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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練承智弟兄跟隨母親移民來到美國。在這裏，
他勤奮讀書，完成中學，也考上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
(UCLA)。對於未來人生的方向和計劃，有著自己的藍
圖。2002年大學畢業後，他找到一份很好的工作 -- 洛縣
土木工程設計師。不錯的薪水，讓他計劃於積存財富，為
未來舒適安穩的生活鋪路。

2003年中，因著母親在角聲作義工的緣故，練承智認識了
角聲，也因為對社區服務有負擔，便每週一次來到角聲社
區中心，義務為社區朋友填表、看信。

在社區服務中，練弟兄有機會接觸到許多不同階層的人及
家庭，看到他們不同的需要，也學習用神的愛和話語來幫
助需要幫助的人。

2004年夏天，他參加了一個祈禱會。會上，牧師的信息和
神的呼召，讓他體會到神對他的旨意，正是要他放棄現在
的工作，預備成為一名宣教士。這以後的整整一年裏，他
不停的禱告，祈求印證，也跟父母詳談。最後，他順服神
的帶領。2005年9月進入神學院，開始裝備自己成為神合
用的器皿；同時，也繼續在角聲社區中心裏擔任部份時間
的同工。

練弟兄現在的人生目標，不再是以賺錢享樂為主，而是願
意用他的生命去榮神益人，用自己的見證去照亮身邊的
人。在他的身上真是看到神奇妙的帶領，求神繼續引領他
前面的道路，堅固他的信心，記念他忠心的擺上。

           從義工
               到同工
 他不再為舒適生活而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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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羨慕的教育工作，放棄香港政府頒授的「太平紳士」
頭銜，成為全時間服事神的傳道人。尹相柱靜靜的聽，
心中盼望自己也能像張牧師一樣將福音傳給自己的親朋好
友。

張牧師講完道，從紐約來，才剛下飛機的勞伯祥牧師，也
不顧旅途勞累，上臺以約翰福音10：14作為勉勵。尹相柱
這才明白，原來神一直都在尋找他，如今他被尋回來了，
連眾天使都要一同歡樂。

領受聖餐
  這是何等大的福份
林大姊特別安排了洗禮之後馬上領聖餐。沒受洗前看基督
徒們領主的餅、主的杯，尹相柱都很羨慕。今天自己終於
能分享主的餅和杯，這是何等大的福份啊！

聖餐之後，夜已深了，但大家都捨不得離去。負責的弟兄
姊妹們將點心熱了，端出來大家分享。三、五成群談工
作、論時事、話家長，小小的交誼廳十分熱祢。每個人都過
來跟尹相柱握手道喜。

外頭仍是寒冬二月，可是尹相柱的心裡暖暖的。他巴不得
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我信耶穌了，我是最有福的人！

我 是 好 牧

人；我認識

我的羊，我

的羊也認識

我。 

約翰福音

1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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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的癌症事工，包括設於羅省的角聲癌症

協會。該會專為華人社區提供防癌知識及癌友關懷服務，並

與主流社會的癌症機構建立聯繫網，分享資源。

本文作者勞國森正是羅省角聲癌症協會所幫助的人之一。

2005年五月，我被診斷出患上了肝癌。怎麼辦？當時我實
在受不了這突然而來的打擊。我是個新移民，沒有積蓄，也
沒有醫療保險。現在病了，又不能工作，生活費、醫藥費、
房租… 怎麼辦呢？我實在不敢想下去。

絕望中聯繫上角聲

病痛的折磨、精神的絕望、生活的負擔，使我想到了自殺，
想以此一了百了！

家人發現了我的這種想法，都很努力地安慰我，支持我和病
痛搏鬥。剛好社會公共福利署的余太來家訪，她了解過我的
病情之後，給了我安慰，並說要為我介紹「羅省角聲癌症協
會」及角聲的吳太。她對我講：「她們都是很有愛心的人，
她們會幫助你的。」接著，她幫助我和吳太聯繫上。這時，
我的妹妹也打聽到角聲中心幫助癌症病人的事，也叫我找角
聲聯繫，希望能得到幫助。

角聲讓我重拾生活的勇氣

在角聲中心，吳太、朱小梅等人細心聆聽了我講的情況。她

我患上了  
     

                      勞國森的見證
                                             (羅省角聲癌症協會受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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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首先安慰我不用怕，癌症現在不等於死亡。很多人經過
治療，都已經恢復了身體健康。李牧師更以他的親身經
歷，講了他本身也是肝癌患者。原來，他的情況跟我差不
多，但是經過了手術之後，現在已經十二年，他不但恢復
了健康，而且還參加了社區的佈道工作，將主的恩典帶給
了他身邊的每一個人。

他們的一番話，使我感到了他們的愛心，重拾了生活的勇
氣，也提高了我戰勝疾病的信心。接著，他們還為我祈
禱，求在主的引領下，給我健康的身體。

凡她們能做到的  都盡力幫助

由於我來美國不久，語言的溝通存在很大的障礙，根本就
不知道在那裡看病。吳太就為我聯繫醫生，指引我怎樣去
申請醫藥卡，替我寫信給醫生介紹我的情況，希望醫院能
盡早給我治療… 總之，凡是她們能夠做得到的，她們都盡
力給予我幫助。

記得有一次，醫院通知我去檢查，但我又不熟路，又不知
道該到那一個部門檢查。吳太知道以後，雖然當時她遠在
波士頓，也跟朱小梅用電話幫我聯繫，使我順利到了醫院
進行檢查。總之，角聲癌症協會的人，特別是吳太，她們
都是不厭其煩地幫助我，而且不斷地為我祈禱。

我感覺到主的存在，主的關懷

在角聲中心，我感覺到了人與人之間的關愛。我也從一個
徹底的無神論者，感覺到主的存在，感覺到主的關懷。
家人的支持，中心的關顧，使我增強了與癌魔鬥爭的信
心，增添了鬥志。我在UCLA接受了檢查，開始接受治
療。沒有角聲的幫助，我絕對不會能這樣順利得到醫院的
治療。

我每天都到公園打太極，做氣功，增強身體的抵抗力及免
疲能力。我現在吃得好，睡得好，人也精神很多。我和我
的家人都十分感激角聲社團的每一個人，是她們給我一家
人帶來了希望，帶來了主的關懷。

希望角聲社團愈辦愈好，愈來愈興旺，為社會作出更多更
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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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罹患晚期大腸癌的多加，從角聲網站得知角聲癌友
      關懷事工，便與負責人龔振成弟兄連繫，帶給多加
      很大的幫助…

2002年，多加因為身體不適，接受了一連串的檢查，沒想
到竟被診斷出罹患晚期大腸癌。

這個消息，對多加和家人猶如晴天霹靂。當時，她的小兒
子才一歲半，女兒也只有十二歲，她不僅要面對艱苦的化
學治療與手術，還要安撫年齡幼小亟需大人照顧的兒子，
以及即將步入青少年處於心理斷乳階段的女兒。

心力交瘁的多加緊緊抓住神的應許：「我要向山舉目，我
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多加表示，以前她對神
的認識比較著重在文化與哲理的層次，生病以後，她與神
的關係卻越來越親近。

苦難奪不走的福份
鄭瓊瑜

[                    ]
患晚期腸癌心力交瘁

...........................................................................

我要向山舉

目；我的幫

助 從 何 而

來？我的幫

助從造天地

的耶和華而  

      來。 

      詩篇

  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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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盡頭就是神的開端。」感到無奈的她倚靠神的恩
典，安祢息息相通在天父的懷抱中。雖然行走在幽暗的人生
低谷中，但每次她抬頭仰望，神的話語就像亮光在引導
她，成為她隨時的幫助。

多加的屬靈生命在病中一天天成長。但生病後，因為體力
大不如前，很多慣常的事都無法再做，深愛家人的她因而
很自責內疚，此外，癌症治療的過程也使她的的身體機
能、荷爾蒙等產生一些變化，導致她的情緒有很大的起伏。

她說，肉體的痛苦她還能忍耐，情緒的低落才是她病中不
可承受之痛。憂鬱的她曾求助於專業心理治療，但四十五
分鐘一次的療程並不能完全幫助她，此時，弟兄姐妹的愛
緊緊地托住她，他們慷慨地擺上時間，與多加透過電話一
小時、兩小時地傾談。

有一次，當多加情緒很低落時，她從角聲網站得知角聲癌
友關懷事工，便與負責人龔振成弟兄連繫。龔弟兄除了提
供多加抗癌資訊，並經常透過電話鼓勵多加，為多加禱
告，與多加分享他自己陪伴家人抗癌的歷程，帶給多加很
大的幫助。

多加也以自己的經歷建議角聲癌友關懷網的同工，在關懷
病人之外，也多關心病人家屬，幫助病人與家屬認識這位
宇宙的主宰，使他們在苦難中仍有盼望。

雖然經歷重病的磨難，但多加對神、對弟兄姐妹和朋友家
人卻有說不盡的感謝，她說她是有福的人，能擁有那麼多
熱誠的關懷與幫助。

文筆流暢且心中滿有愛的她，也開始提筆寫下抗癌路上的
生命領會，盼望能幫助其他癌症病人與家屬。

目前多加的病情已被控制住，但情緒仍時有起伏，盼望弟
兄姐妹能持續為多加代禱，求神保守她身體健康，並以喜
樂驅走她心中的憂傷。

屬靈生命病中成長

透過角聲獲得關懷

寫下抗癌的生命領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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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晚期腸癌心力交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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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們一起為我禱告，讓我感受到屬天的大愛和力量。

你們想方設法幫助我和家人一起面對化療中要面對的各種
     具體困難。

你們的慰問卡、信件、傳真、電子郵件、電話、鮮花、書

     籍、錄音、禮物、探訪、禱告…使我感到我不是孤獨
     一人。

    你甚至為我買來了化療時要穿的便裝。

    你的「A hug just for you ﹗」給我的鼓勵，難以用語
     言表達。

你們為我買來不只一個髮套，細心的你回國前還特祢來為我
     量頭圍。

你們得知病情後，打來國際長途電話，寄來資料、中藥和

     髮套；從中我仿佛看到你那忙碌的身影，又添的白
     髮。

    你輕聲告訴我，休息也是另一種搏鬥，幫助我從拖累祢人
     的沮喪中走出。

你們在需要時，總是出現祢；或在醫院、或在車上、或在電
     話中、或在家裡。

你們記得在每一次療程結束後寄來祝賀，為我慶功！伴我
     走完全部療程。

    你盡可能為我保留那份工作位置。

你們與我分享自己的抗癌歷程和心路歷程。

你們知道我惦記女兒的成長，總是把學校裡發生的事情告
     訴我。

你們總忘不了我那淘氣的小兒子，記得讓他和祢的孩子一樣

     有機會去公園、party，使他不至因媽媽生病而比人的

     童年缺少快樂。

你們在我第二次手術期祢，用代禱網將我和家人托起。

你們在我回國治療期間，給我無微不至的關懷 -- 從治療  

     方案的確定，到飲食起居的安排，甚至各種願望的實      

    現；又想盡辦法為我提供最佳治療休養環境，使病情

     轉危為安。        

    你在北京的那祢個月，一直睡在沙發上，把床祢讓給化療中
      的我。

你們的鼓勵始終伴隨在我身邊，不論我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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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深深地感謝
     雖然我說不出比一聲 「謝謝」
           更多的話…

Herald06 p53-68.indd   15 27/05/2006   12:20:39 PM

��

日常生活中的「謝謝」，隨祢文明的發展帶有愈來愈多的禮
貌成份。然而有一種發自心底的感激，卻是難以用語言表
達的 ─ 那是一種心靈的震撼和體驗。

多少次想將它表達，卻總覺筆下的文字是那麼蒼白，說出
的話語是那麼有限。於是一次次又把它收藏在心底 …。

今天，我將這心底的感激用最普通的文字寫下來(雖然表達
得語無倫次，甚至祢拉三拉四）。想說的是，盡管我無法一
一說出名字，盡管也許每一件事都算不上驚天動地，但它祢
確是那曾將我從死亡的幽谷中托起的力量…

    你在我面對癌症診斷，不知所措時，告訴我如何尋找幫
     助。

    你得知情祢，用整個下午幫我聯繫醫院和醫生。使我避免
     了因語言和對醫療系統祢的生疏造成的延誤。

    你用你特有的清晰思路，告訴我將面對的以後，使我從
     慌亂中安靜下來。

    你下了課，日夜兼程開車十幾個小時，在手術當天趕到
     醫院。

    你盡可能表示輕鬆，以準備擔起更重的擔子。

    你做好一切在學校該做的事，不需我再牽掛。

你們拾起了家務和祢個孩子的照料，使我在醫院可以安心。

z

多加

  我深深地感謝
     雖然我說不出比一聲 「謝謝」
           更多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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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每周來為我做祢在醫治，風雨無阻。

你們在節日想方設法讓我和家人感受同樣歡樂的氣氛，讓
     孩子有意外的驚喜。

你們與我分享上帝幫助自己成長的經歷，告訴我上帝永遠
     與我們同在，不論何時何地。

你們開車那麼遠來看我，因為惦記。

你們的生日禮物和寄語，再一次給我勇氣和勉勵。

    你鼓勵我寫作，幫我邁出第一步。

你們得知我情緒低落，不斷通過電話來送來安慰和激勵。

你們幫我想的、做的，遠超過我所能想的、做的。

    你的電子郵件傳遞的信息，給我力量戰勝自己。

你們沒有隨時間的拖延，淡漠對我的關懷、支持；告
       訴我，你們永遠和我在一起。

    你在我找不到詞語表達謝意時，你卻真誠地對我說：
    「我要感謝你，因為你讓我的生命更有意義。」
     ─ 你的話讓我越發無語 ─ 在這裡我能說出的，仍然
     只是一聲「謝謝！」

願讀者能從這字裡行間體會到那種震撼心靈的感動。

一直希望有機會把心底的那份感激之情表達出來，並且希
望讀者能體會到我心底的那份不同尋常的感受。然而每次
每次都因言語有限的困擾擱筆。今天終於說服了自己 ─ 就
用最普通的話語表達。但是，當我拿起筆來的時候，心裡
湧出的感謝竟是那麼多，那麼多，好像天上的星星，令我
無法法一一數算 …

我算甚麼？竟享受祢如此豐厚的大愛！我作了甚麼？竟成了
眾人熱誠關懷、幫助的對象！

我想起聖經中有這樣一句話：「神就是愛。住在愛裡面的，
就是住在神裡面，神也住在他裡面。」親愛的朋友，這話也
許你未曾聽說過，但這確是真理──神是愛的源頭。

聖經裡還有一句話說：『施比受更為有福』─ 這話是耶祢穌
說的。於是，我就相信：我是有福的人！我也相信，親愛
的朋友，你也是有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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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又維

2004年4月，吸煙長達三十年的馬又維，罹患了口腔癌，經

歷著身心煎熬的苦楚。在患病中，他信主的妻子、女兒和教

會的弟兄姊妹們，一直為他禱告祈求，用愛與信心來堅固

他。原來心裏剛硬，抗拒福音的他，開始謙卑自己，去認識

這位慈愛的上帝，也開始經歷神醫治的大能。

2004年6月，馬又維開刀順利，癌細胞完全被切除，健康情

況漸漸好轉。神的恩典不只醫治了他的身體，連他的生命，

也因著接受主耶穌基督而充滿喜樂。

2004年10月，他受洗成為基督徒，與妻子、女兒一同在教會

中事奉。在那段艱辛的日子裏，馬太太來到羅省角聲中心尋

求幫助；之後，看到角聲癌症協會的需要，便自願地加入其

義工的行列，幫助有需要的人，在服事中充滿感恩與喜悅。

本文是馬又維的真實見證。

    這下你可知道厲害了吧！

Peter Jenning* 自己一定也嚇了一跳。突然的發現，突然
的宣佈！四個月，燦爛的人生，輝煌的事業，在宣佈的那
一天，嘎然而止。

回想起去年罹癌的名作曲家梁弘志，年紀比我大不了多
少，也在我動完手術之後離世而去。這是怎麼回事呢？

「        」「        」

一位羅省角聲義工的真實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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