。因為多數Drive in 放映的是兩套電影，所以時間很長。總會有一個中場的休息時間（Intermission）。“影院”裡面設有遊戲區（韆鞦、滑梯……等），好讓沒耐性的小孩子有個“舒筋活絡”的地區；更有“小吃部”設在場中，為大、小朋友們供應冷熱飲品和熱狗、漢堡等各式各樣食品。等到全部放映完，打道回府的時候，那些等不及的小朋友們早已進入“夢鄉”了，這個時候那些Sleeping bag就可以大派用場啦！』如今想來，當年“看Drive in”的確是一件“大事”！  真想不到今晚竟然有一個這麼樣的機會，讓我們“如夢如幻”，好像真的一般，年輕了四、五十年。直到電影完場，我們這才有如“大夢初醒”，待要坐起身來，當推開蓋在身上的“毛氈”時，突然間雙手變成執著一塊剛從冰箱裡取出來的海綿，是濕濕冷冷，更有些重重的感覺；這才曉得毛氈的外面已經被雨水濕透！原來我們在看電影的時候，外面的毛毛細雨一直下個不停，雨珠撒在毛氈上被擋住了。祇是我們的精神都貫注在電影上，對外面的情形完全沒察覺到吧了！  在船上這十多天，我們差不多每天在吃過晚餐後，都會跑到大劇院（表演廳）裡“打躉”（呆坐）、碰運氣。遇到“好看”、“有興趣”的節目時，我們會“留下來”，多看幾眼（停留久一點）；祇要節目不合胃口（稍微乏味），就不再作停留，即時轉身離開，找尋別樣的“樂子”（消遣）去。反正在船上，要找“消遣”的節目和地方，還是多著呢？再不然，可以立即“打道”回房“會周公”（尋夢）去也！（不像一般出外旅行的人，在回家的路上要作長途飛行，往往要困在飛機的座椅上十多個鐘頭。他們一從機場出來，人人腳步輕浮，“雙目惺忪，臉上疲態畢露”；巴不得立即“飛撲”回家，可以擁抱著自己熟識的、可能還存留有一些氣味的被蓋，甜甜地睡一個“大覺”。）說到底，我們能夠“足足足足精神”才回家，那是多麼幸福的一回事啊！  離開夏威夷的“Maui”島後，我們的輪船不管是否遇到風雨，仍然不分晝夜向著美墨邊界慢慢前行。直到返抵洛城家園的前一天（在海面上無休止地航行了四天），這才駛到墨西哥的 Ensenada。三、四十年來，我曾到此地很多次了，對這個地方已有相當的認知。正因為對“它”的認識，所以不存什麼“奢望”（也可以說是“興趣”），所以沒作“上岸”的打算。今天就趁著這段多出來的時間，慢條斯理，收拾行裝；免得今晚趕起來時變為“手忙腳亂”。  早上，輪船進入洛城港口時，我們還在餐廳“歎”著早餐呢！一邊“歎著”吃，一邊看著輪船慢慢靠舶碼頭還是頭一回。吃完早餐，手挽著旅行袋，邁步走向大劇院，我們就在那裡輪候“准許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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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指令。本以為聽到指令，就可以打電話給在外等候的大兒子，叫他前來碼頭接應。誰知整個旅程的“困局”就在這裡。是我們的疏忽，雖然我們都有自己的 cell phone，但在船上時，我們根本沒使用過（因為在船上使用，收費很高），所以兩個 cell phone都忘了充電。到如今需要使用時，兩部 cell phone都不能使用，祇管眼光光看著別人一 個個離開，而自己絲毫沒有辦法。到最後，唯有走進碼頭找那排列著長長人龍的“公共電話”，這才能通知在外邊等候的大兒來接應。  我感謝上帝！祂賜給我們夫婦這麼樣一個難忘的旅程，讓我們可以在遊船上悠悠閒閒地渡過 14日；我知道，這樣一個“假期”，是很多人夢寐以求的！    （完）◎   
 

      

   從灰日起一直至棕枝主日，剛好是大齋期剛滿四十天。在大齋期間，主耶穌被聖靈充滿從約但河回來，聖靈將他引到曠野四十天，受魔鬼的試探。那些日子沒有吃甚麼，日子滿了，祂就餓了，魔鬼乘祂飢餓和軟弱之時，仍不肯放過祂，繼續進行他的各樣試探，耶穌以經上所記載的「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當拜主你的上帝，單要侍奉祂」及「不可試探你的上帝」回答魔鬼，使他知難而退。     在大齋期間，盧牧師叫我們祈禱，懺悔和吃清淡的食物以示虔誠，同時提醒我們是從大地塵土所造，瞭解自己的卑微，反省自己的罪過，從而積極地在心靈上作準備迎接復活的基督。     耶穌和門徒將近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和伯達尼，在橄欖山那裏，耶穌就打發兩國門徒對他們說，你們到對面村子裏面，一進去的時候，必看見一匹驢，拴在那裏，是從來沒人騎過的，可以解開牽來。（可 11：1-2）     自從耶穌騎驢進了耶路撒冷，頭三天頭三天頭三天頭三天祂每天和門徒出城去教訓人、醫治、行神跡。這些事雖有記載下來，但發生的時日，不大明確，像拉撒路何時耶穌叫他起死回生、抹大拉的神祕婦人何時用香膏沫基督及祂在那一天進入聖殿將裏面買賣的人趕出，這些事跡可能是復活前後才添加上去的。     由聖周的四日起都有明確的時日記載： 第四日第四日第四日第四日是定為設立聖餐日(MAUNDY THURSDAY)     除酵節的第一天，門徒來問耶穌說：「你吃逾越節的筵席，要我們在那

 關生關生關生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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裏給你預備？」耶穌說：「你們進城去，到某人那裏，對他說：『夫子說：我的時候快到了，我與門徒要在你家裏守逾越節。』」門徒遵著耶穌所吩咐的就去預備了逾越節的筵席到了晚上，耶穌和十二門徒坐席。（太 26：17-20）     他們吃的時候，耶穌拿起餅來，祝福，就擘開，遞給門徒，說：「你們拿著吃，這是我的身體」；又拿起杯來，祝謝了，遞給他們，說：「你們都喝這個；因為這是我立約的血，為多人流出來，使罪得赦。（太 26：26-28） 第五日第五日第五日第五日定為受難日（Good Friday）     眾人都起來，把耶穌解到彼拉多面前，就告他說：「我們見這人誘惑國民，禁止納稅給凱撒，並說自己是基督，是王。」（路 23：1-2）   那日是預備逾越節的日子，約有午正。彼拉多對猶太人說：「看哪，這是你們的王！」他們喊著說：「除掉他！除掉他！釘他在十字架上！」彼拉多說：「我可以把你們的王釘十字架嗎？」祭司長回答說：「除了凱撒，我們沒有王。」於是彼拉多將耶穌交給他們去釘十字架。（約 19：14-16） 他們就把耶穌帶了去。耶穌背著自己的十字架出來，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希伯來話叫各各他。他們就在那裏釘他在十字架上，還有兩個人和他一同釘著，一邊一個，耶穌在中間。（約 19：17-18）     那時約有午正，遍地都黑暗了，直到申初，日頭變黑了；殿裏的幔子從當中裂為兩半。耶穌大聲喊著說：「父啊！我將我的靈魂交在你手裏。」說了這話，氣就斷了。（路 23：44-46）     有一個人名叫約瑟，是個議士，為人善良公義；眾人所謀所為，他並沒有附從。他本是猶太、亞利馬太城裏素常盼望 上帝國的人。這人去見彼拉多，求耶穌的身體，就取下來，用細麻布裹好，安放在石頭鑿成的墳墓裏；那裏頭從來沒有葬過人。那日是預備日，安息日也快到了。那些從加利利和耶穌同來的婦女跟在後面，看見了墳墓和他的身體怎樣安放。她們就回去，預備了香料香膏。她們在安息日，便遵著誡命安息了。（路 23：50-56）     第六日第六日第六日第六日定為神聖日，也叫安息日(Holy Saturday)     依猶太人的律例，在安息日要遵照誡命安息的。因此耶穌的門徒及一些婦女們看到主的身體安放在墳墓裏便離開了。他們懷著焦慮和盼望的心情，回去家裏等候基督復活的佳音。     等是一件極之難受的事，除了焦慮外，最難受的是無法`知道明天發生的事是怎樣，好比一個人在夜黑風高的長路上走著，無法看到前路，是好是壞，惟有盼望黎明的升起，正如門徒一樣急不及待地等候著明早的來臨。     第七日第七日第七日第七日為復活日（Easter Sunday） 門徒等了一日一夜，終於等到「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還黑的時候，抹大拉的馬利亞來到墳墓那裏，看見石頭從墳墓挪開了，就跑來見西門‧彼得和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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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所愛的那個門徒，對他們說：「有人把主從墳墓裏挪了去，我們不知道放在哪裏。」彼得和那門徒就出來，往墳墓那裏去。兩個人同跑，那門徒比彼得跑的更快，先到了墳墓，低頭往裏看，就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只是沒有進去。西門彼得隨後也到了，進墳墓裏去，就看見細麻布還放在那裏，又看見耶穌的裹頭巾沒有和細麻布放在一處，是另在一處捲著。先到墳墓的那門徒也進去，看見就信了。」（約 20：1-8）     馬利亞卻站在墳墓外面哭。哭的時候，低頭往墳墓裏看，就見兩個天使，穿著白衣，在安放耶穌身體的地方坐著，一個在頭，一個在腳。天使對她說：「婦人，你為甚麼哭？」她說：「因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裏。」說了這話，就轉過身來，看見耶穌站在那裏，卻不知道是耶穌。耶穌問她說：「婦人，為甚麼哭？你找誰呢？」馬利亞以為是看園的，就對他說：「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請告訴我，你把他放在哪裏，我便去取他。」耶穌說：「馬利亞。」馬利亞就轉過來，用希伯來話對他說：「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穌說：「不要摸我，因我還沒有升上去見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裏去，告訴他們說，我要升上去見我的父，也是你們的父，見我的 上帝，也是你們的 上帝。」抹大拉的馬利亞就去告訴門徒說：「我已經看見了主。」她又將主對她說的這話告訴他們。（約 20：11-18）     今日今日今日今日，我們也要像馬利亞這樣，將耶穌復活的喜訊傳遍於世界萬民；將祂的福音傳揚於地極，直至世世代代。    今天整個世界的基督徒懷著喜悅及興奮的心情來迎接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祂用祂的寳血洗脫我們的罪惡，使我們無罪之身成爲上帝的兒女，這是何等的榮幸。記得盧牧師在他的講道中提醒我們，主耶穌為我們釘在十字架受苦流血，是毫無條件的。祂只有盼望我們能做到一個十全十美的基督徒，祂的寳血就沒有白流了。際此復活期間我們要反省自己有無做到基督的期望？！遵從祂的寳訓，行祂的聖道。古時聖賢都有一日三省，何況我們既軟弱且善忘。我們要隨時隨地儆醒自己，免得入了迷惑。   耶穌基督的復活帶給我們有盼望、信心、愛心、堅強、勇氣和喜樂，更重要的是賜給我們一個新生命──屬靈的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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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月六日（星期六）的下午，風和日麗，連日來的陰雨綿綿，一掃而空，正適合活動筋骨的機會。 在維健弟兄的號召下，四名勇士們，拿起工具，戴起手套，有模有樣的，準備與教會車道旁邊的兩顆枯萎的棕樹進行清勦行動。首先維健一馬當先，拿了雲梯，往樹身一放，就往上爬。他先用粗麻繩在離地六、七英尺處把樹幹綁住，方便拉拔。接著他和阿‘祖’用延長線把電源從牧師館引到目的地。阿‘祖’似乎等不及了，在維健還在準備調整電鋸時，他已用手提的小鋸子，以刀仔鋸大樹的精神，先在離地約三尺處，吱吱喳喳的鋸了起來。 不一會維健已把電鋸裝好，開始了！首先他在樹的一邊鋸了一個三角型的缺口，然後在缺口的另一邊，舞動這電鋸，嘶嘶沙沙的，一點都不含糊。其他的人也沒閒著，阿‘祖’幫忙把垃圾箱推到離樹近一點，以便收集垃圾；‘查理’和我則牢牢的拉著繩子，眼看樹快要鋸得差不多了，我們就‘一、二、三’、‘一、二、三’的，一面喊著一面用力拉，很快的一顆偌大的棕櫚樹就應聲的倒下來了。 接著就是把這棵大樹分解。還得由維健操鋸先把大樹葉鋸掉，然後再把樹幹鋸成兩三尺長的樹段。阿‘祖’負責把樹段用手推車推到大後方，準備日後丟棄。‘查理’與本人就負責清理樹葉。不要小看這些樹葉，每一塊樹葉都滿佈利刺，一不小心就會中招。我雖然戴著手套，鋒利的刺照穿不誤。可憐的膠手套，恐怕不能再用了。 第一棵樹兩個小時左右就處理完畢，第二棵就有經驗了，照樣畫葫蘆，順利多了。熟語說：‘眾志成城’、‘人多好辦事’，一點不假。我們下午一點開工，五點就收工了，前後只用了四小時；如果一個人幹的話，沒兩天功夫恐怕成不了。◎ 

晨晨晨晨    曦曦曦曦    

語譯語譯語譯語譯    咚咚作響伐木聲，嚶嚶群鳥相和鳴。 鳥兒出自深谷裡，飛往高高大樹頂。 小鳥為何要鳴叫？只是為了求知音。 仔細端詳那小鳥，尚且求友欲相親。 何況我們這些人，豈能不知重友情。 天上神靈請聆聽，賜我和樂與安寧。…… 

詩經詩經詩經詩經《《《《小雅小雅小雅小雅‧‧‧‧伐木伐木伐木伐木》》》》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 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相彼鳥矣，猶求友聲 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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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豆黃豆黃豆黃豆（（（（一一一一））））    黃豆，富含營養，極具保健價值，說它是豆中之王，一點也不為過。蛋白質含量在 40%左右，包括多種人體必需氨基酸，還富含鈣、磷等人體必須的礦物質，維生素、纖維素、卵磷脂以及大豆異黃酮。 中醫認為，黃豆性味甘、平，歸脾、胃、大腸經。經常食用黃豆或其製品，有降低膽固醇、健腦、營養皮膚、肌肉和毛髮的作用；女性常食特有滋陰養顏之功。 如果沒有黃豆，我們的飲食文化就少了很多姿彩。豆漿、豆腐、醬油、腐乳、面豉等等都是以黃豆為原料製成的，以黃豆或其製品可以做出多種多樣的美味佳餚。我曾向大家介紹過豆腐（見《佳音》116期），今期講講“黃豆湯”的做法。  黃豆豬手湯黃豆豬手湯黃豆豬手湯黃豆豬手湯 材料：（十人份）黃豆 5安士、豬手二隻（約 2磅）、紅棗 6枚、薑片 3片、蔥 2段、鹽、雞精、料酒。 制法：（1）黃豆用水浸泡一小時以上；用刀刮去豬手上的毛，洗淨，開邊並斬件。（2）燒滾水，放入蔥段和料酒一湯匙，然後將斬好的豬手放入飛水，撈起用自來水沖洗後待用。（3）在湯煲中放入適量涼水，放入黃豆、紅棗、薑片，猛火煲滾，放入豬手，煲滾後保持猛火滾二十分鐘，轉為小火煲一個半小時，去掉浮油後用鹽、雞精調味，“黃豆豬手湯”即告做成，喝湯吃豬手、黃豆，味道好極了。 注：豬手富含膠原蛋白，能讓皮膚光滑有彈性，使肌膚細胞保持滋潤，明顯減輕已有的皺紋。與黃豆搭配做湯，能去除毒素及不潔體液，對腎臟排毒有相當功效。對女性特具健康意義。◎    

((((前面四篇所述為前面四篇所述為前面四篇所述為前面四篇所述為:  :  :  :  一一一一、、、、平衡飲食平衡飲食平衡飲食平衡飲食))))    二二二二、、、、有氧運動有氧運動有氧運動有氧運動          建議不要早上鍛鍊。晚上 12點到凌晨 3點，雷打不動要睡覺。   一條原則性的經驗：不建議老年人早上做劇烈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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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于早上鍛鍊的問題，在很多人不清楚。早上鍛鍊很危險，早上起來，人的生物鐘規律是體溫高、血壓高，而且腎上腺素比晚上高出4倍，如果你激烈運動，就很容易出事，容易出現心臟停搏。並不是反對早上散步、做體操、打太極拳、練氣功。但是，如果中老年人早上激烈運動，搞長跑，有百害無一利，而且死亡率是很高的。不建議中老年人早晨做劇烈運動。   建議大家傍晚鍛鍊。國際上規定了，飯後 45分鐘再運動。老年人的運動，散步就可以了，一次 20分鐘。   如果想減肥，飯前半小時到一小時，吃 4粒螺旋藻，食欲減退，而且營養不缺。   關于早上起床的時間，6 點───供你參考。   開窗時間，上午 9 點至 11點，下午 2點至 4 點。為什麼？因為上午 9點以後污染空氣下沉了，污染物質減少了，沒有粉塵現象。各位注意，早上起來開窗戶，不要在窗前大喘氣，否則致癌物質、粉塵物質都跑到你肺裡了，容易得肺癌。 早起早睡身體好───不能一概而論。夜晚，你在家吸了一肚子二氧化碳，呼吸道裡的毒素有 100 多種，一大早，又跑到小樹林裡，而早晨的樹林也全是二氧化碳，不利健康。到樹林裡，必須等到太陽出來後，日光跟葉綠素起反應，才能產生氧氣。陽光不出來，樹林裡全是二氧化碳的時候，容易中毒，容易得癌症。《黃帝內經》裡說沒太陽不鍛鍊。早上鍛鍊，人體基礎血壓高，基礎體溫高，腎上腺素比傍晚高 4倍，有心臟病的人很容易出問題。建議大家夏天早睡早起，冬天不要早上出去鍛鍊，而改為晚上鍛鍊。也不是說什麼樣的人都早睡早起身體好，歲數大的人起床不要太猛。有的人“騰”地起床，一下子心肌梗死了。所以不同年齡、不同季節要不同對待。   再說說睡覺的問題。如果頭一天晚上沒有睡好，就應該午睡。午睡時間是午飯後半小時，最好是睡一個小時，睡得太長，對身體沒有好處。不要蓋厚被子。晚上什麼時間睡覺？不提倡早睡早起。如果晚上 7 點就睡，半夜 12點就起來折騰，那沒有用。主張在晚上 10 點到 10：30間入睡。因為一小時到一個半小時進入深睡眠，是最科學的，這就是午夜 12點到 3點，這 3小時雷打不動，什麼也別幹。這 3小時就是深睡眠。如果這 3小時睡好了，第二天起來一定精神煥發。如果你凌晨 4 點以後睡覺，那是淺睡眠。會睡與不會睡，大不一樣。睡前洗個熱水澡，水溫 40 ～50 攝氏度，會使睡眠質量提高。    三三三三、、、、心理狀態心理狀態心理狀態心理狀態      長壽老太太最大的優點，就是從年輕時就喜歡笑，到老了還笑，所以活得長。笑，在國際上已經成為健康的一個標準。   保健的第三個裡程碑，是心理狀態問題。如果心理狀態不好，那你白吃白鍛鍊了，這是很重要的。   生氣容易得腫瘤，全世界都知道。斯坦福大學做了個很有趣的實驗：把鼻管擱在鼻子上讓你喘氣，然後再把鼻管放在冰水裡十分鐘。如果冰水不改變顏色，說明你心平氣和；如果冰水變白了，說明你很內疚；如果冰水變紫了，說明你很生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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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那紫色的冰水抽出 1～2 毫升給小老鼠打上，1～2 分鐘後小老鼠就死了。所以，生氣容易得腫瘤，這是個很嚴重的問題。我勸大家，誰讓你生氣，你別生氣。如果你實在憋不住，我告訴大家，你看一下表，別超過 5分鐘，超過 5分鐘要壞事──血變紫了。   心理學會提出了五個避免生氣的方法：一是躲避；二是轉移，人家罵你，你去下棋、釣魚，沒聽見；三是釋放，但要注意：人家罵你，你又去罵別人，這不叫釋放，釋放是找知心朋友談談，要不然擱在心裡是要得病的；四是升華，就是人家越說你不好，你越好好幹；五是控制，就是你怎麼罵我都不怕，這是最主要的一個方法。小平同志做得最好，三起三落永不要求平反。非洲一位總統問小平同志有什麼好經驗，他就回答一句話：“忍耐”。“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忍耐不是目的，是策略。但一般人做不到，剛說一句就暴跳如雷，小不忍則亂大謀呀。《三國演義》裡諸葛亮三氣周瑜，竟把周瑜氣死了。生氣對人的危害太大了！   國際上有個最新說法，所有動物都沒有笑的功能，只有人類有這個功能。可惜，人類還不好好利用它。有人說猴子會笑，大象會笑，你們見過嗎？但我們真見過動物哭，比如宰牛時牛會流眼淚。俗語說：“笑一笑，十年少。”“十年少”，不是指實際年齡，是指心態。笑口常開，健康常在。笑的作用非常大，我們每個人都有這本能，為什麼不笑呢？ 德國漢堡成立了微笑俱樂部，笑成了健康的標志。哈哈一笑，皺紋沒了。笑，能避免得病。第一不得偏頭痛，第二不得後背痛。因為笑的時候微循環旺盛，“通則不痛，不通則痛”嘛。得了偏頭痛別著急，哈哈一笑就好了，不信你可以做實驗。笑，能使性功能不減弱，生殖功能不減弱。還有，經常笑，對呼吸道、消化道特別好。做個實驗，你摸著肚子開始笑，每天大笑三次，肚子咕嚕三次，不便秘，不易得胃腸道癌症。你鍛鍊上肢，鍛鍊下肢，什麼時候鍛鍊腸胃呀？沒機會，只有笑才能鍛鍊腸胃。笑，在國際上已經成為一個健康的標準。笑促進腦下垂體，產生腦內腓，它是天然營養麻醉劑。你要是得了關節炎別著急，衝著關節哈哈一笑，一會兒就不痛了。笑有那麼多好處，我們幹嗎不笑？   還有個邏輯，叫做“男兒有淚不輕彈”。正常人的眼淚是鹹的，而糖尿病人的眼淚是甜的，悲傷的眼淚是苦的，裡面有肽、荷爾蒙、兒茶酚胺。眼淚，長時間不“彈”出來，會容易得潰瘍病、急性結腸炎，甚至腫瘤。所以，各位如果悲傷，眼淚必須“彈”出來，留著沒有任何好處。   國際會議上已經給我們提出警告了，讓我們喝綠茶，吃大豆，睡好覺，常運動，不要忘記常歡笑。希望每個人都要注意平衡飲食、有氧運動，而且注意你的心理狀態，該哭時哭，該笑時笑。我相信，我們一定能越過 73歲，闖過 84歲，90、100 歲時一定會健在。(全文完)   
敬業修士敬業修士敬業修士敬業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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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一位學問很好的教授想向一位老神父請教問題，他走到老神父的辦公室，表示要向老神父請教。老神父還未開口，那教授已滔滔不絕談論他對天主的看法，說了半天，老神父拿起水壺，往杯子一直斟水，杯子裝滿了水，他還是不斷地斟，水不斷流到杯外。教授看了，疑惑地問：「神父，為什麼水滿了，您還是一直斟下去？」老神父笑著說：「這就對啦，你說來向我請教，你卻一直在講話，你的心是滿的，怎麼能容得下我給你的新東西？」 ***   ***  ***  ***  ***  ***  ***  ***  ***         「空虛」永遠給人以負面和消極的印象，跟「寂寞」總脫不了關係。人的生命如果只是徒然「空虛」，就像沒有方向一樣，雖生猶死。相反，「空虛」若以耶穌為基礎，就會變得充實和有意義。耶穌一生不斷「空虛自己」，「他本來富足，卻為你們成了貧窮，叫你們因他的貧窮，可以成為富足。」(林後 8：9)祂因著對人無條件的大愛，從道成肉身的奧秘中完全捨棄自己，至十字架上奉獻自己的生命，成為古今信徒「空虛自我」的典範。 耶穌整個的生命就是在尋求父的旨意，正如祂在客西馬尼園的禱告中所說：「父阿，你若願意，就把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路 22：42)尋求上帝的旨意已經不容易，還要按上帝的方式奉行祂的旨意，更是不容易的事。因此，「以基督為師：空虛自我」成為我今年侍奉主的方向。   我和其他修士每天清晨在小聖堂朝拜聖體，默想聖經，當我們的心靈目光注視著耶穌時，我們跟祂學習，在生活中凡事服從父的意願。盧雲在《從幻想到祈禱》提及「孤寂」、「心靈獨處」，那是一處讓上主觸碰，讓自己的心沉澱下來的空間。上帝渴望我們在心靈內為祂預備地方，祂在那裏和我們相遇。只有當我們「空虛自我」，耶穌才能進入我們的心靈深處，相反，若我們的心靈被欲望和其他事情充塞著，怎容得下耶穌的教導呢？更遑論效法耶穌事事尋求上帝的旨意，並按上帝的方式奉行祂的旨意了！◎ 

Christ is risen, Alleluia! A joyful and hopeful message of Easter- let’s us 
celebrate! This is also a good time for us to look into the meaning of a 
resurrected life. Perhaps, we can begin with the opposite of resurrection. 
Some would suggest “eternal death” is the opposite of resurrection; yet I 
would suggest the opposite of resurrection should be “hopelessness”                                                   

In Charles Dickens’ classic novel “A Tale of Two Cities”, Sydney Carton 
said, “It is a far, far better thing that I do, than I have ever done;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when he was 
approaching the guillotine.    

 19 

Sydney Carton is a shrewd young English barrister. He is seen to be a 
drunkard, self-indulgent and self-pitying because of his wasted life. 
Sydney happens to meet a lady called Lucie Manette and becomes 
enamoured of her. Then he vows that he would be willing to do anything 
for her if it would ensure her well-being or that of anyone she loves. 
Finally he saves Lucie’s husband’s life by dying in the place of her 
husband, who shares a strong physical resemblance with him. Although 
Sydney dies, his hope lives on- the hope that Lucie lives a happy life. As 
his hope lives on, “it is a far, far better rest that I go to than I have ever 
known”, he also lives on through another dimension.  

When Sydney lives a wasted life, he is a hopeless man. But when he dies 
for a noble cause, he lives on. So, whenever there is hope, there is life, 
and resurrection is more than resuscitating from death or living forever, it 
is the quality of life. Eternal life implies real hope.  

It is true that people throughout the history have already gained the 
insights of prolonging ones life by offering hopes to the world. People 
usually rest their hope by employing human means. For example, people 
do this through succession of civilization, through setting up trust funds, 
through building charitable bodies after ones name or through 
establishing scholarships etc. However, for Christians, our hope does not 
rest on worldly means, but rests upon our Lord Jesus Christ who is raised 
from the dead for us.  

I am happy to point out that there are already signs of a resurrected life at 
St Gabriel’s parish. Firstly, during last annual parish meeting this year, 
for the first time, few members stood up to volunteer for different posts in 
the parish! They are actively seeking chance to serve our Lord through 
parish life. Secondly, members are willing to hand out brochures at the 
supermarkets for our Sunday school. Thirdly, our Sunday school teachers 
are now found to be a team of renewed and rededicated workers 
committed to Christian nurturing. Our Sunday school now gains more 
support from the students’ family and enjoys a better attendance. We all 
share a vision of hope in our Sunday school, and we can feel the joy of 
the school life. (Are we there already? No! We still need more teachers to 
maintain the quality of our Christian nurturing.) So, whenever we anchor 
our hope in the Lord, we can foretaste the joy of a resurrected life, it is 
true for a community, it is also true for an individual.  

“Praise be to the God and Father of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his great 
mercy he has given us new birth into a living hope through the 
resurrection of Jesus Christ from the dead.”1Peter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