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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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懷別人是傳揚福音的重要管道；主內肢體互相關懷更是非常重要。 不過，當身邊的弟兄姊妹患病或在困擾當中，我們常常不知如何去關懷及面對，甚至原本出於安慰的言語，反造成對方的壓力或傷害。 最能傷害人際關係就是説了些不該說的話，特別是一些論斷性，或是自以為必然的說話，往往衝口而出；還自圓其説，所作的論斷充滿理據，絕不偏差。在艱難和困擾之中的弟兄姊妹，因著你的說話，往往陷入更大、更深的苦惱當中。 我們是活在一個鼓勵表達個人意見和感情的時代。人們往往隨心所欲，暢所欲言，卻不曉得設身處地，估量別人感受。更甚的是以自我為中心，因著自己有限的經驗，妄自為別人出主意，作決定。我們對他人的成長背景，所經歷的成與敗及他們現在身處的環境可能只是一知半解。若然我們衝動地為別人出主意、代籌謀，而沒有同時把他們難處在禱告中帶到上帝面前，並且花時間陪伴他們一起去探求解決的辦法，我們就是不誠懇及假冒為善了。 關懷別人，切勿侵犯到被關懷者的隱私。這是既成的文化，也是關懷的基本原則；事實上，適度的隱私是必要的。若然我們求好心切，強行闖入被關懷者的生命之中，結果會弄巧成拙，好意反而害人傷己。須得小心，要慎防撒旦滲透作工。 關懷肢體本就是正常的，是合神心意的，但要做得合宜和格外小心。宜事先充份了解對方、又應懇切禱告；要讓聖靈帶領、要尋求牧者的指導。關懷的動機不單是責任、興趣，也不是滿足自己的成就感；所以，當倒空自己，心存真誠和神給我們的愛，以恩慈、憐憫，關懷和安慰對方。這樣，方能讓在幽谷中的肢體得到激勵。 「「「「請問請問請問請問，，，，你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有沒有使你們堅強你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有沒有使你們堅強你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有沒有使你們堅強你們在基督裏的生命有沒有使你們堅強    起來起來起來起來？？？？他的愛有沒有鼓勵了你們他的愛有沒有鼓勵了你們他的愛有沒有鼓勵了你們他的愛有沒有鼓勵了你們？？？？你們和聖靈有沒有你們和聖靈有沒有你們和聖靈有沒有你們和聖靈有沒有    團契團契團契團契？？？？你們彼此間有你們彼此間有你們彼此間有你們彼此間有沒有親愛同情的心沒有親愛同情的心沒有親愛同情的心沒有親愛同情的心？？？？如果有的話如果有的話如果有的話如果有的話，，，，    我要求你們我要求你們我要求你們我要求你們，，，，要有共同的目標要有共同的目標要有共同的目標要有共同的目標，，，，同樣的愛心同樣的愛心同樣的愛心同樣的愛心，，，，相同的相同的相同的相同的    情感情感情感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和一致的想法和一致的想法和一致的想法，，，，好讓我充滿喜樂好讓我充滿喜樂好讓我充滿喜樂好讓我充滿喜樂。。。。」」」」    腓腓腓腓 2:12:12:12:1----2222        ((((現代中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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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這是一個充滿喜樂與強烈方向感的月份。我們在月初的復活主日崇拜中有過百的會眾，懷著一顆喜樂的心，讚美敬拜主。接著我回港休假，與家人朋友團聚，期間又探望了最近回港工作的 Chris 一家，讓我享受了一個很充實愉快的假期。 當日主耶穌復活後，門徒先後目睹復活主兩次，但他們尚未明白復活跟自己有什麼意義，就重回本行，打漁去了，因為信仰歸信仰，吃飯歸吃飯，他們還是要生活呢。那時，主耶穌在岸邊為他們預備早飯，擘餅、與他們吃早飯，門徒就醒悟了，接受了呼召，將上帝與人和好的信息，廣傳天下。(約翰福音 21:1-17)      今天，那在岸邊為門徒預備早飯的復活主仍然呼召我們。主透過我們聖加百利堂的各項事工呼召我們；例如我們的主日學，經過一番努力後，現已一新面貌。不少兄姊已聽到呼召，接受挑戰，哉培幼苗，讓主日學成為同學們在信仰上成長的快樂園地。現在，我們的主日學還需要更多老師參與，讓我們藉著主日學好好的把上帝與人和好的信息，薪傳下去。希望有更多人回應主的呼召。      四月份一過，馬上即迎來在上海舉行的世界博覽會。我們這一代中國人多有幸！因為我們多少先賢們夢想了一輩子也不敢相信的事，未能看見的事，我們現在都親眼見到了！我們中華兒女要為此而感謝主。以前的世博會是世人看到第一部電話、打字機、縫紉機、汽車、冰箱、留聲機等的展覽會；但今次世博會的主題是：「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次大會意圖為今後各地的城市化過程提供一個樣板，就是城市與環境和諧的樣板。我隱若看到，藉著這主題，那在岸邊為門徒預備早飯的復活主也正在呼召我們。      其一，對世人而言，「城市，讓生活更美好」是一個推動我們走向綠色、低碳生活的呼籲。但對我們信徒而言，「生活更美好」又何止於物質生活上的層次。我們認為，人類在屬靈生命上爭取更豐盛的生命，尤其重要；就是說，我們要一起把上帝與人和好的信息活出來，我們才會「生活更美好」。其二，據世博會預計，全球將有七千萬人次出席世博，其中將有上百萬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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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所以，對上海的信徒而言，這次大會將為他們帶來大量各地信徒來訪，與他們一起崇拜、交流、團契的機會。這是聖徒相通、彼此認識的良機，更是我們天下一家，見證上帝與人和好信息的良機。      另方面，那在岸邊為門徒預備早飯的復活主，也透過青海玉樹縣的大地震災民，提醒我們，不要忘記那非常輕易忽略，我們弟兄中最小的，呼籲我們以感同身受的心，為他們禱告捐獻，祈盼他們能早日能親歷上帝與人和好的信息。      最後，也讓我們懷著上帝與人和好的盼望，為剛離開我們，安返天家的弟兄霍權禱告。主已復活，哈利路亞。  你的牧師   盧君灝  
1. 1. 1. 1. 願天父安慰霍媽願天父安慰霍媽願天父安慰霍媽願天父安慰霍媽、、、、惠枝和惠瑜惠枝和惠瑜惠枝和惠瑜惠枝和惠瑜，，，，又又又又賜平安與健康賜平安與健康賜平安與健康賜平安與健康            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給他們。。。。    2. 2. 2. 2. 為為為為關關關關太太太太、、、、植太和植太和植太和植太和 Julie Go 健康禱告健康禱告健康禱告健康禱告。。。。    3. 3. 3. 3. 為青海玉樹為青海玉樹為青海玉樹為青海玉樹縣縣縣縣    7.1 7.1 7.1 7.1 級地震中受傷級地震中受傷級地震中受傷級地震中受傷的的的的、、、、失去親人失去親人失去親人失去親人的的的的、、、、    和和和和失去家園失去家園失去家園失去家園的災民禱的災民禱的災民禱的災民禱告告告告；；；；又特別為又特別為又特別為又特別為孤兒孤兒孤兒孤兒懇切祈懇切祈懇切祈懇切祈求求求求。。。。    4. 4. 4. 4. 為身在大陸因傳揚主福音而受逼迫為身在大陸因傳揚主福音而受逼迫為身在大陸因傳揚主福音而受逼迫為身在大陸因傳揚主福音而受逼迫、、、、囚禁的弟囚禁的弟囚禁的弟囚禁的弟                兄姊妹禱告兄姊妹禱告兄姊妹禱告兄姊妹禱告。。。。    5. 5. 5. 5. 母親節臨近母親節臨近母親節臨近母親節臨近，，，，為失去母親的兒童禱告為失去母親的兒童禱告為失去母親的兒童禱告為失去母親的兒童禱告。。。。                                        (Iris Wai 提供代禱文稿)  

(歡迎主內兄姊提供代禱文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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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蒙主悅納。) 

《佳音》月刊歡迎投稿，請將稿件郵寄本堂，信封上註明 “佳音稿件”；又或直接交給梁金培弟兄、順叔或盧牧師。 亦可用電郵傳送稿件到 puileung_hk@yahoo.com 電郵的 “Subject” 上請填寫上 “Tidings”。 請將月刊送人請將月刊送人請將月刊送人請將月刊送人，，，，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好向別人介紹自己的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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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節主日復活節主日復活節主日復活節主日----------------獻鮮花念先獻鮮花念先獻鮮花念先獻鮮花念先人    四月四日復活節主日，我們在聖堂內精心擺設鮮花，在聖壇上，則放上「獻鮮花念先人」的名錄。慶祝主復活崇拜當中，我們一起為回歸天家的摯愛親朋禱告。上述名錄，經刊登於四月份之《佳音月刊》和復活節主日的周刊當中。     ����整理整理整理整理圖書室的藏書圖書室的藏書圖書室的藏書圖書室的藏書 圖書室裡的書櫃空間有限，我們不得不進行篩選圖書。在三月和四月間在三月和四月間在三月和四月間在三月和四月間，，，，我們把割愛的圖書，放置在圖書室外，讓喜歡閱讀的教友，自行領取，回家閱讀。 
����洗禮慕道班洗禮慕道班洗禮慕道班洗禮慕道班 四月十八日起，逢主日下午一時半至三時半在本堂圖書室舉行洗禮慕道班。課程綱領如下：  
    歡迎慕道者及冀望在信仰上溫故知新的信眾參加。 本堂擬於五月廿三日聖靈降臨日舉行聖洗禮。 
����特別為特別為特別為特別為青海省災民代禱及籲捐青海省災民代禱及籲捐青海省災民代禱及籲捐青海省災民代禱及籲捐  4 月 14 日，青海玉樹發生 7.1 級地震。為表達對在地震中遇難同胞的深切哀悼，我們在主日崇拜當中共同靜默一分鐘，並特別為災民、救援人員、及重建人員祈禱；此外，主任牧師呼籲大家為青海省災民賑災奉獻。 
����霍權弟兄息勞歸主霍權弟兄息勞歸主霍權弟兄息勞歸主霍權弟兄息勞歸主    霍權弟兄在 四月十七日 清晨息勞歸主，安息禮拜經已於 四月廿六日禮拜一上午在 Arcadia 世界殯儀館舉行。願主永恆的光照耀他，又願主的靈安慰其家屬。 △△△△家庭祈禱會家庭祈禱會家庭祈禱會家庭祈禱會 五月一日 晚上七時至八時半在 Charles Cheung 弟兄的府上舉行。盧牧師主領大家一同默想聖言和禱告，又特別為本堂的事工祈求主帶引。  △△△△主日導師會議主日導師會議主日導師會議主日導師會議    定於 五月二日(主日)下午一時十五分在良善室舉行會議。我們祈禱、我們努力，現在已有十多位同學。但我們的老師不足夠，當怎樣辦呢？務請各位導師依時出席是次會議，共商大計，並研究招募老師的方法。 △△△△慶祝母親節慶祝母親節慶祝母親節慶祝母親節    定於 五月九日 舉行 國語、英語、粵語三堂聯合崇拜，共慶母親節。         St Edmund 堂國語堂的兄姊和倪牧師將蒞臨本堂一起參加崇拜，謹此歡迎。 我們的年青人將備鮮花，致送各位母親。午膳時，青年人將侍候各位母親進餐。請謹記這日子，並邀請親朋同來歌頌主。  △△△△婦女部插花班婦女部插花班婦女部插花班婦女部插花班    擬於 5月 15日至 7 月 3日逢週末四時至五時在本堂良善室舉行西洋插花班。課程分作八堂講授，費用$80 (包括鮮花教材)。我們學成後即可以親自參與聖壇擺設鮮花的事工，藉表對上主的敬愛。希望姊妹弟兄踴躍參加，報名或詳情查詢，請洽婦女部長 S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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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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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dmund Kwan, Sunday School 
 

Dear Parents and the community of St. Gabriel Church, 
 

Currently, I feel that the Intermediate Sunday School Program is going well. The 
children just finished learning about the death and resurrection of Jesus for Easter and we 
are now moving on to learn about the brief history of the Church. I try to keep the lessons 
simple, short, and informative and I do believe that the kids are learning. I try to keep the 
kids engaged in the learning by having them think about the issue discussed and asking 
them about their opinions. I believe that discussion and having the children express their 
ideas and opinions keeps the learning environment interactive and interesting. It also allows 
me to see where the children stand in their beliefs and ideas. 

Although all is well in class, I want to encourage you all to ask the children about the 
lessons they learn in class and why what was taught is significant. There are two reasons for 
this. The first reason is to make sure the children are learning. Unlike a school, there are no 
tests, quizzes, or grades for this Sunday school class. There is no real way for me, the 
teacher, to know if the children are learning and remembering what they have learned. Also, 
it is very hard for you, the parents, to know if your child is learning anything at church. So, I 
think the only way to solve this problem is to regularly ask them what they have learned in 
my class and why it is important in their everyday life. 

The second reason to ask your children what they learned and why it 
is significant is to make sure I am teaching effectively. As a parent, I believe 
that you are all concerned if your child is learning effectively and receiving a 

good education. Although most of this is the student’s responsibility, if the 
teacher is bad, the student cannot learn. If the student is taking 
responsibility in class and is still not learning, then it is the teacher’s fault. 

I want to make sure that if the children are not learning, and it is my fault, that I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my actions and change the way I present the material so that they may 
learn better. 

Although faith is very important, faith cannot exist without knowledge. Without 
knowledge of God, Jesus’ teachings, or Jesus’ crucifixion, the basis of our faith would not 
exist. Knowledge in math, science, and literature is very important. That is why people go to 
school, to receive knowledge. In today’s times, our world is attempting to become more and 
more secular. The only place to receive knowledge of God is the church. I encourage you all 
to make sure that your children is receiving this knowledge of God in the most effective 
manner by making sure they are learning and also, by making sure that I am teaching 
correctly. Children must understand that God does not only exist on Sundays, but he is 
always with us,  
 

Sincerely, 

Edmund K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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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牽牽 動動動 心心心 弦弦弦 的的的 相相相 片片片 （ 一 ） 麥 仁    

 人們常說：「浮生若夢」，做人跟做夢一樣，我以為這個解釋未免“灰”了點。又說:「一生兒女債，半世老婆奴」，人活著就只為完成這兩樁使命。我覺得：「各人頭上一片天」……這一句俗語說得最好。每個人的生命，各不相同，無須羨慕別人的遭遇；自己儘管把眼前該做的做好，旁人的說話和批評都毋庸顧慮。祇是現實中各人對這幾句說話，有各人自己的不同演繹。可幸我自己的一生，靠上帝的恩眷活得很精彩…… 

 1990年底，小女兒（Nora）已經在密鑼緊鼓，準備過年後與 Ted結婚了。這個時候，我想：「我們倆老已不再年青，不能再跟年輕人拼博了，幸得天父垂顧，欠下五個兒女的“一生兒女債”已經功德完滿；其餘的，勉強也可以說“差不多”了吧！至於，另外還有那一項“半世老婆奴”呢？我想急不來，唯有在餘生慢慢“攤長償還”了！」於是，自己便從做了二十多年酒店的工作崗位正式退了下來。（“老婆”的身體本就像“林黛玉”一樣（多病）；見我已經退休、她自然也跟進了！）小女兒婚後隨夫居住，家裡只留下我們兩個“老人”。於是我在退休後也想遷居，原因是兩個老人用不著這許多個房間。（原來的房子有 2,800尺，是兩層的；內中包括 5個睡房、3個廁所。每週單單做清理的衛生工作，就要化很多時間。況且兩個樓層，很多時上、下樓後忘記了“為什麼”而要“走上走落”，太勞累了，對年紀大的人是不很適宜的。）更何況兩個人“霸佔”著這麼大的房子也未免太浪費了吧！ 

 於是，我們從大屋搬到現今的住所。遷進來的時候，這裡原是一間格局細小，只有三房一廳兩浴的老式小房子。因為這房子的飯廳、廚房與客廳的空間小，光線又不充足，處身於此，有“讓人透不過氣”的感受（難得“老伴”喜歡，我不便說什麼）。所以，我在遷進來之前，將這三者之間、兩幅分隔的牆拆掉了。於是飯廳和廚房又與客廳聯成一氣，感覺上光線與空間都好一些（最重要是心理上“覺得”比較舒服）。又因我們夫婦兩人用不著三個睡房，便將靠近客廳的房間門牆開大一些。（因為我喜歡做“揍仔公”－男褓姆，想到：看護幼兒，一個屬於兒童們自己玩耍的地方是必需的，也好讓我們容易照顧。可是時至今日，我們的孫兒女們都長大了，已用不著我這個“老”褓姆，連帶這個房間也成了“無用武之地”啦，祇能留作他們偶然“光臨”時玩耍之用。）房間的中央有一張按摩椅，是我每日早晨讀經和靈修的地方。另一角，放了一張小桌子，是老伴閒來玩電腦遊戲的地方。而我自己的電腦放在另一個睡房（孫兒們戲稱為
office）的，相互間不會有所妨礙。 

 由於我自己的“惰性”重，平日全無運動；近年來變本加厲，已經到了“足不出戶”的地步了！（非但“足不出戶”，如今懶得連後園都不出去。）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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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化最多時間，就是坐在客廳那一張坐了廿多年的“Lazy Boy”懶佬椅上。因為懶惰慣了，每天無論是看電視、讀書或看報，我都是半坐半躺在這張椅背上（很少會坐直身子的）；每坐著，我的臉面是一定對著壁爐那個方向。而壁爐那一邊，左側有一個電視屏幕，牆壁上掛著那幾張、和壁爐上放著的：除了一張“禮運大同篇”（是多年前，小兒子 James從台北故宮買來的紀念品）外，其餘的、全都是我們的家庭照片（全家福）。由右至左，是以拍攝的時間為依據，從 1965年初到洛城，在 Knotts Berry Farm由 George哥執鏡的“七人全家福”起，至近年的“廿四人全家大合照”。因為這些相片裡的人多，人像細小，與我之間又有一段距離，更因自己年紀大，在“老眼昏花”下、全都看得不很清楚；兼且天天對著，看慣了，所以平日也不甚在意。 

 那天，大兒子（Jack）獨自從外面走進屋裡來，他一雙手拿著大大的一塊（大約是 27寸 X38寸）長方型、用紙包裹著的東西。他一直走到壁爐前，放下後便退後幾步；用雙手比畫著，向左邊走兩步看看、再向右邊看看，如此這般地比劃了好一陣子。這時，老伴和我都在一旁靜靜地觀看著，祇見他好像遭遇到一些難以解決的問題。他站立在那裡，沉默不語……過了好一陣，他用手撕開包裝的紙張，回過頭來對我倆說：「這是去年感恩節時，在
Ted & Nora（小女兒和女婿）家拍攝的那張照片放大的。」（也就是去年我在聖誕卡上使用的那一張，朋友們看到了，都說：「你們家很多人！」）。 

 數十年來，我們的“全家福”照片很多，可是 2009年感恩節拍攝的這一張，跟以往拍攝的大不相同；因為這張相片裡面收藏著我們全家二十四個人的面孔，而這廿四張面孔都能一致地對著鏡頭，露出自然和可愛的燦爛笑容（這是我最鍾愛的一個和最 難 得 的 理由）。自從有了這張相片後，每當我的目光接觸到“它”時，我的內心便會不由自主地會說出“感謝上帝”的話來。相信很多人都難以想像，我每一天，都會因為這張相片而向上帝說出我內心收藏著的“感謝”。我感謝祂在過去的日子裡，對我和我們一家的無窮無盡的看顧；一直以來，在我們身旁無時無刻的守護與幫助。快 83年了！我實在沒法數算這 83年有多少事情我是要向祂感謝的……  （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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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生關生關生關生    
        
  凡是讀過四福音的人都知道主耶穌在最後的晚餐當中向著門徒做過兩件史無前例的大事：一是為門徒洗腳；二是聖餐的設立，兩者前後的編排沒有明確的記載。據學者的推測，可能是為門徒洗腳在先，依照經文的記載: 吃晚飯的時候，耶穌知道父已將萬有交在他手裡，且知道自己是從上帝出來的，又要歸到上帝那裡去。就離席站起來，脫了衣服，拿一條手巾束腰，隨後把水倒在盆裏，就洗門徒的腳，並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乾。耶穌洗完了他們的腳，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對他們說：「我向你們所做的，你們明白嗎？(約 13:2-5, 12-13)。從上段經文，洗腳是在晚飯之間開始的，應是在先；而聖餐設立，從經文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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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告訴你們，從今以後，我不再喝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國裏同你們喝新的那日子。」他們唱了詩，就出來往橄欖山去。”(太 26:26-30) 從最後的一句告訴我們，聖餐設立後，唱了詩，他們就散席離開了，因此應是最後的。濯足禮是每年在耶穌受難前一晚舉行。至於聖餐，我們聖公會極為重視，每主日崇拜都有舉行。 耶穌為門徒洗腳，只有記載在約翰福音，其他馬太、馬可和路加均沒有提及。記得有一次在查經班有位人仕問：何以主耶穌在晚餐中離席起來去洗門徒的腳？ 從字裡行間，似是禮賢下士，以謙卑的態度盼望門徒們彼此相愛，緊守祂的聖道。但實質上給他們洗腳是因當時看到門徒中間互相爭論誰將為大 (請參閱 可:9:33-35)，便作出一個奴僕的工作來感動他們，同時要他們深深刻在腦海中，祂召他們乃是要服侍人，不是統治人。 當今有不少教會仍在爭執著誰將為大，他們耗消不少精力和金錢去爭奪來滿足人屬世和自私的野心。他們不但不去謙卑地服事基督，反而利用基督的名，提升他們的地位和利益。 自從主耶穌設立聖餐後，對基督徒的信仰和崇拜有很重要的地位。自早以來，教會以聖餐為崇拜最神聖、最中心的一部份。聖餐有好幾個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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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思凱羅思凱羅思凱羅思凱    

    一、紀念----當主耶穌分餅和酒給門徒的時候，祂說: “你們以後當這樣做，以記念我。” 所以，我們每次領聖餐時，都是在追念祂的受難、祂的死、祂的復活，及榮耀的升天。    二、感謝----我們每次守聖餐，不但記念上帝藉著基督為我們所做的一切，同時也感謝祂的聖子，為我們流血赦罪。 三、聯合----每次聖餐，我們都領受基督的聖體寶血。所有領受聖體寶血的人，都是主的肢體。因此，我們不但與主聯合，也是彼此聯合，合而為一。 當我們懷著喜樂心情步向聖壇，謙恭地跪下去領受基督的聖體寶血時，我們應以心靈和誠實去感謝祂、敬拜祂，這才是我主耶穌所喜悅的。阿們！                  人的一生，總不免要置身於好幾個家，除了父母的家和自己建立的小家外，也一定還有各種不同形式，不同類別的家，視興趣、嗜好、信仰、理念之類別而參與為成員，所謂物以類聚，相聚而成了「家」，這樣的「家」，該稱廣義的家。   初生時，與生俱來的家，必然以父母為主軸，兄弟姊妹為附屬作歸依。父母育我！劬我！撫養我長大，栽培我成人，讓我受到靄靄的滋潤，親情摯愛的呵護，是個極其溫暖的安樂窩，避難所，保護傘，既可以防避烈日朝陽的暴曬，又可以躲避風雨的侵襲，甚至於可以抵禦外來的誘惑與困擾，家！予人的感受，永遠是溫馨又穩妥的所在。   我猜想世人無不由衷地愛自己的家，儘管富貴貧窮殊異，豪華奢侈，粗糙簡陋不同，畢竟在感受上「家永遠是自己的最愛，俚語謂：「金窩銀窩，抵不上自己的狗窩。」即使破爛得像狗窩，還是覺得自己的家最稱心，最合意，最可愛。   就因爲「家」的的確確是人們生活當中不可或缺的避風港，工作疲憊時的休憩站，也是緊張生活中恢復元氣的地方，更是自由自在隨心所欲放鬆自己實質的「居之安」。家，雖然簡單樸素，但卻是那麽的寬慰窩心。    人生三不幸中謂：「少年喪父，中年喪偶，老年喪子。」都足足説明了「家」遭逢突變，失去了家中的主要支柱而惶悚恐懼不已，惴惴難安。無端地蒙罩上愴悽的陰霾，坎坷的歲月就橫在眼前，顯然大不幸耶。故吾愛吾家也是必然之道。   教會即是教友的大家，基督是教會的頭，教徒便是基督的肢體,頭與肢體相絜繫而形成了「基督之家」，跟與生俱來的家有別，它卻是重生靈命之家。   重溫昔日舊時夢，點點滴滴就在眼前。我就讀的武昌聖希理達女中，校方總是千方百計的引領應屆將離去的
 11

結業學生皈依基督，一批罩上白袍的少女。沉醉在聖誕子夜崇拜的歌聲中領受了洗禮，歸入聖公會宗派，我即其中之一。   聖公會一向著重於辦學校，興建醫院，設立教堂並不十分普及，除了大城市數得出的幾座宏偉的大教堂外，鮮少小教堂的存在。即使後來遷居臺灣情形也大致雷同。美國雖是聖公會的大本營，依然鳳毛麟角，一堂難求，尤其中國聖公會教堂，簡直無處覓。我不得隨寓而安，就近禮拜吧！   前不久，我去另一座海濱老人公寓，為文友華安拿申請表，無意間遇到一位聖公會的尤牧師，我分外的驚喜雀躍，主日，他開車接我們去「聖方濟堂」參加崇拜，肅穆的氛圍，傾時滌淨了我心中的雜念，我虔誠的跪下接受聖體與油膏，心坎一陣悸慟，倍覺靈動的欣悅。當杜康牧師 The Rev. Bruce Dun Can 宣稱：「歡迎妳回家…」，我終於忍不住落下一粒淚珠，三位聖希達的學姊都伸出臂膀向我擁抱，我告訴他們：「回家的感受真不錯…」。     
 

親愛的聖家百利堂弟兄姊妹親愛的聖家百利堂弟兄姊妹親愛的聖家百利堂弟兄姊妹親愛的聖家百利堂弟兄姊妹：：：：        自去年九月回港工作，轉眼間已有半年沒有跟大家聯繫了。這半年的時間過得真快，從一開始對審計一無所知、認識一班同事，到跟這班好同事並肩作戰、加深認識並成為好友──一切都是藉著上帝的保守帶領。不得不提，上帝還巧妙地安排我和Ambrose (盧牧師的兒子，亦是我自小學認識的老朋友) 在同一所大廈上班。原因是我因工作的關係被安排到客戶在太古城的辦公室上班，恰巧Ambrose 的寫字樓在該辦公室的樓上，他便理所當然成為我午餐的「飯腳」了。有次我還慶幸參與Ambrose公司Christian Cell Group 的午餐聚會呢！  幾天前我得知盧牧師來港渡假，牧師一家在百忙中抽空來我家作客。我們兩家人就像老朋友般重聚──有牧師、師母，和我爸爸三位中大崇基校友，有我和 Ambrose兩個老朋友，大家都享受豐富的晚餐，又不斷地「話當年」，談得不亦樂乎。  在此，我謹祝各弟兄姊妹生活愉快，主恩滿溢！ 如大家到香港渡假，請記得與我聯絡！我電郵是 chris1chan@gmail.com,手機號碼 +852 98144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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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主內主內主內    
陳恆澤陳恆澤陳恆澤陳恆澤    

 

黃豆（二） 淡菜黃豆湯淡菜黃豆湯淡菜黃豆湯淡菜黃豆湯 材料：（十人份）黃豆 6 安士、腐竹 2安士、紅蘿蔔 4安士、冬菇 4只、豬骨 6 安士、雞骨 6 安士、淡菜 20 只、乾瑤柱 2粒、薑 1小塊、鹽、雞精。 制法：（1）黃豆、冬菇、淡菜、乾瑤柱裝在一起，用水浸泡二小時以上；紅蘿蔔去皮切成小塊；腐竹用水浸至軟化後，切成段。（2）豬骨、雞骨斬件並飛水，撈起並用自來水沖淨待用。（3）用湯煲裝入約 13飯碗水，把浸泡過的黃豆、冬菇、淡菜、乾瑤柱以及紅蘿蔔塊、豬骨、雞骨、薑片也放入其中，猛火燒滾轉為小火煲二個半小時，加入腐竹，繼續煲半個小時，撈去浮油，放入鹽、雞精調味，湯即成。   黃豆，除了用作煲湯，也可以用來燒菜，以下，給大家介紹一道菜：“黃豆燜排骨”。 黃豆燜排骨黃豆燜排骨黃豆燜排骨黃豆燜排骨 材料：（十人份）排骨 1磅半、黃豆 3 安士、薑 3 小塊、蒜子 4 瓣、紅蔥頭 2粒、生抽、老抽、蠔油、柱侯醬、食油、麻油、料酒、胡椒粉、生粉、二湯。 制法：（1）調味料：半茶匙柱侯醬、老抽、生抽、蠔油、麻油、糖、胡椒粉各少許，放入一個小碗裡，攪勻即成，放置待用。（2）蒜子去衣切成蒜茸，紅蔥頭去衣後切粗粒待用。（3）用水將黃豆沖洗乾淨，瀝去水分，放到鑊裡，燒中火炒至黃香熟透，盛起用水浸泡片刻。（4）把浸泡過的炒黃豆放入鍋內，加入二湯或水，燒滾後調為慢火滾十分鐘，熄火，待用。（5）將排骨飛水，撈起待用。（6）燒紅鑊，落食油少許起鑊，將薑塊、蒜子、紅蔥粒放入爆香，放入排骨炒至幹水，贊料酒，把小碗裡的調味料加入其中，炒勻。放入已經煲過的黃豆，加二湯，蓋上鑊蓋中火煮二十分鐘，放入味精調味，用生粉勾芡，加尾油和勻上碟便成。 註註註註：：：：也可以用炒黃豆燜兔肉、燜雞、燜鴨，炒黃豆的香味滲入其中，自有一番鬱香味道。 
 13 

                         堂議會決議堂議會決議堂議會決議堂議會決議    本堂議會重申對聖言及普世聖公宗的團結的堅貞不渝；故此，基於聖經的教導及蘭柏會議有關決議，本堂議會對一位公開同性戀者當選為本教區副主教一事，深表遺憾。  
In the light of the teachings of the Holy 
Scripture and the relevant resolutions of the 
Lambeth Coference, the vestry reaffirms its 
steadfastness to the Word and the unity of the 
Anglican Communion worldwide, and we 
deeply regret that an open partnered Lesbian 
is elected Bishop suffragan of our Diocese. 

     

一天，一對夫婦走進一間精品店，打算給女兒選購一份生日禮物。他們看上一隻精緻的茶杯，正讚歎那茶杯美麗，茶杯對他們說：「謝謝你們的讚賞。我本來是很醜陋的，不過是一堆濕泥。一天，有個人用他那又髒又濕的手，把我放進一個正在轉動的東西上，轉得我頭昏腦脹。然後，他用針狠狠地刺我，痛得我要命；接著發生更恐怖的事情，他把我放入一個熱烘烘的火爐中。我被火烤著，又熱又痛，快要支持不住了，有氣無力地求他住手……不知過了多久，那人才把我取出來。跟著來了一位女士，她在我身上繪畫東西，那油漆味惡臭極了，然後她將我交回先前的那人。那人再將我放進火爐裏，我再經歷另一番折騰。最後，我被取出來，包裝、送到這店鋪來！店主人把我擺在這個架上，放在這面鏡子前。當我看見自己的樣子時，我真沒法相信我竟變成這美麗的模樣。我才明白之前承受的一切痛苦都是值得的。假如沒有這些苦楚，我現在仍是一堆泥。痛苦已成過去，在我身上的漂亮卻是永遠的。」 
***   ***  ***  ***  ***  ***  ***  ***  *** 

  上主塑造人，會配合各人的不同需要和特質，有不同的塑造，塑造成合祂心意的人。上主按照祂的心意塑造你和我，以及其他的人。祂塑造我們的方式也許未必如我們的期望和計劃，但卻出於祂的美好的意願。上主在建立一個人之前，首先會進行破壞和拆毀，過程雖然痛苦和漫長，我們卻須保持耐性和謙遜。   過去三年的修道生活，我對上帝的話語漸漸培養一份敏銳的心。我渴望效法善牧基督全心向天父交付自己。耶穌基督的「空虛自我，謙抑自下」，正深深吸引著我，我明白到若要侍奉上帝和祂的教會，除了走耶穌基督的道路外，別無他途。   去年我曾經歷一段內心充滿痛苦的時期，跟團體中眾弟兄相處的困難，



 14 

以及面對自我及個人成長的掙扎，常令我在每天早上的默想祈禱，難以集中精神。我把這些困難坦誠和神師分享。神師教導我注視耶穌，耶穌應常是我們師法的榜樣。我慢慢學習放下先前的執著，把它們奉獻給耶穌。當我靜下來時，發現上帝原來一直在工作，祂讓我透過心靈黑暗的經驗，信賴祂的慈悲和帶領。   「不論我們的處境如何，復活的基督不懈地尋覓我們，祂常常與我們重聚。」(選自泰澤書信)在這個復活期內，讓我們在以瑪忤斯的路上與復活的基督相遇，讓祂熾熱我們的心靈，縱使我們有時像門徒一樣無信和心硬，但我們要「渴望」基督的愛，由祂來堅固、轉化我們的心靈，同心同德為傳揚福音而奉獻生命。◎ 
 

 

 

April is a month full of joy and a strong sense of vision. In the 

beginning of the month, we have more than a hundred members joyously 

celebrating our Lord’s resurrection in the Easter service. Then, I have a 

break in Hong Kong where I have reunions with my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I also made a home visit to Chris who recently returned to work 

there. I enjoyed a very relaxing and pleasant holiday. 

      Our Lord appears to the disciples twice after he was raised from the 

dead. However, the disciples still miss to catch the meaning between our 

Lord’s resurrection and their own life. They return to their own trade– 

fishing. To them, faith is faith, bread is bread; they still have to make a 

living. At that time, our Lord Jesus appears on the shore preparing 

breakfast for them; then, our Lord breaks bread with them and have 

breakfast with them. The disciples are enlightened, and accept our Lord’s 

call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to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that God 

reconciles with man. (John 21:1-17) 

      Today, the risen Lord who prepared breakfast for his disciples is 

still calling us. Our Lord calls us through the ministry of St. Gabriel’s, for 

example, our Sunday school, which is now a renewed one. Some members 

have responded to our Lord’s call, accept the challenge to nurture our kids 

 15 

and to make our Sunday school a happy home as our students grow in faith. 

Now, we still need more Sunday school teachers to join our nurturing team. 

Let us work together through the Sunday school to spread the good new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We fervently pray that more members of 

the congregation will respond to our Lord's call. 

      Immediately after April is the coming of the World Expo in 

Shanghai . How blessed we are, as ethnic Chinese, to be living in this 

generation! Because this Expo is the event that numerous number of our 

forefathers had never dreamt of, and that they had never able to witness for 

their whole lives. We, all Chinese, should give our thankfulness to God for 

this event. In the previous World Expo, one used to see the first telephone, 

typewriter, sewing machine, automobile, refrigerator, phonograph, etc. But 

the theme of this Expo is “ Better City , Better Life”– a bit different from 

previous ones. The exhibition intends to give the world some ideas for 

urbanization in the future, to offer means that could harmonize city and 

environment. Through this theme, I can sense the risen Lord who prepares 

breakfast on the shore is also calling us. 

Firstly, to the world,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appeals to a green, 

low-carbon lifestyle. But for the people of faith, “better life” is not limited 

to material sense. We believe in the importance of the spiritual dimension 

to an abundant life. That means we have to live out the good news in order 

to appreciate the real meaning of “a better life.” Secondly, according to the 

estimate, there will be 70 million visitors to the World Expo, of which 

more than a million are Christians. Hence, the faithfuls in Shanghai will 

enjoy a good chance to meet other Christians coming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and to worship with them, to have sharing time or fellowship 

with them. This is an update version of the communion of saints, and a 

good opportunity to know and share with among us Christians. It is also a 

good opportunity for us Christians to testify together the message of the 

good news. 

      On the other hand, the risen Lord who prepares breakfast on the 

shore is also calling us through the earthquake victims, who are badly 

devastated, in Yushu county, Qinghai province. They remind us of the 

least of our brothers who are so easily being overlooked or forgotten. Our 

risen Lord calls upon us to be empathy, and to pray and give generously 

for them. We pray that they may eventually experience the good news. 

      Finally, let us pray, in the light of the good news, for our recently 

departed brother Fok Kuen. The Lord is risen, Allelu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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