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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異象開始時，我只有廿五歲。當時的心情就好
像一個年青人墮入了愛河一樣。心裡只有角聲 -- 沒有想過
自己能夠做甚麼，沒有想過自己是否做得來；總之，有甚
麼可以做的，就做，有甚麼可以拿出來的，就拿出來。那
可說是一段純情的日子。

當時跟勞伯祥牧師、鄺健厚和楊仲琦
四人，每月一次聚集分享對唐人街的
觀察和感受，並祈求神派遣一個有能
力的領袖來帶領我們，走出教會的四
道牆，踏入社區，把福音帶給我們的
同胞。

等了一年多，仍是沒有甚麼進展，但我們對街坊的負擔卻
愈來愈重。眼見移民日漸增多，又想到他們的需要，最後
決定需要有所行動。幾個人經過商討之後，決定派我到「
使者」的編輯營學習文字出版的工作。我自幼就不喜歡讀
書，中文程度很低。回想過來，那實在是一個大笑話。不
過，再想清楚，就曉得那是神奇妙的地方。祂看重我單純
的熱情和一股傻勁，就把我這沒有一點文字氣味的人，使
用成為角聲早期出版通訊的總負責；由搜集資料、寫稿、
打字、排版、印刷和發行，通通包辦。

那時，我們的心態是，既然神沒有把馬帶來，就讓我們這
幾頭牛上陣去罷。

    真情剖白

 我的4段情

葉啟明牧師

葉啟明牧師，基督教角聲佈道

團的元老之一，亦是角聲的中

流砥柱。八十年代初期，與角

聲異象「邂逅」之後，情愫日

濃，從此不能自拔，尋且發展

了四段深情。由純情、激情、

移情到歸情，二十多年來，葉

牧師與角聲關係千絲萬縷，深

情濃得化不開。本文是他自己

的真情剖白。

1純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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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情2

移情3

歸情4

角聲開始了，我到了西敏斯頓神學
院供讀道學碩士。星期一至五帶著太太和
女兒到費城上課，星期五至日一家回到紐
約協助角聲工作。畢業後，立即全身投入。

幾年間，我們開展了很多方面的工作。從暑期
宣教，開始了老人工作；從協助申請大赦，開始了法律援
助和社區工作；從營地活動，開始了青少年工作… 此外，還
有書室和佈道工作，也在這時候開展了。當時，做得最出色
的，就是協助申請大赦的工作，令我們得著很大的鼓舞。

當時來說，我就像一輛火車頭，因著社區需要的剌激，不
斷地加火，不斷地向前衝剌。雖然，當時對所有的工作都
沒有任何經驗，但心中卻沒有任何驚慌。每一件事都是
第一次，可說是摸著石頭過河，當時的態度是「行步見
步」。心中相信，只要願意學習，神一定會幫助。

八五年開始，因著活主教會當時的需
要，我被派到那裡擔任牧養工作；後來更
成為了活主的牧師。接下來幾年，我慢慢
從角聲的工作退下，把精神放在教會上。

那段日子的感覺有些特別，一方面覺得自己
已經變成了角聲的一個外人，但實際又不是一個外人。因
為，我與同工之間還是保持著密切的關係。角聲有甚麼需
要，還是可以即時上陣。

中間有一年，因為勞伯祥牧師決定協助唐崇榮佈道團推動在
默迪遜廣場舉行佈道大會，我就回到角聲協助帶領的工作，
讓勞牧師可以專心於推動佈道會的事工。這段時間，表面看
來，心是有點移情，但實質上，對角聲卻有著不了之情。

這不了之情終於無法隱瞞下去。
去年，我參加了角聲主任們的聯討會。聽
到角聲在不同地方的工作報告、發展和夢
想，不其然，感覺到自己好像重新又跟角
聲接駁起來。那種一切都很熟悉和親切的感
覺，一下子全部回歸。角聲的發展，使我心感高興。角聲的
異象，又使我怦然心動，心裡更有一種蠢蠢回歸的感覺。

到了去年底，有一次，跟勞伯祥牧師談起來，終於，忍不住
心生歸隊之情，自薦要成為唐人街工作的負責人。就這樣，
我又回家了。畢竟，這是歸情的感覺；這感覺，真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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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冬二月，灣區的天氣已經暖和了，可是入了夜還是寒
凍得緊。有人形容灣區的氣候是一天四季，一點都不為
過；早晚嚴寒如冬；正午到午後二、三點卻又酷熱如夏；
在那之間就是春秋了。

星期一晚上十點，核桃溪市的華人教堂顯得格外冷清；偌
大的停車場沒停幾輛車子。新蓋的教育樓是一片漆黑；辦
公大樓也毫無動祢；正堂的大門緊閉，只留牆角一盞暈暗的
燈；若不是停車場的二盞夜明燈，只怕祢膽小的人還不敢把
車開進來。 

就在這一片寂靜的冷冬寒夜，卻有一小群人聚集夾在正堂
與教育樓之間的交誼廳。交誼廳十分老舊，教會已經計劃
拆除改建，就等著湊齊經費。老舊的交誼廳是教會惟一有
廚房的建築，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的灣區餐福事工，從十年
前便在此開始了第一次聚會。十多年來、角聲餐福使命團

美國三藩市灣區角聲餐福團契的余萃平牧師，為團契初
熟的果子尹相柱施行洗禮。他也成為了一個有福的人。

「我信耶穌了
     我是最有福的人！」

蘆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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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弟兄姊妹們的殷勤服事，愛心關懷，以及神的百般賜
福下，不知帶領了多少餐業從事人員信主：有老闆、有
經理、也有員工；更有許多的神蹟奇事跟隨而來。

決志受洗
  心中有股難言的激動
尹相柱就是在這兒認識基督而決志信主的；這天正是他受
洗的日子。當他穿上白色受洗袍時，心中有股難言的激
動。

今晚的角聲餐福團契裡來的人特別多。八百坪大小的交
誼廳排了四十多張折疊椅都坐滿了。剛進教堂時，團契
負責人林柳慧中大姊告訴他，今天會有四位牧師來參加
他的受洗禮。交誼廳前方，早早就準備好了受洗池。是
那種美國孩子們擺在後院玩水的塑膠游
泳池。池子裡的水不到二分之一，可卻
是同工們的愛心，早早來煮了熱水，一
桶桶倒進去的。

唱完聖詩，林大姊示意他下到池子去。
祢踏入水池時尚有微溫祢；顯然老舊的交
誼廳暖氣系統不太管用，剛倒下的熱水
降祢溫飽了。余萃平牧師示意他坐下。坐
幾秒後，他感到一股寒意。這時弟兄姊
妹都興奮的站了起來，半圍著受洗池站
著，像是一張愛的網環抱祢他，心裡暖暖
的。余牧師蹲在水邊，一手搭在他的肩；一手按著他
的頭，問他：「你相信耶穌基督 ……」

來美掘金
  重活兒髒活兒都落他身上
「是的，我怎能不相信呢？」尹相柱心裡想著。一年多
前，他聽了朋友的話來到人生地不熟的美國；把太太、女
兒留在天津。

天津的日子實在不好過；下崗的人太多了，他也在下崗的
行列。太太雖然有份工作，每個月掙個四、五百人民幣，
那夠家用？他一個大男人在家吃閒飯也不是個辦法。都聽

這晚，參加角聲餐福團契的
人特別多，把整個會堂都坐
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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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說美國這個地方好掙錢，人工特別祢的貴，一個小時的工
資要比大陸高出好幾倍；祢且一塊美金可以換八塊人民幣，
多好的事！要憑勞力掙錢，尹相柱絕不輸任何人。快五十
歲的人了，身體卻結實得很。做事勤快，手祢又俐落，最重
要的是實誠得很，任何老闆用了他，只要有工作一定會再
找他。

他跟太太、女兒商量了好一陣子，盤算著
只要在美國打工三、五年，要嘛儲祢足一筆
錢回家養老；要嘛或許有個機會能把太
太，女兒都接出來。於是毅然下了決心來
到美國。

他萬萬沒想到美國是個以車代步的國家，
沒了車子那兒都行不通。別說自己買不起
車子，有車又怎樣？沒駕照也是個大問
題。自己英文不認得幾個，找路都難。言
語不通，只能在中國餐館打工。英文不
好，不能做前線祢的工作，只能在廚房裏做
事。大廚輪不到他；大餐館的大廚都是禮
聘而來，小規模的多半老闆兼主廚。即使
炒鍋、油鍋、抓碼都得找有經驗的。

他初來乍到，就算在天津做過餐廳，別人也不承認，只
能在廚房打雜。在廚房打雜真是辛苦，每天工作十一個
小時，沒得休息。洗碗、洗菜、切肉，什麼重活兒、髒
活兒都落他身上。窄小的廚房呆久了，心裡難免鬱悶；
其他廚子們不高興了就找碴，挨祢了還不能回嘴。而且工
作不穩定，來美國一年多就換了三家餐廳。

寂寞難耐
  好幾次想跟上賭場
每天就這麼悶氣的過著，回到家是又乏又累，倒頭就睡。
勞累的日子倒也好過，最怕的是假日。老闆給他們租的房
子有個電視機，一到假日，他只能關在屋子裡看電視或閱
讀餐館帶回來的舊報紙。偶爾步行上附近的超級市場買點
牛奶、水果的，也都快快的回來。沒車子、不認路那兒也
不能去。

平時勞累了也不多想，可到了假日就想家想得緊。他想太

尹國柱受洗，成為在基督裡新造
的人。他喜孜孜地把蛋糕切開，
象徵新生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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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更想女兒。都說女兒跟爸爸親，他這個閏女更是貼
心，十多歲就在電子廠打工，賺錢貼補家用。她對他這個
父親更是關懷備至，只要看到父親煩悶，就會想法逗笑。
身邊少了女兒，他覺得生活一下子失去了重心。

沒地方去，沒人談心，更沒女兒逗笑，放假的日子真難
挨。一周七天，天天二十四小時，可是他覺得假日的二十
四小時就特長！

他也聽廚房的其他工人談到假日上賭場有多好玩。加州
的賭場越開越多，越開越豪華；還有固定的巴士接送客
人。有些餐館的伙伴去了，快快樂樂的回來，興奮得
很；可那些垂頭喪氣的人嘴裡不說什麼，但他很明白，
怕是把一個星期掙來的辛苦錢都賭光了吧！每次回來的
人，興奮的不多，喪氣的卻不少。好幾次他都想跟著
去。就像大伙說的，去見識見識嘛！可他都忍了下來。
他可有家要照顧啊，怎經得起輸呢！可這難耐的寂寞
啊！他真不知道自己能忍多久。

幸好，他遇見了余牧師口中的這位耶穌，是他把尹相柱從
難耐的捆綁中拯救了出來。

與眾不同
  基督徒親切洋溢滿臉
王志祥是尹相柱工作餐廳的大廚。就是這個王志祥把耶
穌介紹給他的。轉到這家餐廳不久，尹相柱就注意到這
個年齡和他相近的人。中等身材，剪個小平頭，王志祥
不同於一般的廚子，平時不多說
話，做事時專注的神情，讓尹相柱
感到他不是在賣勞力而是在認認真
真的過日子。當他不說話時，有股
不怒而威的氣勢；可當他對你微笑
時，一股由衷的親切洋溢滿臉。他
言行中的坦然吸引著尹相柱，尹相
柱很願意聽王志祥說話。

在一個偶然談話中，王志祥透露了
他自己是個基督徒，之前祢也有好幾
位是基督徒。每個星期一晚上十點
下工後，他們都到附近的一家華人
教會聚會。

一眾弟兄們都來分享尹國柱重生
的喜悅，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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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這名詞對尹相柱而言並不陌生。住天津的人都知
道，信耶穌的宣教士是一手拿著聖經、雙祢腳踩著火炮來侵
略中國的。歷史上喪權辱國的天津條約、南京條約不就是
宣教士幫忙翻譯而簽下的嗎！他怎能信這洋教？他家鄉也
有教堂，可他從來不走進去。

但是眼前這個王志祥卻令他迷惑：這麼傳統的一個中國人
怎會去信洋教呢？而且信得生活有平安，就是在廚房的
日子也有喜樂。他留心觀察，發現就連前祢的那幾位基督
徒也都比別人看得順眼，好像他們有所倚靠；他們的心是
踏實的，日子是平和的。尹相柱決定跟著他們到教會去看
看。

來到角聲
  領會到基督的愛
到了教會，尹相柱就留了下來。他在這
裡找到了溫祢暖，他終於認識了耶穌--這
位拯救世人，使人從罪中得到釋放的
主。這位耶穌是神的兒子，他一生中都
不曾犯過罪，卻為了救罪人而被釘十字
架。當尹相柱讀到耶穌的故事時，忍不
住熱淚盈眶。

角聲餐福團契的林慧中大姊和她先生很
關心他們。聽說林大姊的先生曾開了好
幾家大餐館，對於餐館的事知道得很清
楚，給大家很多的幫助。

角聲餐館福音團契就是林大姊在十多年
前開始的，為的就是要幫助許許多多像
他一樣在餐館打工的同胞。十多年來，
他們夫婦出錢、出力、花時開來幫忙照
顧這許多有需要的人。

尹相柱從他們身上領會到了這就是基
督的愛。他開始對人生有盼望。心裡
的平安讓他做事更加積極。每月寄錢
回家時還給太太、女兒寄福音單張。
有空打電話時，也不忘了跟他們說耶
穌的故事。

帶領聚會的林慧中大姊，非常關
心那些在餐館中工作的人，給他
們很大的幫助。

聚會裡，會眾一同唱詩，敬拜讚
美，各人都感愛到神的慈愛。這
是尹國柱第一次領受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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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團契之後，假日不再冗長難耐；他可以讀聖經、聽聖
樂；心中有事，還可以找教會的朋友商量。一轉眼，他來
到這個團契也快一年了。當他聽到有浸禮時，便決定受
洗。牧師們都說受洗是效法主耶穌讓老我釘死了，讓主耶
穌的新生命在他身上活出來。他祢定一輩子跟定了耶穌。

被主尋回
  連眾天使都要一同歡樂
余牧師用一隻手將他後腦托著，另一隻
手輕按他的肩，他順勢將上半身浸入水
池中。很快的余牧師便將他扶起來。身
子一出水，忍不住打了個抖簌。這時，
遠地來的張子江牧師趕緊拿一條大毛巾
將他圍住：基督那無微不至的愛就這樣
顯明了。林大姊的先生招呼他往更衣，
免得著涼祢。

新來的林孝洪弟兄帶著太太和三歲大的
兒子來參加聚會，打從聚會開始，他兒
子就繞著游泳池跑，恨不得爬到池子裡玩水。這時候更趁
著一陣混亂，滿場飛跑。弟兄姊妹都回座位安靜下來，張
子江牧師開始講他自己的人生經歷；這孩子卻興奮得叫了
起來。林孝洪的太太只好趕緊將他抱到廚房。

尹相柱換好衣服出來，張牧師正說到他怎樣下定決心辭去

遠道而來的張子江牧師在聚會
中勉勵餐館從業員，叫眾人心
中激勵，榮耀歸神。

心情興奮的尹國柱，於受洗之後 
，與萃平牧師留影。他這一輩子
已經跟定了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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