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lloween 這個民間習俗節日，近年來差不多全球
各地都有舉行慶祝，所不同的是慶祝的日子、名稱和方
式。例如菲律賓，他們訂在十一月的頭一日；那天大夥
兒一早就預備好鮮花、食品、蠟燭、椅桌、帳棚等，一
齊到墓地去。在那裡，人們圍坐起來，唱詩、誦經，不
時有親朋到來墳前拜祭，奉上一對紅色蠟燭，作為拜祭
手信，禮尚往來，人來人往。不久整個墳場，濃煙四起，
到處聞到蠟燭燃起的氣味。小孩子穿著奇異衣衫，吹著
口琴，載歌載舞，逐個墓地去索取糖果或小錢。當地有
錢人家，將墓地建成一座小洋房或小禮拜堂，裡面設有
冷氣、水電，非常舒適。有的開打牌，或看電視，在
那裡守候，直至清晨。故此，馬尼拉的華人義山(墳地)，
馳名遠近，是遊客必到之地。 

歐洲及北美的國家，大都是在十月的最後一天舉行
慶祝。其他南美國家則叫該日為 Kawarqanchis，而非
洲稱 Dance of Egunguns，舉行的日子各有不同。 

    Halloween 起源於二千年前，相傳古時愛爾蘭人 

(Celts) 相信地球上數量眾多的鬼魂在每年十月最後一
天的晚上便出現在陽間。因此他們在那天晚上舉行拜祭
儀式，除敬拜已故的親人外，他們還特地供奉天神，盼
望來年風調雨順，農作物豐收，這一節日稱為 
SAMHAIN。後來羅馬軍隊戰勝愛爾蘭人，便正式以
SAMHAIN 作為愛爾蘭的民間節日。直至七世紀，教
宗 BONIFACE IV 宣佈，為紀念死去的烈士和聖人，
定十一月的頭一天為 All Hallows’ Day (後來改稱該日
為 All Saints Day)。 Hallow Even 是在十月的最後一
天，即 All Saints 的前夕，後人將 Hallow Even 連接
起來，稱之為 Halloween。         (未完，下接後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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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最近蓋洛普 Gallup Poll 民意調查，75％的美國人認為宗教對美國社

會有積極貢獻，同時有 77％美國人認為宗教在美國生活的影響力正在失
去！ 

按 2012 年美國和加拿大教會年鑑 The 2012 Yearbook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Churches reports 的統計資料，2012 年全美國教友人數為 145,691,446
人，比 2011 年下降了 1.15％，其中，聖公會跌了 2.71％（至 1,951,907 人），
聯合衛理公會跌了 1.22％（至 7,679,850 人），長老會跌了 3.45％（至 2,675,873
人），信義會跌了 1.45％（至 2,278,586 人）。跌！跌！跌！回顧我們美國
聖公會在六十年代中期有三百五十萬教友，現失去了一百多萬人，大跌了
40％，而美國人口同期卻增長了 50％以上。哀哉！ 

教友人數大跌是跨宗派、跨地域性的，是全國性的普遍現象，很難用
三言兩語解釋清楚。我只可以說，面對這時局，是我們每一位愛主的人奮
發圖強，為主在罪惡魔鬼面前宣戰的時候。 

和煦的冬天陽光靜悄悄地又來到聖加百利堂，這是我在這裡牧養的第
七個年頭。回首 2006 年，即我到任前的一年，聖加百利堂全年每主日平均
崇拜人數為 59 人；2007 年為 68 人；2011 年為 72 人；2012 年為 77 人，由
2007 年至 2012 年，平均崇拜人數些微增長了 13％。但同一時期，美國聖
公會教友人數由 2007 年的 2, 116,749 人下降至 2011 年的 1,951,907 人，跌
了 8％！。 

在這七年中，有教友安息主懷，有教友行動不便，有教友遠去謀生，
又有教友因種種原因而不能回堂崇拜。我們聖加百利堂是在如此情況中爬
上來的，是不少愛主的教友作出諸般的無私貢獻換回來的。我們為這些愛
主愛教會的人感謝主，更為主使用我們聖加百利堂作他的小兵而感謝主。
但我們若要保持戰績，我們不只要有一顆感恩的心，我們更需以史為鑑。 

一百多年前，即 1900 年 6 月 17 日，八國聯軍攻陷天津大沽口炮台。
該炮台位於天津市東南 60 公里，東臨渤海，北靠京山鐵路，是天津門戶。
八國聯軍只用了一萬六千人，不消十幾天就從天津打進北京城，導致 1901
年 9 月 7 日，清政府與八國聯軍簽訂了喪權辱國的《辛丑條約》。這次敗
仗，很多人都歸咎於晚清腐朽無能，武器裝備落後，所以戰敗。誰知 1870
年時，清政府還是世界各國的國民生產總值(GDP)第一的國家，在鴉片戰
爭後就引進了不少世界先進武器裝備。所以八國聯軍時，清兵的武器是達
到世界先進水平的。可惜不知甚麼原因，清兵還是被擊潰。但從當時一位
英國海軍統帥西摩中將（Michael Seymour）親歷的一件事，可露端倪。聯
軍佔領了天津附近的一個中國軍火庫時，他驚奇地發現大量當時世界上最
先進的武器，很多還未拆封開箱的；其中包括 36 門 87 毫米的和 60 門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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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米的德國製克虜伯大炮 Krupp cannon；3 萬支最先進的來福槍；3 萬把刺
刀及其他許多武器和軍用品；約時值二百五十萬英鎊。 

由此看來，清兵不是沒有好武器而戰敗，只是有大量先進武器還藏置
在倉裏，沒有盡快拿出來使用而矣！我們是基督的小兵，我們需要充足的
軍糧才能為主應戰。我們聖加百利堂今年預計將有 28,000 元的赤字。我相
信我們全體信眾是有能力維持我堂收支平衡的－只要我們不把部份軍糧收
藏在私人口袋裡即可。若我們不能維持收支平衡，繼續吃老本，不消幾年，
我們便彈盡糧絕，即使到時我們願意把私藏在自己倉庫中的軍糧拿出來，
再也無濟於事了。我在此呼籲大家本著一顆愛主的心、感恩的心，做一位
上帝眼中的好管家。  
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你的牧師    

盧君灝         **************************** 

 

XIE, Shu Qin 謝淑琴 11 月 2 日  Man, Pauline 文美圖 11 月 17 日

KWAN, Evelyn 關芝娟 11 月 5 日  Nannette Li 李佩瀞 11 月 19 日

LAU, Mei Chung (the Rev.) 劉美鐘 11 月 5 日  WONG, Alexander 王家樂 11 月 21 日

CHIH, Pearl Po-Chu 植劉寶珠 11 月 11 日 WONG, Wing-Leung 王永良 11 月 21 日

WU, Jin 吳瑾 11 月 12 日 KUNG, Phebe 孔李麗娥 11 月 23 日

LAI, Alice 黎張亞莉 11 月 13 日 CHAN, Bonny 陳婷欣 11 月 24 日

BAI Tao 白濤 11 月 13 日 LUNG, Roy (Dr.) 龍之榮 11 月 28 日

CHAN, Benson 陳紀年 11 月 15 日 QIU, Jili 邱吉力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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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4 日国语团契聚会顺便庆祝中秋节，大家聚集在一起享受丰盛的
食物，吃月饼，分享神的话语。来美国这许多年，每当过中国的传统节日，

我都会想到一节经文：＂神叫孤独的有家．＂（诗篇 68: 
6）。刚来美国时，我们是在明州，明州的冬天很冷，街
面上人烟稀少。有一次妻在校园里竟然迷路了，等了好

久，才等到一个人问路。后来，我们找到了华人教会，
认识很多弟兄姊妹，感觉又找到了一个家．  

每一个人都想有一个温馨的家，尽管不少家因种种
原因不尽人意。但家人能和谐地共叙天伦之乐，是一件

美事。因此家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幸福而又充满向往的地方。 

神应许让孤独的有家。有家的反面就是没有家．没有家最明显的感觉
就是孤独。我想很多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孤独。孤独可
以说是在人生当中，一个相当痛苦的经历。不幸的是，所有一切都无法让
我们真正、彻底地战胜和解决孤独。然而，一个人如果真正信仰了神，就
找到了家。神使我们的心灵不再漂泊，不再流浪。神能给人
真正的幸福与快乐。 

对于一个小孩子来说有一个家，实在是有福气。在一
个家里头，常常最快乐的就是孩子们。家里所有的东西都属
于他们。有时候甚至父母舍不得用的东西，也全数给他们享
受，因为这是他们的家。是的，一个儿女若是没有家，真是一件可怜的事。
我们作神的儿女也是如此。我们绝不能得救了，重生了，作了神的儿女，
而是一个无家可归的人。 

“神让孤独的有家＂──尤其对我们今天的漂泊在外的
游子，无论我们是学习还是工作，尤其宝贵。相信每一个愿意
跟从神的人，这节经文所给你的应许便可以实实在在的临到你
的身上。神会在我们感到孤独的時候，安排一些弟兄姐妹在你
我的身旁，帮助我们，使我们感到在神家里的温暖。 

弟兄姊妹，无论你身份如何，你的信仰如何，倘若你感到
孤独，神会使你有家。神会将你的生活完完全全的纳入他的大

家庭当中，让他的应许实现在我们信靠他的人身上，洗去我们生命中一切
的孤单，好叫我们在他的家中成长． 

今天，我们本来是素不相识的人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罗马书三章 5
节：“我们这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作肢体，也是如此。”
我们在一起互称弟兄姊妹，是什么意思？事实上，当我们互相称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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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就已经宣告我们是一家人，都是神家里面的人。圣经告诉我们，这个
家是由耶稣基督作为头块房角石、由基督徒作为活石来建成的。以弗所书
2：19－22  告诉 我们: “这样，你们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
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
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式，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
成为神藉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耶稣是这个家的真正的根基，是头块房角
石。我们是神家中一块活石、成为耶稣建造的教会中的一分子。 

我们知道，当神造了亚当以后，看到亚当独居不好，
就又造了一个配偶夏娃来帮助他，组成了一个家庭。我
们还知道，在五旬节圣灵降临之前，有１２０多个门
徒，聚集在马可家的楼房里达１０天之久，他们不停的
聚会，不住地祷告，结果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也开始
了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教会。从第一个家庭到第一个教
会，都传递这这样的一个信息，独居不好，我们需要团
契生活，我们需要彼此造就，彼此祷告。尽管，我们的家可能不完美，尽
管我们的家可能不如意，我们可能会有这样那样的抱怨，我们还有这样或
那样的问题，就像启示录里面谈到的七个教会。 

圣奥古斯丁把教会分成有形的教会和无形的教会。
有形的教会就是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在地上存在的
教会，它是不完美的有瑕疵的。而无形的教会是完美的
教会，它是指历世历代，古今中外所有得救的圣徒的总
称。我们今天的教会都是有形的教会，尽管它不完美，
我们还是爱它，还是为它流泪，还是为它祷告，因为这
毕竟是我们的家啊！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常常生活在这
个家中，常常参加这个家的各种团契生活，为这个家祷
告，为让我们的家成为符合神心意的家奉献我们不同的

肢体功用． 

各位弟兄姊妹，感谢你们对圣加百利堂国语事工的支持，请您继续为
它祷告，使它健康茁壮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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豬排骨豬排骨豬排骨豬排骨（（（（二二二二））））    
    

豉汁蒸排骨豉汁蒸排骨豉汁蒸排骨豉汁蒸排骨 

豉汁蒸排骨，家喻戶曉，可謂是粵菜中的一道名菜。在百花盛開的飲

食文化園中，豉汁蒸排骨這道菜肴也有多種做法，形成了多種風味，在此，

我舉例作介紹： 

例一例一例一例一：：：： 

材料：排骨 8 盎司、蒜茸 0.5 盎司、豆豉 0.8 盎司、紹酒 0.3 盎司、鹽

0.05 盎司、老抽 0.4 盎司、白糖 0.4 盎司、味精少許、生粉 0.5 盎司、蔥段

0.5 盎司。 

製法：（1）排骨洗淨斬成小塊，瀝乾水分待用；豆豉洗淨用刀背斬成

豆豉泥。（2）將排骨、蒜茸、豆豉泥、紹酒、鹽、老抽、白糖、味精、生

粉放到小盆裡拌勻，然後排放到碟裡。（3）燒滾水，將排骨放入隔水蒸

12 分鐘，將蔥段灑在排骨上，蓋上鑊蓋 15 秒鐘取出即可食用。 

注：（1）蒸好的排骨，色澤較深，豉味濃香。（2）如果豆豉不加工

成豆豉泥，而保持原粒，不用老抽而用生抽或鮮抽，蒸好的排骨色澤較淺，

豉味清香。（3）也可以加入幾條辣椒絲，排骨則有些微辣味。 

例二例二例二例二：：：： 

材料：排骨 8 盎司、蒜茸 0.5 盎司、豆豉 0.6 盎司、蠔油 0.4 盎司、生

抽 0.3 盎司、白糖 0.2 盎司、味精少許、生粉 0.5 盎司、蔥段 0.5 盎司。 

製法：參照“例（一）”的製法即可。 

豉汁排骨蒸南瓜豉汁排骨蒸南瓜豉汁排骨蒸南瓜豉汁排骨蒸南瓜  

材料：排骨 6 盎司、南瓜 6 盎司、蒜茸 0.5 盎司、豆豉 0.6 盎司、蠔油

0.2 盎司、生抽 0.3 盎司、鹽 0.7 盎司、白糖 0.2

盎司、味精或雞精少許、生粉 0.5 盎司、蔥段

0.5 盎司。 

制法：排骨洗淨斬成小塊，瀝乾水分待用；

南瓜洗淨去皮切成與排骨一樣大的小塊。（2）

將排骨、南瓜、蒜茸、豆豉、鹽、蠔油、生抽、

白糖、鹽、味精、生粉放到小盆裡拌勻，然後

排放到碟裡。（3）燒滾水，將排骨放入隔水蒸

18 分鐘，將蔥段灑在排骨上，蓋上鑊蓋 15 秒鐘

取出即可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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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 recent Gallup poll, 75% of Americans say 
American society would be better off if more Americans were religious, 
while 77% of Americans say religion is losing its influence on American 
life 

The 2012 Yearbook of American and Canadian Churches reports 
shows, The total membership of Christianity in 2012 is 145,691,446- 
1.15% down, compared with 2011. The Episcopal Church fell 2.71% ( to 
1,951,907 members),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dropped by 1.22% 
( to 7,679,850 members),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declined by 3.45% 
( to 2,675,873 members) , Lutheran went down 1.45% ( to 2,278,586 
members) . Down! Down! Down! Alas, Our Episcopal Church, once 
claimed over 3.5 million members as recently as the mid-1960s, has lost 
over 40% of membership even while the U.S. population grew by over 
50%! 

Christian membership decline is a cross denominational, cross 
region trend, a national phenomenon.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the 
situation and the cause with a few words. I can only say that this is the 
time for every member who loves our Lord to stand up valiantly in the 
warfare against sins and the valiantly. 

I just found that the warm winter sun has just come swiftly, the 
seventh time, to our St Gabriel’s Church yard. I took my ministry here 
for almost seven years now. With retrospect, the average number of 
Sunday worshipers was 59 in 2006, the year prior to my ministry. And in 
2007, 2011 and 2012, the numbers were 68, 72 and 77 respectively. 
There is a slight increase of 13% of the Sunday worshipers from 2007 to 
2012. Whereas, the membership of our Episcopal Church at the same 
time has dropped 8%, from 2,116,749 members to 1,951,907 members! 

In these seven years, we have members who rest in peace, 
members whose mobility is denied, members who has settled down for a 
living in other states, members who cannot worship with us with various 
reasons. St Gabriel’s has been fighting an uphill battle to keep our 
membership from falling. The achievement is attributed to many 
members of St Gabriel’s who made many selfless contributions for our 
Lord. We offer our thanks to God for those members who love our Lord 
and our Church, we also give thanks to God for deploying St Gabriel’s 
as His little soldier. However, if we are determined to march on for our 
Lord, we, as a steward, need a grateful heart as well as the teachings 
from history. 

100 years ago, on June 17, 1900, the Eight-Nation Alliance 
captured Taku Forts in Tianjin. The Fort is Tianjin’s Portal, located 60 
kilometers southeast of Tianjin, east to Bohai Sea, north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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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jing–Shanhaiguan Railway. The Eight Power just sent sixteen 
thousand soldiers and took a couple of weeks to defeat the Qing army 
from Tianjin to Beijing, resulting the signing of the humiliating treaty 
“the Boxer Protocol” on September 7, 1901 between the Qing 
government and the Alliance. To most people, this defeat is attributed to 
the poor weaponry equipped for the soldiers by the weak and corrupted 
Qing Government. Surprisingly, the world’s biggest GDP in 1870 was 
still China, so the Qing government was able to procure, for years, lots 
of advanced weaponry from the West after the Opium War. Hence, the 
soldiers who fought the Battle was equipped with almost state-of-the-art 
arms. Unfortunately, due to reasons beyond our knowledge, the Qing 
was defeated. But an instance of Michael Seymour, a British naval 
commander may review a clue. He was surprised to find in a Chinese 
arsenal, occupied near Tianjin, a large quantity of the world's most 
advanced weapons, many of which were not unpacked! There were 36 
Germany 87mm Kr safe and bayonets, and many other weapons and 
military supplies. The estimate worth was about 2.5 million pounds. 

So the defeat is not a resulted of lack of good weapons, rather, it is 
a result of not taking advantage of the advanced weapons as far as they 
should, which were kept dormant in the arsenal! We are little soldiers of 
Christ, we need reasonable supplies to carry out our mission. St 
Gabriel’s Church is forecast to have a deficit of $28,000 this year. I 
believe we are able to maintain a balanced parish finance- as long as we 
do not stock up a part of our commitment in our warehouse. If we can 
not maintain a balanced finance and continue to rely on our capital 
reserves, we shall be exhausted in few years. At that time, it will be too 
late for us to pool our resources from our warehouse back to the church 
to restart our mission. So, I urge everyone to be a responsible steward 
under God’s eye, to love our Lord with a grateful and generous heart. 

 

 

一、 我們為世界的和平向主祈求，願大家能放下恨惡的心，寬容處事待人，
得享愛的真諦！  

二、 我們為鄰居的擔憂向主祈求，願主安慰他們，幫助他們消除內心困擾！  

三、我們為本堂的青年學子向主祈求，願主帶領他們，勤奮學習！ 

（Daisy Man 提供代禱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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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他們相信一些惡魔和善良的鬼魂混雜在一起，誠恐這些惡魔乘

機傷害民眾，因此在他們門前放下一根蘿蔔，上面插上一枝蠟燭。現今改
用南瓜，將裡面挖空，放入洋燭或電燈泡，照亮門前，嚇走惡魔。 
    孩子們穿著奇異服裝和戴上恐怖面具，打扮成惡魔模樣，在晚上來到
門前向鄰居索取糖果，大聲喊著說：“不請客，就搗蛋！” (快快給糖果來，
不然我就要作弄你們)。”這是 TRICK OR TREAT 的由來。 

因 Halloween 起源於異教，且其歷史背景和慶祝方式奇異獨特，加上
耶和華在申命記教訓我們說：“你們中間不可有人使兒女經火，也不可有占
卜的、觀兆的、用法術的、行邪術的、用迷術的、交鬼的、行巫術的、過
陰的。凡行這些事的都為耶和華所憎惡；因那些國民行這可憎惡的事，所
以耶和華─你的 神將他們從你面前趕出。” (申 18:10-12) 雖然經文裡沒
有提及有關 Halloween 的迷信舉動，但一般基督徒認為 Halloween 與聖經
頗有抵觸，因此不喜歡跟隨民間一同慶祝。  

下面是兩位著名人士對慶祝 Halloween 的看法： 
(一) 慶祝 Halloween 在我看主要的是在乎個人的心思意念和內在動機 

(Motive of Heart)。童年時，我喜歡穿新奇服裝，在 Halloween 那天晚上《母
親把我扮成一個漂亮公主，在眾人面前裝模作樣與大家一同慶祝玩樂，心
裡完全沒想過 Halloween 是甚麼東西，只知道是一年一度慶祝的民間節
日。 

(二) 古時的 Halloween 確實是迷信的，他們相信邪惡的鬼魂為禍人
間，因此在該晚，以種種儀式拜祭，將壞的鬼魂趕回陰間去，以保明年的
農作物得以豐收，國泰民安。但隨著年代及環境的變遷，今時今日的文明
國家，民間的慶祝是一種大眾的社交，家人的團聚，老幼同樂的一個有趣
而愉快的節日。 

在此我要向父母們一提，每年的大節日，如獨立日、感恩節、聖誕節
等，在慶祝期間，意外傷亡是免不了的，Halloween 自然不會例外。記得
數年前，在橙縣的一個小鎮，不少孩子取吃該晚要來的糖果，吃時不知何
故，竟傷及他們的口腔和舌頭，事後才發現是一些喪心病狂的人，將大頭
針放入糖果裡面。為著安全起見，家長最好弄開糖果，檢驗後才可讓孩子
吃。 

又有一宗兇殺案，兇手穿著奇異服裝，戴著面具來到一住家的門前叩
門。家人以為是來取糖果的孩子，當開門給他糖果時，他竟取出手槍射殺
啟門者；跟著，兇手開車逃去。以後要看清楚才可開門
啊！ 

近年來一般父母都不讓孩子在黑夜單獨出去向鄰居
取糖果，如果一定要去，最好是有父母或兄姊陪伴，較
為安全。 

Halloween 於 1800 年由愛爾蘭移民帶來美國，已有
二百幾年。在該晚，美國各地方的民眾皆盛大慶祝。在
洛杉磯的 Universal Studio 環球影城，特別安排 
Halloween Horror Nights’ 2013，當中的 The Walking Dead、Terror Train 最為
震撼，只要花幾十塊錢，你便可走進去，嚐嚐嚇一跳、吃一驚的感受。很
多人說是值回票價啊！ 

你去過嗎？沒去的，明年請早作安排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