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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前，當我清理書房時，發現幾盒完封未用的柯達膠卷菲林。自從數碼相機普及後，我已很久沒有碰過膠卷菲林了，然而它卻使我聯想起它的發明人和柯達企業的創辦人佐治伊士曼(George Eastman)。此君白手起家，事業頗為一帆風順，發了大財，生活富足，日子安舒，並捐了上億元給各慈善機構及學府，特別是麻省理工學院。但當他活到七十七歲時，有一天他拿起槍來，向自己的心房響了一聲，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他留下一張字條寫道：工作既成，何苦等死?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他晚年時的健康的確不是太好，可是他自我了斷的原因卻不是病痛，而是沒有挑戰，生命變得空洞。 十一月一日是諸聖日，是我們景仰教會先聖先賢的日子。我想到聖保羅當日作外邦人的使徒時，面對很多挑戰，吃盡不少苦頭，但他卻越活越精采。按哥林多後書十一章記載，聖保羅在第一次傳道旅途中，飽受各樣的試驗，他被鞭打，被棍，被石頭打；遇壞船，行遠路，遭江河、盜賊、曠野、假弟兄的危險；更受勞碌、困苦、飢寒、赤身露體的煎熬；又要為眾教會掛牽，可謂心力交瘁。(哥林多後書 11:24-28)。不但如此，他還得了一種病，他描述為一根插在他身上的刺，使他苦上加苦。他哀求主拿掉那根刺，上帝不答應；再求，也不答應；第三次求，還是不答應。所以他慨嘆：有誰軟弱我不軟弱呢？(哥林多後書 11:29)。大家可想像，聖保羅這樣活著，容易嗎？還可以長久撐下去嗎？後來，他反省發現，上帝拒絕他的請求是因為主要讓他在自己的軟弱上榮耀上帝。他受諸般挫折，吃盡各樣苦頭，但並沒有倒下來，還可以為主工作，足見主的恩典何等大，足見上帝的恩典足夠他使用。“我為基督的緣故，就以軟弱、凌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樂的，因我甚麼時候軟弱，甚麼時候就剛強了！” (哥林多後書12:10)。 各位主內兄弟姐妹，在這感恩的十一月份，我們再一次在上帝面前，督促自己，為主在才能、時間及金錢上，作一個精明的管家。我知道，這是一個艱難的年頭，時下經濟不振，失業率高企，收入縮水。大家在這些日子都不好過，至少比以前不好過。然而，聖加百利堂的財務現況是極之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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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說，危矣！所以，今時今日當聖加百利堂的教友，真是充滿考驗，充滿挑戰。但我們是屬主的人，主的恩典一定足夠我們用，知道我們雖在挑戰、壓力面前容易軟弱下來，但主的力量總會托著我們，不讓我們跌倒，不讓我們作逃兵。讓我們一起禱告，一起奮鬥，盡心盡力，一起見證上帝的恩典。請不要忘記，安舒富足的生活會使人的生命失去焦點，甚至像伊士曼一樣，惹來亡身之禍。而困難挑戰，卻使我們活得更有力量，像聖保羅一樣，越活越精采。共勉之。 
  「「「「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我勸你第一要為萬人懇求、、、、禱告禱告禱告禱告、、、、代求代求代求代求、、、、祝謝祝謝祝謝祝謝。」。」。」。」((((提前二提前二提前二提前二：：：：1111)  1. 為本堂信眾的平安和健康祈禱：求上主增強我們的信心；保守老弱、病患者；復求上主大能的手觸摸他們，醫冶他們，使他們早日痊癒，身心康健。 2. 為我們的粵語和國語查經班禱告：祈求上主激勵更多的人加入查經班。我們願時時刻刻將神的話語記在心裡；我们都希望屬靈生命獲得長進。 3. 為香港禱告：求天父賜智慧和愛心給政府官員，引領他們同心協力為香港市民服務，俾建立公平、公義、和諧的群體關係，而香港亦得以持續發展。 4. 為管家奉献禱告：願人人同心戮力，踐行十一奉献，讓上帝的歸回上帝。 5、我們感謝上主，使我們能生活在陽光明媚的南加州，得享豐衣足食。我們為遭遇上 天災人禍的國家祈禱，特別是遭受洪災的泰國和承受地震破壞的土耳其。求主施恩，憐憫當中的災民，安慰他們，賜他們日常需要；又賜他們勇氣，去面對困難的生活和考驗。 6、我們為利比亞結束專制獨裁的统冶，利國人民生活有了盼望，得享民主、自由與和平而感謝上主。求上帝繼續施恩，使利國上下團結一致，同心合力，建立文明昌盛的國度。       （（（（Pui yu Wong 提供代禱文稿提供代禱文稿提供代禱文稿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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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我問你：一個老婆婆活到 102 歲時，你想她每天還能做些

甚麼呢？你或許會這樣答我：可能她整日躺在床上或坐在沙發椅

上；又或者睡在房間做著往日的舊夢；又或者坐著輪椅，向著窗外

欣賞外面的景色，或沉思著過去悲歡離合的往事。剛才想象的是通

常一般老人所常做的，但要知道凡事都有例外(exception)的，這位一

百零二歲的老婆婆在上星期於百忙中飛往華府(Washington, D.C.)去

接受國會頒給她最高齡且最有成就的工作者(Worker)的

獎章。      

    這位老太太名叫保爾雅(Bolgar)，於第二次世界大戰

德國入侵她的祖國奧地利(Austria)之前的兩星期，她與父

母逃到美國，開始他們的新生活。她接過獎章之後，向觀禮人士作短

講，一開始她就講及 “老”是人生必經之路，沒有甚麼可怕的，最

重要的是要老得華貴，溫文而有尊嚴。講到“工作”，它是無分高低，

要緊的視乎你所做的工作，間接與直接有無幫助別人。她亦深信助人

為快樂之本，看到有需求的，當伸出你的雙手；有難題的，幫他解決，

這是做人的本份。談到“死亡”的問題，她認為死亡並不是一件可怕

的事，她從來沒有刻意的去想它。她主張：一個人若然一息尚存，都

要竭力去求生；生命是寶貴的，是造物者賜給我們的。 

    保爾雅太太是心理治療專家，每天除替病人診治外，又研究每一

個病人的病症，她還向她的助理和實習學生作臨床的講解。她一天忙

到晚，還抽空去寫有關心理的論文；到現在她已出了兩本著作，頗受

醫學界重視。 

    一位友人看到她如此一天忙到晚，便問她到

底要忙到什麼時候才停止下來？她回答說：“我

現在忙到連死的時間也沒有！”她向這位朋友暗

示：她是不會停止工作，直到死的那天。 

    這位老太太給我一個重大的啟示：一個人不可因年老而停止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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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其實，工作有很多種樣式，有輕有重；只要你去挑選你所好的和

能力所及的就好了。我常聽到當邀請教會和社區團體的人士擔任某一

工作時，他們總是說：“我老了，怕做不來！”其實以“老”為藉口

不是一個真正的理由。只要你有一個口、一雙手和一個熱誠的心，一

切工作是可以做得來的。 

    依照醫學常識，經常工作對一個人──特別是上了年紀的人的思

想和身體各部份機能有極大的幫助。正如一輛汽車，若沒有經常的使

用，久而久之，它的機件會因鏽蝕而敗壞失靈的。又有一位籃球健將，

他證實在球場上是越跑越有氣力。可能這位老太太因繼續工作而加強

了她的生命力。 

    美國人一到五、六十歲之年便開始計劃退休。我有一位舊同事，

前年宣佈退休；一年後，我碰到他，問起他的退休生活，他感到非常

後悔。他說自從退休後，因不必上班，故每天起床無定時，也因此食

睡同樣無定時。有時是一天忙到晚，而有時卻是無所事事，遊手好閒，

不知要做什麼才過日。他有意回來工作，過著惜日的生活：定時上班，

定時工作，定時下班，有規律的生活。 

    我們教會的會友，不少已登耆英之年，他們都是愛主、愛教會的

信徒。可是有些耆英會友，仍抱著世俗思想，

以為自己為子女做了大半世，現在是停止工作

的時候了；他們卻忘記“學到老、做到老”人

所共知的銘言。學與做是無止境的，不管你活

到多少歲，工作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工作，生

命才會持續，生活才有真正意義。主耶穌曾告

訴我們，祂不要祂的一個兒女不做工；祂不願自己的葡萄園有閒站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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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順之年」----語出孔子的語錄《論語·為政》：“吾十
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
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 

到了六十歲時，人生態度當更為圓融，能聽得進不同的
意見，清楚理解聽到的話；盡可能要求自己做到不偏執、不
固執任何特定的立場觀點；對事物也盡可能從各種不同的
角度設身處地，作最大可能的同情了解；對各種不同的言
論、意見，不會不理解、不接受，達到了「聲入心通」、
「融通是非」、自然明白真偽的境界。「耳順之年」也就是
六十歲的代稱。 

「花甲之年」，也是六十歲的意思。所謂「一個花甲」，也
就是一個「甲子」，六十年的歲月。三千年前，中國商朝的時代
經已採用「甲子」紀年、紀時和紀日。 

所謂甲子，就是 :  
「十干」(十天干： 甲、乙、丙、
丁、戊、己、庚、辛、壬、癸)  ，
和 
「十二支」 (十二地支：子、丑、
寅、卯、辰、巳、午、未、申、酉、
戌、亥)。「十干」和「十二支」兩
者相配，起首是「甲子」，終為「癸
亥」，六十年周而復始。  
 

 

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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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雞田雞田雞田雞（（（（三三三三））））杞子燉田雞杞子燉田雞杞子燉田雞杞子燉田雞    

材料：[六人份]田雞二隻（約 1 磅）、瘦豬肉 2 安士、枸杞
子半安士、幹槐山半安士、紅棗 2 枚、薑片 2 片、鹽、雞精。 

制法：（1）將田雞開肚去掉內臟、去掉頭和皮，洗淨斬成
小件；瘦肉切成半寸方粒；藥材洗淨待用。（2）燒滾水將田雞
和瘦肉飛水，撈起洗淨後放入燉盅內，枸杞子、幹槐山和紅棗也
放入燉盅內，加入清水 5 碗，燉三小時，撈去湯裡的浮油，用鹽
和雞精調味即可食用。 

注：民間相傳本湯水有益肝腎、補脾胃和明目之功。槐山和
枸杞子是常用的食療材料。槐山，又稱山藥，性味甘、平不燥熱，
益肝腎、補脾胃。枸杞子，性味甘、平，能生精助陽、益筋骨、
促造血、明目去勞。 

田雞冬瓜湯田雞冬瓜湯田雞冬瓜湯田雞冬瓜湯 
材料：[六人份]田雞二隻（約 1 磅）、瘦豬肉 2 安士、幹瑤

柱 2 粒、冬瓜 1 磅、薑片 2 片、陳皮 1 小片、清雞湯 1 罐、鹽、
雞精。 

制法：（1）將田雞開肚去掉內臟、去掉頭和皮，洗淨斬成
小件；瘦肉切片；幹瑤柱用水浸泡 10 小時；陳皮用水浸泡後用
刀刮淨；冬瓜洗淨去皮、瓤、籽後切成小件。（2）燒滾水將田

雞和瘦肉飛水，撈起洗淨。（3）將
清雞湯、水 5 碗、瑤柱、冬瓜、陳
皮和薑片放入鍋內燒滾後，放入田
雞和瘦肉，燒滾後調校為慢火煲 15
分鐘，用鹽和雞精調味即可食用。  

注：本湯水的食療功效：清燥祛
濕，利水消腫，潤膚養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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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納爵依納爵依納爵依納爵    

                                
     一天，一位青年向一位老禪師請教，老禪師還未開口，那青年便已雄辯滔滔談論他的看法，說了半晌，老禪師拿起水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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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疑惑地問：「師父，為什麼水滿了，您還是一直斟下去？」老禪師笑著說：「你來向我請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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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則故事讓我記得多年前曾參加的一次退修，主題是「祂使我的杯爵滿溢」。修女要求每位參加者自備一隻水杯，整個退修就圍繞著「杯」反省我們和上主的關係。退修的內容和細節已忘記了，不過我仍然記得當我捧著自己的杯，細心觀察時，別有一番體會。雖然我一直使用這隻杯來喝水，不過卻鮮有機會拿在手中慢慢欣賞它的圖案。   原來在營營役役的繁忙生活中，我們甚少注意身邊的人和事物，於是許多美好的事物都白白溜過了，沒有機會去欣賞和品味。因此，雖然我們自稱基督徒，但卻沒有真正把上帝放在生命中的首位，更沒有以祂的說話作為我們生活和行動的準繩。於是，在發生困難時，我們雖然知道要信賴祂，把一切交託給祂，但實際上我們卻緊握不放，也沒有察覺上主就在我們身旁支持我們。我們若能把生活節奏放慢一點，細味生活的點滴，多留意祂的行動和足跡，我們就發現上主親臨我們遇到的人和事件中。在平凡生活中，我們一樣可以和上帝相遇，在個人的內心深處，和祂對談。   「杯」好比我們生命的承載度，它是一個標記，提醒我們需要常常空虛自己，來盛載天父的慈愛和恩典，否則就像故事中的青年般，雖向老禪師請益，卻滿肚子理論，無法聽得下別人的教導。   透過這次退修，上主讓我明白：真正的謙卑，是看見自己是上主臨在的器皿。唯有如此，我們才能成為上主的工具。在馬利亞身上，我們看到當她答覆上主的邀請，做救世主的母親時，她回答：「看，上主的婢女，願照你的話成就於我罷。」雖然馬利亞不完全明白，但她願意和上主的計劃合作，成了信徒的模範，所以我們稱她為完美的門徒。   當我們滿腦子計劃時，其實正是窒礙上帝在我身上實行祂的旨意。只有當我空虛自己，放下一切執著和意願時，上帝才能實行祂的旨意，「祂使我的杯爵滿溢」，讓我們努力成為一隻為上主充滿的杯爵，愈顯主榮。       (下載自 http://apostolatus.blogspot.com/2011/08/blog-post.html) 

祂使我的杯爵滿溢祂使我的杯爵滿溢祂使我的杯爵滿溢祂使我的杯爵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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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found few boxes of brand new Kodak film when I cleaned up 
my study room a couple of months ago. Since the popularity of 
digital cameras, I have not used the negative film for a long time, 
but it reminds me of its inventor and company founder- George 
Eastman. Starting from scratch, his business was successful and he 
madea great fortune. He had a comfortable life, and donated over 
100 million to various charitable organizations and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MIT. One day in his seventy-seven, he took a gun and 
shot at his heart to finish his life. He left a note that says, “My work 
is done. Why wait?” Though his health condition was really not 
very good in his last two years, his suicide is not due to poor health. 
His suicide is due to a hollowed life resulted from lack of challenges 
and struggles. 

 
November 1 is All Saints' Day, a time for us to remember our 

church fathers and Church members. Today, let us learn from St.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gentiles. He had faced many challenges, bore 
a lot of sufferings, but his life was uplifting. According to the 
eleventh chapter of the Second Corinthians, St. Paul, in his first 
missionary trip, had been lashed, beaten, stoned; exposed to dangers 
of shipwrecks, danger from rivers, danger from bandits, danger from 
fellow Jews, and danger from false believers. He also labored and 
toiled for the mission and suffered from hunger and thirst, and cold 
and nakedness. He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churches that he had to 
cope with the pressure daily. All these made him almost physically 
and mentally exhausted (II Corinthians 11:24-28). So he lamented: 
“Who is weak, and I do not feel weak?”(II Corinthians 11:29). 
Worst still, he had got a disease, which he described as a thorn in his 
body. He begged our Lord to remove the thorn, God declined; 
begged again, declined again; begged the third time, decline the 
third time. So, we can imagine what a tough situation St. Paul had 
experienced. We would wonder how long St. Paul can manage to 
live like that. However, he later discovered a spiritual truth that God 
declined his prayers for his weakness brought glory to God. It w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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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ue that he suffered all sorts of setbacks, endured all sorts of 
suffering, yet he did not collapse. The fact that he could carry on 
with God’s work indicated he was embraced by the grace of God, 
and God's grace was sufficient for him. “Therefore I take pleasure in 
infirmities, in reproaches, in needs, in persecutions, in distresses, for 
Christ’s sake. For when I am weak, then I am strong.” (II 
Corinthians 12:10).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Lord, This November, a month 

of thanksgiving, calls us once again to come before God, to urge 
ourselves to be a diligent steward in terms of our talent, time and 
money. I know that it is a tough time now, the economy is flat, 
unemployment rate stays high, and income is shrunk. Our days now 
are not that comfortable, at least less comfortable than our previous 
years. However,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St. Gabriel’s is far worst; 
it is critical! Hence, members of St. Gabriel’s are facing great 
challenges. But, fear not, for we are God’s people, and God's grace 
must be sufficient for us. Although we are facing overwhelming 
pressure, we can still stand firm, we shall not fall, we shall not be 
deserters, for God’s strength is with us. Let us pray together, 
struggle together, be dedicated to witness God's grace. Please do not 
overlook the lesson from George Eastman that life may lose its 
focus and become hollowed when it is too comfortable. However, 
life with difficult challenges will empower us and uplift us like St. 
Paul. Let us encourage each other in God’s providen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