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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直認定自己是個硬漢。從得知患病、到開刀、到休
息恢復，一直都覺得沒有甚麼大不了。直到有一天，對著
鏡子，看到自己頸子上面的洞，下巴上的縫，才真正從心
裡涼出來，而且從頭涼到腳！

壓抑多久的害怕，終於冒出來敲我的頭，大聲的對我吼
著：「這下你可知道厲害了吧！你這個豬腦！」抽煙抽了
三十年，不是那時說抽十年就可以了嗎？總是以為再輪也
輪不到我！

    切掉了就好，沒什麼大不了的。

得知患癌的那一天，我一向受不得驚嚇的愛妻，在我眼前
故作鎮靜，只需要廿分鐘從醫生那兒開車回家的路程，她
開了一個半鐘頭。回到家中，告訴我身體尚且硬朗的老
爸，憂愁的臉一下子使他看起來衰老許多。接著，跟我篤
信基督的十三歲女兒說，她倒是信心滿滿的告訴我：「切
掉了就好，沒什麼大不了的。」說罷便繼續做她的功課。
她那無所謂的樣子，倒讓我有點驚訝。

現在回想起來，再問她當時知不知道這事的嚴重性，她還
是說：「我那時不是說切掉就好了嗎﹖」難道她知道一些
甚麼，是我所不知道的嗎﹖

我太太從故作鎮靜中轉變成蠻冷靜的狀態。原來，她在那
段時間中，與教會朋友分享我生病的情況，並且為我做了
許多的禱告。從那時起，有好多人為我禱告，為我全家禱
告，難道妻子和教會的弟兄姊妹們，知道一些甚麼，是我
所不知道的嗎﹖

我自己呢？我就像看新聞訪問(又想到 Peter Jennings)時，
訪問一些受到自然或人為災難影響的人，總以為這種事情
不會出現在我的周遭。只要自己小心，加上一些小小的運
氣，雖然沒辦法天天過年，總也可以保持個安康的局面。

從小，被我媽在背上打了一下，結果她手痛而我背癢，那
刻起，我就一直覺得我可以控制自己的生活和未來，一切
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成長中的數十年中，大體上也都證明我的想法應該是成立
的。我很明白，這小小的運氣，也就是中國人常說的冥冥
之中自有主宰。我相信，是有這個主宰，雖然如此，不管
他是阿拉、是基督、是彌勒佛，我是一律「敬而遠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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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究竟知道一些甚麼，是我所不知道的？

直到2004年4月26日，我真正走到了一個非常無助的地步。
雖然全家都很明白，現代的醫學應該可以把我「修」到不致
於「報廢」，可是，這個過程對我周遭的人都是一場折磨。
而我，除了對所有愛我的人心中深感抱歉之外，一點力都使
不上。看著他們心中的苦，加上自己的震驚和之後的麻木、
憂心和懼怕，除了無奈，還是無奈。聽著梁弘志的「跟著我
來」，我可是在想，甚麼不好跟？竟然跟上了這
玩藝！

但是，出乎意外地，看到妻子Amy迅速從震驚、悲
傷之中，轉變成堅強、有信心、開朗喜樂。這轉變
沖淡了我一切負面的想法，也大大加強了各人的正
面思想及態度，讓這整個充滿痛苦與無奈的過程，
變得非常戲劇性且極富教育價值的體會與經驗。

不少教會的弟兄姊妹們為我們禱告，在我們最需
要的時候，對我們伸出援手，照顧我的家人。還
有一位素未謀面的角聲義工，適時出現，幫我們
做生理、心理雙方面的重建，對我們家提供了深
遠的影響。

這位義工，是否又知道一些甚麼，是我所不知道的嗎？

   這個，最厲害！

這一切，逐漸讓我發現到他們的共同點，他們都是有一顆
愛主耶穌基督的心，而且，他們都知道耶穌基督對人的
愛。所有這些基督徒們，帶給我心靈平靜，教我謙虛在主耶
穌面前，讓我全家能平安順利的經過這所有的一切。

我患的是口腔癌，手術時，舌頭經過一番修補。由於手術成
功，我不但無須經過任何化療，連舌頭都恢復到幾乎與往常一
般，沒啥不同，會講的仍然會講，不會講的還是說不出來。

我這才清楚的知道，耶穌基督才是真正的享有大能的全能
真神。一切人為的努力和成就，最終都是要歸給神才有意
義。---- 這個，最厲害！

* Peter Jennings - 美國廣播公司ABC-TV首席新聞主播，於

  2005年4月患上肺癌，隨即退出電視，四個月之後逝世。

「              」「              」

「     」「     」

這是馬又維的全家福。從
太太、女兒和弟兄姊妹的
身上，他終於認清楚耶穌
基督是全能的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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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拉盛角聲中心舉行的角聲「社區論壇」，成立於二
零零三年二月，每週邀請社區領袖及專家，在論壇上討論
與華人社區息息相關的各種議題。三年多來，在社區中已
建立良好的口碑，並取得廣大的支持。

在一年前，社區論壇的「社區顧問委員會」正式成立，邀
得華人社區內二十八位，來自十多個不同機構的社區代表
和專家，為社區論壇提供寶貴的經驗及建議。

大半年來，社區論壇策劃委員會、社區顧問委員會、法拉
盛角聲中心行政人員和同工，在多次溝通及共同努力下，
都一致認為：「社區論壇」應該可以在法拉盛華人社區中
邁向一個新的層次，擔負起一個「統籌人」的角色；藉以
凝聚社區內不同的資源，通力合作，推動一項「促進法拉
盛社區華人公德心運動」。動員社區機構、教育界、商業
界、媒體界多方面的領袖及專業人員，配合民選官員及
政府相關部門，共同攜手建立一個「友善健康的法拉盛社
區」、「提昇華人在主流社區的形象」。 

促進法拉盛華人社區
                        公德心運動

    推行多個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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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進法拉盛華人社區
                        公德心運動

    推行多個社區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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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拉盛角聲中心社區論壇 「愛我法拉盛，從心做起」不但是活動的標語，更是該
區公民當持的態度。「促進法拉盛社區華人公德心運
動」自去年底已正式向華人社區與媒體宣佈，介紹此項
活動的目標、計畫、動員架構、參與的華人社團商業代
表與專家、並期許未來有更多的義工、支持者加入，協
未來事工的發展與執行。

近月來 「社區論壇」 推行了多個社區活動，包括：

推廣保持法拉盛清潔的繪畫比賽
Keep Flushing Clean。該項比賽是與商業改進計畫區
(BID)、劉醇逸市議員辦公室合作，加入他們已計畫中的
繪畫比賽活動中，鼓勵7-9年級學生參加。

中文演講比賽
演講題目為：「如何維持法拉盛清潔？」與中國廣播網
合作。參賽者為兒童/青少年。

最佳餐館/超市選拔

夏日街頭宣導活動
透過歌曲、標語之方式，於街頭進行宣導。

為了以表揚「社區論壇」在法拉盛華人社區中的出色表
現，紐約社區電台僑聲廣播特於月前，邀得孟廣瑞先生
作州眾議員代表，頒發社區服務獎予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總斡事勞伯祥牧師，可見「社區論壇」備受社區認同。

保持法拉盛清潔的繪畫比賽，參加者眾，水準亦
高，喚醒了社區對環境清潔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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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餐福秘魯宣教行動大會在秘魯首都利馬舉
行，參加者在主內同心，為餐業福音事工而委
身奉獻。

由華福與角聲聯合主辦的「世界餐福‧秘魯宣教行動大
會」，於三月二十至廿九日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有六十
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牧師、長執及弟兄姊妹參加；他們均
是對餐業福音事工有負擔的同道。

這次行動大會，除了有李秀全、張子江等牧師傳講信息
外，還有歐洲、南北美洲、亞洲的餐福領袖，分享寶貴
經驗，並以實際行動，在當地展開華僑親善活動及短宣工
作，獲得美滿的福音果效。

張子江牧師呼召工人投身餐福事工，跟隨聖靈帶領，把福
音帶進餐館，使餐館變成著世宣教的基地；約有三十位教
牧同工及弟兄姊妹願意獻身。但願餐業福音事工的火把，
從這次行動大會，在各地如火挑旺！    

秘魯宣教行動大會
世界餐業福音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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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餐業福音事工

角聲癌友關懷網與羅省角聲癌友協會，於三月四日聯合舉
辦了一次全天候培訓，探討如何為癌症病人提供更有效的幫
助，地點是南加州的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主講的是角聲癌
友關懷網事工主任龔振成弟兄，出席者共六十多人，他們分
別來自不同教會。

培訓中，龔弟兄跟與會者分享了對華人癌友關懷的觀念、癌
症知識、溝通技巧等，並透過個案討論與角色扮演，探討如
何更有效地為癌症病人提供協助。

龔弟兄表示，每個基督徒癌友關懷者，應首先瞭解癌症患者的
實際需要，瞭解他們所面臨的難處、內心的想法，再協助他們
尋找合宜的方法來滿足他們的需要。當關懷者能夠耐心聆聽，
認同患者的需求和感受時，就會比較容易被癌友接受。此時，
再進一步向他們傳揚福音，也會更容易地獲得接受。

他強調基督徒癌友關懷者所提供的，是一個關乎身、心、靈
的全人關懷，並且唯有基督的信仰能夠帶給癌友和家屬真正
的盼望。

角聲癌友關懷網事工主任龔振成弟兄，分
享如何為癌症病人提供更有效的幫助。

角聲癌友關懷網
全天候培訓
如何更有效關懷癌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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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七、八月間，角聲社區中心將繼續為升讀十至十二年
級的中學生，舉辦一個名為「展翅計劃」的跨文化領袖訓練
課程。該計劃的目的包括：結合中西文化良傳統，培養第二
代華人青少年，成為具備國際視野、領導才能、認識中國文
化的精英。

計劃重點包括：學習中文會話，領袖潛能訓練、實踐領袖概
念、參觀中國名勝、認識中國文化及文化交流經驗。該計劃
分為兩部份進行：

第一部份：洛杉磯

第一部份將於七月初至八月初在洛杉磯舉行，由Biola Uni-
versity教授Dr. Donald Douglas，以工作坊及講座形式，
講解、教導有關領袖概念、理論和技巧等課程。

內容包括：領袖的原則及目標、以人際關係為本的領袖模
式、自我檢討、文化差異的理解、如何處理衝突。其間將另
外安排時間，分成不同小組，實習有關理論。包括協助及參
與角聲於暑期舉辦的《青少年成長計劃》，組織及執行籌款
活動，幫助中國的孤兒院。

「展 翅 計 劃」
        跨 文 化 領 袖 訓 練 課 程

跨越地域 暑期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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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翅 計 劃」
        跨 文 化 領 袖 訓 練 課 程

參加的青少年，都從實際的體驗
和經歷中，獲得了極大的裨益。

77

第二部份：北京 

在中國舉行的第二部份，內容包括：
★ 入住北京學校，由校方特派雙語老師教授有關中國文化
   及語言。
★ 與該校學生有為期約一週的交流和實習。負責策劃、籌
   備及帶領遊戲及活動。
★ 探訪當地孤兒院，學習關懷有需要的人，並親自把籌得
   金錢於美國及當地購買食物、物品送給他們。
★ 參觀首都名勝、如萬里長城、故宮、天安門，胡同等。

除角聲負責同工外，將有美籍華裔導師隨團。完成本計
劃之學生將可獲取社區服務時間 (Community Service 
Hours)，並由角聲社區中心頒發之社區服務証書。

去年參加者 獲益良多

以下是去年隨團學生的一些感想：

Esther Lee：「我更瞭解自己，知道自己不
是個容易適應的心人。北京人的生活小節，語
言，洗手間措施等，都難倒了我這個目中無人
的老美！在美國，我擁有許多，卻不懂珍惜，
孤兒們擁有這麼少，卻熱愛生命……」 
 
Kyle Choi ：「展翅計劃北京之旅改變了我
對生命的看法。可以體驗中美生活之異同，是
我的福氣。作為一個美國出生的華人，我常會
聽到有關中國的東西，還記得曾聽說中國是個很窮、很苦
的地方；可是，當我踏足中國以後，我發現那些傳言全是
錯的！我才真正明白，為什麼人們會用「難以形容」四個
字來描述中國。我珍惜著每一個時刻，不管是槍擊野戰，
或是做錯事被勸誡…… 每個時刻都包含著一點領袖訓練、
一點團隊精神、一些中國文化、一些責任、一些知識。」

Mona Lee ：「認識自己是不能從課堂和領袖訓練中學
到的。這類知識只能從實際經歷中領會。透過北京之旅，
我學會要擁有美好而長久的友誼，我就不能永遠是個旁觀
者。我在日壇中學的學習伙伴，是個比我還要害羞的女
孩，因此，我必須要主動跟她說…….我也學會了不要把所
擁有的，看成理所當然，因為有許多人的生活，是要比我
差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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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基督徒

籃球邀請賽
七月香港舉行

第一屆世界華人基督徒籃球邀請賽，7月7至15日在香港
舉行。這次籃球賽，由角聲佈道團與體育事工聯盟主辦，
旨在聯繫全球華裔基督徒籃球事工工作者，使能彼此分享
心得，並透過切磋球技及文化交流，推行籃球活動以作短
宣外展。協辦單位包括：加拿大基督使者協會、籃球體育
事工、香港中華基督教青年會康樂體育事工部、《號角月
報》。

查詢詳情：
1. 美國及其他區域 - Danny Wu
      (626)286-2600   dannywu@cchc.org

2. 香港及亞太地區 - 饒玉慶 
      (852)2602-5800   johnnyyiu@smchk.corp.com.hk

3. 加拿大 - Ray Ko 
      (416)494-7171   ray@afc-ca.org

Natasha Poon：「在孤兒院，我可以抱著那些小孩。我
是個不會照顧小孩的人，但，跟孤兒們一起的那幾天，讓我
學會怎樣把自己，以及神的愛，傾流出去。」

Laisa Cheang ：「這次旅程，加深了我對自己的瞭解；
我是個蠻自私的人！在香港的時侯，因出了些狀況而未能出
外購物，我因此說了些不好聽的話，甚至不管其他團友的意
見，一意孤行，我行我素。後來才發覺，這樣的態度是不對
的。在孤兒院，我才知道，我是多麼的被嬌寵。相比之下，
孤兒們什麼都沒有，但卻比我快樂多了。他們很自足，而我
呢?孤兒們教導我怎樣去看待，怎樣去珍惜自己的生命。」

  「羅省角聲醫療中心」

   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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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華人基督徒

籃球邀請賽
七月香港舉行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在1982年成立於紐約唐人街。羅省分
會則成立於1992年。我們在羅省從事社區服務及福音工作
十多年，看見不少華人，因為語言障礙及沒有醫療保險，
生病也不敢看醫生，因此病情延誤，導致病入膏肓，苦不
堪言。

過往幾年，曾先後有人詢問角聲能否開設社區診所。可是
大家都覺得這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夢。終於，到了今年六、
七月，這個夢開始了一步，正等候著大家和我們一同去實
現。

一個特別的機會

去年6月21日，洛杉磯縣健康局在角聲中心安排了一個會
議，與會者包括了多間醫院的代表 (Huntington, San Ga-
briel, Kaiser, Citrus Valley Hospital)。他們都表示願意支
持我們開設社區診所。

次日，我們偶然間發現角聲隔壁有一物業將要出售。這物
業佔地15,000呎，已有建築物4,500呎(日後可加建)。無論
地點及空間都十分適合，除了診所外，還可作癌症協會(已
運作中)及輔導中心(籌劃中)使用，成為一所提供全人關懷
的「醫療中心」。

  「羅省角聲醫療中心」

   美夢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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