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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期美國各版的《號角月報》
內，讀者都可以讀到「愛心匯點」專

頁。這一頁，專門報道一些不幸人士的悲
慘遭遇。標題如：「天災人禍多苦況，世間

有愛治創傷」、「請助乳癌病者，度過康復時
期」、「畸形心臟童，川兒再求助」、「沒有身

分又患病，房租飯費付不出」…都是苦難的真實故
事。他們需要幫助，需要支持；「愛心匯點」把他們

的故事寫了出來，呼籲讀者伸出同情之手，或救弱、或扶
貧、或賑災…《號角月報》的這個行動，乃是基於耶穌基督

愛世人；得著了祂愛的人，都應把祂的愛廣泛傳揚。

當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創辦《號角月報》之
後，同年十月，即已在《號角》開闢「愛心匯點」專欄，幫
助苦難的人渡過困境。十八年來，「愛心匯點」發揮了積極
的作用，愛心在讀者群與受惠人中不斷傳播，並且互相影
響。今期「愛心匯點」專輯所選出的個案，包括受惠人高昕
和捐款人阿豪，都說明了愛心匯點令人動容的果效。

愛心匯點

號角月報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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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匯點

愛心     
周簡艷珍

湧流
年1818

愛心匯點 成果豐碩

今年六月十一日，在加拿大分會的週年慶典裏，與戴培
康牧師不期而遇，他是位醫療宣教士，我們素未謀面，但
藉著《號角》的「愛心匯點」，卻可以一起同工。

「看見妳太高興了！記得端家芳嗎？那位被父親咬至缺唇
的女孩子，因著『愛心匯點』的資助，已整容成功。邪靈
已離開了她的父親。她村裏的人，看見了神的愛和大能，
全村的人都信了主啦！」戴牧師激動地說。

聽了他的話，我心裏比他更激動：「主啊！謝謝你使用『
愛心匯點』，在各地成全你的聖工。」

《號角月報》的「愛心匯點」，是在1988年開始的，當時
勞伯祥牧師寫下了序言：「天地有情是我們經歷人生苦境的
一個重要信念。人間並不盡是冷淡，其中還有不少溫情。『
愛心匯點』這個專欄，是希望匯聚各方的關懷和愛心，送給
一些正在困厄中掙扎的人，使他們得到鼓舞，得到幫助。」

以上的話，闡述了「愛心匯點」的宗旨。「愛心匯點」18年
來，在「激發愛心‧勉勵行善」的前提下，成了與讀者們交
匯的愛心泉源，湧溢出一股暖流，澆灌著人情枯渴的大地。

以下是一些數字的小統計：
1. 「愛心匯點」18年來，幫助了約500個個案的主角度過 
    難關。
2. 「愛心匯點」籌募了超過350萬美元，匯聚了約5,000
    位讀者的愛心捐獻。
3. 「愛心匯點」的受惠者包括：
‧個人方面包括：貧病困厄者、孤兒寡婦、心臟病童及各
種殘疾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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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方面包括：透過聯合國幫助北韓的饑饉兒童、透
過宣明會幫助非洲的饑饉兒童；透過美國飛鷹展翅計
劃，資助東歐的以色列人歸回故鄉。透過伯特利兒童之
家，幫助中國的棄嬰。透過香港華恩基金會，參予中國
助學計劃；透過善恩園幫助福州囚犯的兒女，並建設善
恩小學，也因此促成「角聲」中國特困兒童事工。

‧緊急賑災方面：曾參予歷年中國水災及地震事件。近
年來透過直接行動及與紅十字會、宣明會、施達基金、
正生會、福音事工促進會等慈善團體合作，參予了「

911」恐怖災難、臺灣大地震、
東亞海嘯、「卡翠娜」大風暴
等賑災行動。

「愛心匯點」很少收到大筆的
奉獻，從很多百元十塊的善款
中，看出樂捐者自己也並不豐
富，但卻願意節衣縮食，以助
人為樂。有一次我到三藩市，
一位雞皮鶴髮的陳老婆婆，把
35元遞給我，指定是支持「愛
心匯點」主角的。她是位八十
多歲的老寡婦，靠著政府的福
利金度日，但每月總寄來少許奉
獻，幫助比她困苦的人。記得當
時她還謙卑地說：「真不好意
思，我的奉獻太少了，但我常常
為『愛心匯點』的人禱告，求上
帝親自看顧他們。」

這幾年來，已沒有陳老婆婆的音
訊了，但相信她在天上的賞賜是
大的。其實，「愛心匯點」的善
長中，像陳老婆婆這樣的人並不
少。當然，也有些是富裕的，一
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弟兄，每

節衣縮食 
  助人為樂

上：「愛心匯點」每一個案，周簡艷珍
都認真處理，了解當事人的真正需要。

下：在「愛心匯點」資助下，患心臟病
的兒童得以到紐約大學醫院接受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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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少一次把大筆捐款，親自送到「角聲」總會的會計
部，指明是給「愛心匯點」用，深信富人的善行，也一
樣蒙神的喜悅。

「愛心匯點」的每一筆善款，都代表著關懷和祝福，所
有領受的人，也存感恩的心領受，他們都被善長們的愛
心感動，立志將來也以愛助人。

小燕在19歲時，母親因癌症去世，遺下她和弟妹三人，
但父親卻不負責任。「愛心匯點」在讀者的支持下，每
月給予一定的資助，直至她的弟妹長大成人。去年他們
可以自立了，小燕致謝函說：「您們的關懷與幫助，在
蒼茫中帶給我們亮光。先母曾諄諄善誘的教導我們，要
樂善好施、熱心助人，您們的善心與慷慨資助，正是我
們學習的好榜樣。」

甘肅省的心臟病童趙忠媛一家，本是回教徒。小忠媛於
2005年初，接受「愛心匯點」的資助，在上海兒童醫院
動了心臟手術，現在已康復了。他們來信說：「我們從您
們的身上，感受到從人、從上帝來的愛，決心一家信靠耶
穌，並盼望有機會傳揚福音。」

以上的個案，不過是鳳毛麟角，
在「恩慈良善」與「感恩圖報」
的互動下，「愛心匯點」像海心
的漩渦，必會越轉越大，使茫茫
的人海，激盪著愛的浪潮。在
此，借用一位基督徒社工的話：
「『愛心匯點』是沒有希望的人
的希望。它讓人知道，基督徒的
愛心，是有實際行動的。」其
實，「愛心匯點」不但給予人實
際的幫助，還讓人得著耶穌基督
的救恩。大部分「愛心匯點」的
主角，都是一家一家地信主的。
親愛的弟兄姊妹，「我們行善，
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
就要收成。」

海心漩渦 越轉越大

「愛心匯點」的漩渦，一直轉到中國 
去。圖為在上海的醫院中接受心臟治療
的「愛心匯點」受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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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人問「愛心匯點」的精神是什麼，簡單地說，就像
那首很美的聖詩《主，我願像你》所說的：「主，我願像
你，有憐憫心腸，溫柔和寬恕，慈愛善良，幫助孤苦者，
鼓勵灰心者，領人歸基督，尋找亡羊。」

那是一群被遺棄的羊：因為沒身分而被迫當廉價
勞工，多年來忙忙碌碌，而今因病而失去工作能力，美國夢
碎兼沒收入，要靠別人收留，甚至揹著偷渡欠下的巨額債。
有些人還有從未見面的孩子，沒有照過一張全家福；因為沒
有身分，不敢離境探親，更不想讓親人掛慮；患絕症也不想
朋友知道，怕被議論排斥，也沒有如實告訴國內親友。

那是一群受傷的羊：包括重病或絕症，有的因生
活所逼，患上憂鬱或精神病，甚至自殺，也有突遭橫禍致
殘。其實許多患上癌症的，也是因為巨大的精神壓力、經
濟壓力造成的。他們掀起衣服，給你看那可怕的手術傷
疤，或是脫下假髮，讓你看那因化療而頭髮脫落的禿斑，
看被腫瘤壓迫得變形的五官。更讓你難受的，不是因為他
們少換衣服的酸餿味，而是那種因器官壞死而發出的腐臭
味。我常求神給我憐憫的心，去忍受此環境，接受他們。

當我接觸「愛心匯點」一些求助者的時候，發現他們的內
心世界充滿矛盾：從剛被診斷出癌症時，就無法接受，企
望那只是醫生搞錯。當事實無法逃避時，則是沮喪焦慮、
驚慌恐懼，然後是無助、無望、無奈。我深感「愛心匯
點」不是單為有需要者籌款，解決他們生活上、醫療上所
需，而且還應當成為他們心靈上的安慰者。

愛心匯點前線同工的所見、所感、所思

主啊 
 給我     
憐憫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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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驗 信心 的接觸

令人 洩氣 的時刻

我性格內向，許多場合不懂應對，不知所措，只會問他「
有胃口嗎？睡得好嗎？醫生怎麼說？」我實在無法做個合
格的安慰者。可能是錯打錯著，不擅言辭像塊木頭般，靜
靜地聆聽那些無人願聽的呻吟；聽他們訴說心中的苦痛哀
嘆，甚至怨天尤人；聽他們訴說被化療折磨之淒痛感受；
對親人的掛念… 這樣不嫌棄的傾聽、陪伴，正是這群被
遺棄者的需要──對他們的尊重、接納，和實際的支持。

有時，在徬徨而愛莫能助的病者家屬面前，我會勸他們堅
強些、不要有負面情緒、千萬別不耐煩等… 邊勸邊講，
自己也禁不住落淚，還得控制自己不要有尷尬的表情。

紐約華埠角聲每星期二晚有「福音茶座」，每月一次安排
我參與事奉。我請「愛心匯點」的受益人來參加。他們有
時也會相約同病相憐者來赴會。雖然醫學界都說癌症不會
傳染，但是頻密的接觸也難免有些顧忌。每次吃飯時也坐
在他們中間，我求主幫助，給我平安，給我憐憫的心。

在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傳媒都呼籲眾人改掉握手習慣。
然而這群頻繁出入醫院的「愛心匯點」受益人，好像要考
驗我似的，輪流與我握手。我想：「假若我此時有點感冒
發燒，要隔離十天八天，全家都不讓上班上學了。」回想
起來又慚愧，又嘆自己的信心軟弱：「我的愛心到底有多
少？憐憫的心到什麼程度？」馬太福音第八章記載，耶穌
醫治一個長大痲瘋的人，耶穌先伸手摸他，然後才說「我
肯，你潔淨了吧。」其實耶穌一句話就可以把人醫好，根
本不需要伸手摸，這個動作是表示接納、安慰和支持。有
時神給我們一個環境，造就我們、操練我們的愛心，讓我
們可以更多地認識祂。我們最好不要逃避。

令人洩氣的是：有些「愛心匯點」的受益人，經過一段時
間之後，特別是不再有支票時，很多就無影無蹤，不再來
福音茶座。曾經聽聞有「愛心匯點」受益人病逝之後，家
屬去找法師超度，令我深感不安、灰心，似乎是白做，甚
至失職。然而，我們只是盡自己所能做的，盼望他們藉著
接受基督徒的幫助，認識耶穌、認識真正的平安。當然這
不是立即有成效，要緊的是讓他們在絕望中看到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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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這時我才明白為什麼聖經說：「當將你的糧食撒在水
面，因為日久必能得著。」（傳道書11:1）我們奉基督的
名去作，是出於愛，是做在主的身上，而不是看這些受益
人是否配得。一次，有個接受捐助的受益姊妹，在等待籌
款支票時，嘮嘮叨叨。我對她說：「不要埋怨神，也不要
埋怨人。發怨言就等於對主說『你不愛我，你為我安排的
都不好。』妳看，這些從不相識的讀者，願意白白地捐款
給妳；妳是白白地領受，怎麼可以有怨言呢？」

當然也有令人鼓舞的例子。一個年輕人李文烽，患上急性
淋巴白血球病，也就是血癌，徹底治療需要換骨髓。「愛
心匯點」呼籲願意捐贈骨髓者，也籌了一筆醫藥費。他扶
著拐杖，開始參加青年團契，結識了很多新朋友，心情也
有所改變。從來沒去過教會的哥哥，竟踏進了教會的門

檻。可是文烽的癌細胞已擴散，教會的弟
兄姊妹來為他禱告後，他安祥地走了。某
同鄉會願意資助李文烽的喪葬費，但卻要
做「打齋超度」儀式。他那兩位這時已經
信主的哥哥姐姐，雖然揹著李文烽的偷渡
借債，仍婉言謝絕其資助。

今年初，在福音茶座上，患嗅覺神經惡性
腫瘤的「愛心匯點」受助者陳庸林，寫下
了「健康．喜樂」的新年心願。他說：自
己身患重病，化療也痛苦難捱，因此渴望
健康；但由於已信耶穌，在痛苦中仍有喜
樂。他還感謝《號角》讀者給他經濟上的
支持和關愛，令在場會眾深受感動。

有機會接觸那麼多在苦難中的人群，越見
神的恩典在自己身上，無限的感恩由衷而出。我們知道，
當你求神賜給你剛強的時候，可能要面對逼迫。當你求神
賜給你忍耐，身邊就出現一些麻煩的人搞擾你。當你求神
給你愛人如己的心，你就會面對一些不可愛的人。當你求
神給你憐憫的心，你就要面對一些生活在貧窮與痛苦中的
求助者。求屬靈恩賜，是要付代價的。主啊，給我憐憫的
心… 就像《主，我願像你》歌詞說：「榮耀的救主，我深
願像你，這是我禱告，我的盼望。」

令人 鼓舞 的例子

李文烽(右)與哥哥姊姊留影。因著
「愛心匯點」的幫助，他的哥哥
姊姊都已信主，成為了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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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陸姊妹：

願妳平安！請接納我在主裡棉薄心意，甚願人人都
獻出一點愛心，聚少成多，能助妳渡過難關！

我是與妳一樣，獨在異鄉為異客。我十六歲離鄉
背井，翻山越嶺，歷盡滄桑，漂蕩… 近年才偷渡
到美。但在舉目無親的陌生國度裡，因年少無知，
居無定所，誤交損友；至終被損友陷害，身陷囹
圄。我至今已坐了十年半的牢。這段辛酸歲月，
實不是文筆與言語所能形容的。但感謝神，人的
盡頭就是神的起頭；我在獄中幸蒙主恩憐，在一
九九七年信了主，也是主的愛，讓我生存下去。

陸姊妹，我現今的每月工資是40元，但我希望每
月寄20元給妳，作為我對主的奉獻；也希望能激
勵妳堅強生活下去，因為主耶穌愛妳！甚願妳接
受我這份對主的微薄愛心！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
與平安常與妳同在！

同是天涯淪落人       主內阿豪敬上 七月廿號

愛心
匯點

我們堅信，在主裡就有愛。不管身分是誰，這愛都

會在每個信主的人心裡蔓延。「愛心匯點」的不幸

人陸雲芳，因為腦溢血而癱瘓，需要經濟資助。我

們收到了一份特別的心意，來自署名「阿豪」的獄

中人。監獄裡，他的工資每月只是四十元，他願意

幫助陸雲芳每月二十元，作為對主的奉獻。這是真

真正正寡婦的兩個小錢；必蒙主悅納。願主祝福服

刑中的阿豪。讀了阿豪的信，你的心頭是否有一圈

圈漣漪？你的眼角是否有一點點濕潤？這些心靈顫

動，正是《號角》「愛心匯點」的意義所在。

獄中人捐款相助
印證主愛無窮愛心匯點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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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10月，《號角月報》美西南版(羅省)「愛心匯點」，	

刊登了一段消息，揭開了人間一段悲慘故事。

千里迢迢，與兒子由中國天津遠道而來美國的高太太(上

圖)，滿懷興奮地一心跟丈夫團聚。誰料一輛無情的汽車，

把高先生撞死了！霎時間，不但闔府團聚的美夢驟然被重擊

得破碎稀爛，更慘情的就是母子倆頓失所依，還要辦理喪

事，面對陌生環境無助無告的淒涼…

尤幸，他們來到了羅省角聲中心求助。

角聲的同工立即施以援手，為他們打點

喪禮，辦理各種事情，並在《號角》「

愛心匯點」發放了高太太母子急需援助

的消息。「愛心匯點」刊出之後，高家

母子得到了不少讀者的支持，讓他們感

受到了從神而來的大愛。

現在，事情經過了一年多，高家的兒子

高昕，給我們寫來了以下的心底話。最

叫我們欣慰的，就是「愛心匯點」的行

動，不但使他從不認識神而到得著神，

更激發了他要把神的愛傳送出去。這正

是「愛心匯點」因助人而結出的好果子。

當天高太太母子到角聲求助。角
聲同工把他們的遭遇刊在「愛心
匯點」上，為他們作出呼籲。

愛心匯點結出了好果子



愛心匯點受惠者高昕 愛心
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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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叫高昕，是2005年的9月份來到美國的。說
來你可能不信，我來美國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葬我的親生
父親！

就在我和母親已經被允許來美國和父親團聚的時候，父親
因為一次交通意外，提前被主接回了天家。到這裏前途一
片渺茫，我真的怎麼也想不到身體健壯的父親會是第一個
離開我的親人！但是事實已經發生，我只能去接受！

我媽媽找了一位律師，律師找到了角聲基督教佈道團。當
時角聲的李牧師、關太、葉太，教會的劉牧師等都很關心
我和母親。記得當時很急需一筆錢為父親安葬，一切事情
從何開始處理？接下來的生活又是如何？工作、學業、住
屋的問題，一連串的前景，真的讓我不敢想下去。

非常值得感激的是，角聲馬上為我刊登在《號角月報》的
「愛心匯點」中，將我家所遇的不幸，近況所需來呼籲，
而他們更先為父親的葬禮預備一切。在他們的幫助下，我
和母親終於順利的安葬了父親：雖然帶著許多遺憾，但已
經是很多的感謝在裡面了！
         
經過關太介紹教會後，牧師們立刻帶領一群弟兄姊妹們來
伴我們同行。他們更為我居住打點一切，母親很快也找到
一份工。更令我驚訝的是，從「愛心匯點」的回應下，我
開始收到很多關懷的捐助。在我們最徬徨恐慌時，送給我
們溫暖，在這人生路不熟的地方裡，竟有這麼多與我不相
干的人願意無條件地幫助。

我有這樣一個疑問一直擺在我的心中：為什麼這些從不認
識我們的人，可以這樣好像親人一樣，毫無保留的幫助我
們，關心我們呢？

活在        的愛愛
..........................................

來美第一件事：葬父！



慢慢的我開始明白他們為什麼會這樣。原來在他們心中有
一位真正的救主，他們所擺出的就是「基督真情，基督的
愛」。他們今生有盼望，也把盼望送給別人。「耶和華是
我今生的牧者，有了他我必不至缺乏。」真的是這樣，他
們每天都是那樣的喜樂，每天給人感覺都是那樣的釋然。
漸漸的我真的覺得他們真的很幸福，每天活在主耶穌基督
的愛裏，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啊！

每個人信主都有著不同的經歷，我是因為身邊這些素不相
識的朋友那份無私的愛，才讓我知道被父神那博大的愛所
溫暖著是多麼美好美妙！

那之後，我繼續到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還參加了那裏的
提摩太（學生）團契，認識了許多很正直很好的朋友。前
幾天我的汽車被人撞了，我打電話和團契裏的一個朋友提
起時，她跟我說要按實情去報告你車子上的問題。當然，
就算她沒跟我講，我也會很屬實的去報告這些情況。但
是，說實話，我聼聽了之後心裏很溫暖，因聼我覺得我交到了
一個很好的朋友，真的給我一個很正確的方向。

到今天，我來美國已經十個月了，覺得好像這段時間就像
是昨天一樣！漸漸地，團契已經來了許多新的弟兄姊妹，
而我已經不是新來的初信主的小弟兄，而是一個基督徒
了。

在我日常的靈修和禱告當中，我漸漸明白了一個道理，當
你行在最小的弟兄身上時，便是行在主耶穌基督的身上！
我開始學習關懷別人，你是從哪來的這些關愛的話語和勇
氣呢？我時常這樣想。其實，就是我身邊的那些現在已經
不再陌生的親人，當時讓我明白和體會到的！寶貴！

我覺得當我們領受從主內的兄弟姊妹來的愛，還有從父神
那裏得到無私愛的時候，第一想的應該是要回報。接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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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無保留關心我：

為甚麼？

現在要做的是：回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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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做的，就是要把這愛記住；你怎樣得到的這愛，你也要
怎樣無私把他再次的傳播出去，這樣才會有更多的人活在
愛中。想一想，就這樣一棒接一棒的傳遞下去的話，應該
是件多美好的事啊！

其實，這也是我這個題目的含義，聼甚麼是「活在愛的愛」
呢？其實就是不同的人，活在「相同」也「不同」的愛中
吧！不同的，是愛的方式；相同的，是愛的來源！希望每
個人都能活在愛裏，也希望有更多人明白愛的含義，去傳
播愛！

同樣的，還要感謝我那些曾經陌生，但現已不再陌生的
親人，他們給了我新的生命和力量，給了我那不求回報的
愛，也讓我學會了如何去愛！我用自己學會的愛去關愛別
人，同樣的相信那些人，也會同樣的傳遞下去！

謝謝角聲，謝謝透過「愛心匯點」幫助我們的朋友，你們
的關懷，銘記於心。願我們天上父神永遠帶領你們，讓《
號角月報》這份報紙，能繼續造福社會，讓更多人受惠。
阿門！

為甚麼？

現在要做的是：回報！

希望更多人明白：
是愛！

你們多結

果子，我父就

因此得榮耀，

你們也就是

我的門徒了。  

約翰福音 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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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金愛受傷後，巴拿馬華人教會的韋饒元牧師(韋牧師是
角聲的巴拿馬特約同工)到醫院探望她，並為他們一家禱
告，求耶穌來醫治。

當時的金愛尚未信耶穌，她說：「我真是很氣，咒罵那
搶匪『給車撞死』。金勝也想找人把那伙犯人殺掉。但
公公婆婆是信主耶穌的，叫我們用基督的愛，饒恕罪
犯。牧師也要我饒恕那犯人。」

羅金愛憶述說：「住院的頭十天，不能說話及進食，又
睡不好，體重直線下降至八十磅。十一天後，我對主耶
穌說：『我願意饒恕他。』經過禱告，竟一覺睡到天
亮，沒作惡夢。但傷處的疼痛，叫我痛不欲生，遂起了
自殺的念頭。我偷藏了一個小刀片，準備割腕。正要了
結自己的生命時，聽到有聲音說：『為什聼要自殺呢？』
我說：『我很痛苦啊！』『你可以求告我啊！我有甚麼聼
作不到的呢？妳看妳睡不著，不是禱告饒恕後，睡得香
甜聼？』我隨即清醒過來，再次跪下向上帝禱告。」

此後，羅金愛解脫了心中的苦楚。她開始接受手術，大
大小小八次。一年多後，巴拿馬醫生建議她去美國做整
容手術。當地華僑及教會發動捐款，助她到美國接受整
容手術。

沒有下巴的羅金愛

1998年7月19日，李金勝、羅金愛夫
婦在巴拿馬經營的雜貨店，突遭三名
自監獄逃出、手持獵槍的歹徒搶劫。
狂徒搶去財物後，又回頭向羅金愛
開槍，打掉了她的下巴、下唇和下

排牙齒。可憐的金愛隨即應聲倒臥在
血泊中，兩歲的兒子被驚嚇得楞住

在母親身旁，丈夫李金勝立即
把她送到醫院急救..... 

德州版號角潘劉慰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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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饒元牧師與美國休斯頓角聲，也就是主理德州版《號
角月報》的潘劉慰慈聯絡，安排及接待羅金愛到休斯頓
進行手術。

潘劉慰慈透過德州版《號角月報》的「愛心匯點」，把
羅金愛的遭遇，和手術需要的龐大費用，向讀者及教會
呼籲。在休斯頓停留看診期間，羅金愛特別感謝潘政喜
牧師潘劉慰慈師母夫婦協助翻譯、交通接送與愛心接
待；又感謝《號角月報》「愛心匯點」募集愛心捐款。

「實在不敢想像，家中經濟拮据的我，怎能去美國做整
型手術；但教會的韋牧師一直鼓勵我，他相信上帝會為
我預備。記得第一次來美接受手術前，我們夫婦倆僅帶
來了巴拿馬華人捐獻的兩萬美金；醫院卻要我先付七萬
美元押金，聽了之後我真的不知如何是好？幸得美國、
加拿大、巴拿馬、香港、挪威等地信徒的愛心捐款，《
號角》『愛心匯點』的幫助，令我一關過一關。如今
已完成了十多次整型手術，全部手術費合計二十萬美
元。」金愛不得不承認，自己被神和弟兄姊妹的愛環繞
著，上帝所賜的恩典充足，令她終生難忘！ 

過去五年多來，羅金愛多次去美國做整型手術。每一
次，丈夫金勝都說她是「回娘家」。潘政喜牧師夫婦的
接待，更叫他們衷心感謝。在美期間，羅金愛還協助潘
師母派發《號角月報》哩！

靠著愛他們的神，金愛克服了所有
的困難，趕走了她生命中的陰霾與
愁苦。為此，她的一家人更堅定信
靠神，他們的生命充滿了喜樂和平
安；原來苦難帶來了祝福！

已經前後動了十八次手術的羅金
愛，不僅沒有被意外、痛苦及龐大
的醫療費用擊倒；反而，積極進
取、勇敢面對，並活出一個充滿盼
望、喜樂和平安的生命。如今，她
已除下了面紗，露出比前更完美的
下唇，外觀不錯的下巴；同時，也
能以堅定的語調說：以半死換永
生，仍是值得！ 

潘劉慰慈(左)和義工黃美秀(中)，於
休士頓IAH機場送別做完十次下巴下
唇整型手術的金愛返回巴拿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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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我們走進餐館，就會有侍應殷勤招呼，為我們送上喜
歡的菜餚。在我們大快朵頤之際，我們有否想過，身邊的
餐業人員，他們是何等勞碌辛苦，過著的又是甚麼生活？

引述《美味人生》創刊號《主編的話》說：「北美華裔餐
館從業員，是個人口鼎盛的群體，他們誠然用靈心巧手，
為眾人烹調出一片美食天地。但他們自己，卻是一群被壓
抑在基層底下，接受著廉價勞工待遇的新移民。他們在胼
手胝足的奮鬥中，嚐盡了酸、甜、苦、辣的滋味。」文中
道出了大部份從事餐業人士的實際景況。

不少餐業人士，工作艱苦，生活枯燥，過著不足為外人道
的辛酸生活。在為食客炮製美味的餐食之時，他們何嘗不
需要有人為他們送上美味人生？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其中一項事工，就是餐業華人福音事
工。事實上，角聲自1982年創立以來，就一直關顧著餐
業人士的需要，過往曾經協助美國的餐業華人申請大赦移
民，為他們辦理家庭團聚手續；而《號角月報》的「愛心

炮製美味人生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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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點」，更經常幫助他們度過生活上、疾病上的難關。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更於2002年6月，成立「角聲餐業福音
使命團」，以餐業華人為對象，有策略地把耶穌基督的福
音傳給他們，叫他們得著救恩，改變他們的生活與生命。

角聲餐業福音使命團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包括了：

1. 關懷服務 --- 舉辦餐福英文班、義診日、法律諮
詢、免費報稅、英文翻譯、健康及理財講座等；又與福音
戒毒和戒睹事工合作，協助有需要的餐業華人。

2. 福音外展 --- 例如探訪餐館，關懷餐業人士，分送
《號角月報》和《美味人生》到各餐館；又在各地教會中
推動本地宣教，培訓教會餐福同工。今年六月，更參與秘
魯「世界餐福大會」，把餐福異象和事工推行到全世界。

3.  團契栽培 --- 舉辦餐福團契聚會及查經班，又有門
徒培訓和小組跟進，以建立團友的生命和造就餐福領袖。

角聲又因應餐業華人的需要和口味，出版《美味人生》，
目的就是：「進一步關懷他們的精神生活，讓他們的心靈
富足起來，有足夠的能力，抵擋嫖、賭、飲、吹等罪的誘
惑，全體保留精神實力，吸取最新資訊，提升中餐業的
質素，邁向專業化和企業化，讓餐業人士得著更大的福
祉。」(《美味人生》創刊號《主編的話》)

除此之外，餐福使命團另外製作了多種福音工具：不同的
福音單張、餐福事工影音培訓教材、餐業基督徒見證集、
見證講道錄音帶等，更設立了餐福事工網站，從不同渠
道，為餐業人士帶出福音訊息。

現時，餐業福音使命團的同工，包括了以加州為據點的主
任柳林慧中、同工李瑄及胡玉，身處紐約的宣教士陳主立
及陳黃慧英夫婦。團牧則有張子江牧師、勞伯祥牧師、劉
國安牧師及陳道明牧師。 

另一方面，羅省角聲中心，亦定期舉行為餐業人士舉
行的聚會，招聚同一行業的人一同參與。以愛心關懷他們
的需要，用真情滋潤他們枯涸的心靈。

以下的專題文章，都值得你細讀。閱畢之後，你定會對角
聲的餐福工作有更深認識，並且心有所感，情有所動。



...........................................................................................角聲餐業福音使命團主任柳林慧中

6

一九九五年，我參加了由康郡福音教會在美國核桃溪組
織成的一團短宣隊，前往芬蘭。由當地的宣教士協助領
路，每早晨與宣教團友一同禱告，並分隊到各地探望華
人，領導他們成立團契，認識真神。當時，我與夫婿在北
美舊金山開了三間中餐廳，所以，大家推舉我探望中餐廳，
並慰問一位姊妹。這位姊妹由香港來，與夫婿分離了八年。
未料到了芬蘭，才知丈夫已有外遇。帶著三個孩子的她，三
次試圖結束生命。我的心一酸，與她一同流淚，我心中多盼
望再有華人基督徒給予扶持。

那天，在晨更中，我看見普世華人餐廳的工作人員，在爐火的
煎熬與寂寞中過一生，卻從未有接觸福音的機會，眼睛的淚
水，第二次止不住地流。我在神面前許願，要在餐廳中傳福音。

一九九六年，劉民和牧師來到灣區，破天荒在東灣鄉下地

餐福聚會 首次舉行

餐業福音
   就這樣點起火頭來

為此我提醒

你，使你將神

藉我按手所給

你的恩賜再

如火挑旺起來。 

提摩太後書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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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一個華人餐廳並不太集中的核桃溪，主領第一次的晚
間餐福聚會。這晚，竟來了六十多人，這是我的姐妹曹姊
妹，薛媽媽一同探訪及打電話的成果。不由得感謝上帝的
奇妙之手，帶了這許多的人來參加，其中有餐廳老板及伙
伴，給我們打了強心針。

同年，康郡教會有了牧師、朱樂華牧師鼓勵我們一個月有
兩次聚會，並且從旁協助如何準備聚會及安排事奉。我
們深一腳，淺一腳，爬了起來又跌了下去地幹。跌跌撞撞
中，我們看見許多餐廳業人仕歸主，深感主恩。那段時
間，有一些神學生來幫忙，以後他們在教會服事時，也成
立了「餐業團契」。

這時，還有一位一直忠心服事的姊妹李瑄。她在學期間，不
斷參加探訪、關懷，而且領歌、查經，無一不參與。畢業
後，李瑄在教會中作傳道人，但晚間的聚會卻從未缺席。

2000年，我和李瑄姊妹借用東灣屋崙救世軍的地方，開始每
月兩次聚會的餐福團契。2002年移到角聲屋崙社區中心，服
事在屋崙周圍的餐業人仕。同年6月，「角聲餐業福音使命
團」成立，我和李瑄姊妹加入角聲佈道團，先後在加州及外
州推動教會加入餐福運動，成立餐業福音團契。

在此之前的三兩年，已有一些由中國北部來美的朋友，居
住在以廣東話為主的唐人街。他們在餐廳中打工，語言不
通，只有少數鄉親，少有朋友。他們有人好奇地進入了角
聲，接著就帶來了一些說國語的慕道朋友；後來也有一些
操廣東話、福州話及各省各鄉的朋友加入。就這樣，我們
在屋崙角聲社區中心每星期日晚間的聚會，人數漸增，受
洗人數亦不斷上升。

2004年，一位弟兄要求我們到南灣去關心他的朋友。我們打
了一個電話給佳音教會的陳大鵬牧師，Milpitas 的團契就這
樣誕生了。這個服事南灣餐業人士的團契，十分蒙神祝福；
其中有一對馬來西亞餐廳老板夫婦，先生是香港來的，她
們夫婦成熟的屬靈生命，帶動了員工信主，並影響社區中其
他餐廳。同年，我們巧遇久未謀面的陳牧師，得知他的會
友中，有一對夫婦對於在餐廳工作的新移民很有負擔，於

餐福聚會 首次舉行

角聲團契 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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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們相約相見，他們盡心竭力為餐福擺上。我們彼此打
氣和鼓勵，並由短宣隊前住問候。在 Fresno 的餐福團契
中，我們看見神叫許多餐業人士信了主，改變了生命。

餐福的巨浪，在各地掀起了許多愛主的弟兄姐妹的熱
誠。他們有許多未曾在餐廳中打過工，但卻願意在這行
業上服事主。鳳凰城有一個團契，聚會人數多達五、六
十人。李道宏醫生及傳道同工，及一些專業人仕都無私
地付出代價，會後有理髮服務，還有流動圖書館。一年

多前，一位馮弟兄與多位弟
兄姐妹，也在西北浸信會成
立了餐福團契，並教授英文。

今年是餐福豐收年。三月份，
我們與歐聯餐福、亞洲香港餐
業總幹事與華福合作，在福音
未入餐廳的中南美秘魯， 展開
遍訪餐廳的運動。四天下來，
餐廳中有一千家接到福音單張
與邀請信函，並在三處不同區
城，以「廚藝分享」來分享耶
穌的愛，效果很好。來賓都留
下連絡地址與姓名，成為當地
教會可以接觸跟進的重點。

七月份，我們配合第七屆華
福大會，與世界各地餐福代表聚首一堂，由張子江牧師
帶領董事正式發動世界餐福福音運動，與會者七、八十
人。午夜十二點，在簡單而隆重的典禮下，委任了各洲
代表，成立董事會與委員會。第二天，一百位與會者夜
間走上澳門街頭，到餐廳、酒吧及按摩院派發單張，邀
請他們參加次日的佈道會。 結果，超乎意料之外，佈道
會來了一百四十多人，有五十八人歸入主的名下。

現在就是福音廣傳的時代，福音進餐廳！福音出餐廳！
廚藝宣教餐飲人士要成為宣教精兵，帶領人歸主。餐廳
要成為教會，這不是夢！有一天，中餐廳將成為基地，
每一家餐廳都要成為福音小站！

餐福熱浪 如火如荼

為了迎合餐業人士的工作時間，餐福聚會往往
在晚上舉行。這是屋克蘭的一次聚會情況 。



餐福熱浪 如火如荼

被遺忘的一群

他們如何生活？

根據1996年台灣官方報導，從事中餐業的華人，荷蘭有百分之
九十，英國是百分之七十；而美國則有百分之六十華人與食物工
業有關。根據「中餐通訊」，全美共有四萬多家中餐廳，一萬多
家印尼、日本及馬來西亞餐廳；當中許多老闆都是華人。若以平
均每店五名華人員工計，即共約有二、三十萬華人在美國從事飲
食業。全香港則有一萬多食肆，約有十八萬多人在此行業。

餐業華人工作時間長，平均每天十二小時。曾經有一位餐廳老闆
一天工作十六小時；一次，在炒菜時睡著了，險些弄出人命。一位
賭場經理說，他們的客人，百分之七十五是餐業人士。餐業人士喜
拜偶像，生活苦悶，缺乏資訊，色情錄帶氾濫，問題嚴重。他們
許多都是為還移民債而來，家庭、健康、心靈，都受到極大虧損。
角聲餐福使命團就是以他們為對象，讓神使他們生命得著大改變。



..............................................................................吳珊珊整理

我是一個福州人，大家都叫我阿波。1993年2月，我像家鄉
許多人一樣，懷著對未來的憧憬，偷渡去了歐洲荷蘭，背了
一身的「旅行債」，作著「淘金夢」。之後進入中國餐館打
工，從洗碗開始，過著日復一日「白天爐頭，晚上枕頭」的
單調枯燥生涯。

  染上賭癮
龐大的債務，壓的我喘不過氣來，生活也苦悶。起初，看同
事玩「老虎機」賭博，挺有趣的；後來我第一次嘗試，還沒
有花一塊錢，就贏了50元。我心裡想：「一天打工的錢也是
這麼多！如果中個大的，工不用打，債都可以還清了。」抱
著這種心理，從此就染上了賭癮。

俗話說「十賭九輸」，愈輸我就愈想賭，愈賭我就愈欠債；
常常賭一次就輸掉兩、三個月的工資。為了有錢去賭，常騙
親友同事，用各種理由向他們借錢。幾年下來，我就過著「
白天打工，晚上賭博」的生活。一週僅休息的那一天，我就
坐在老虎機前，賭到不吃也不睡。周圍親友都離我遠遠的，
錢借不到，我就向高利貸借，債務多到根本還不完 。

人家是賺錢寄回大陸家鄉，我卻被高利貸逼債，逼著叫家裡
寄錢來給我還債。我一收到父母寄出的錢，還沒到打工的地
方，在半路就被我賭光了。父親被我氣的要跟我脫離父子關

賭海重生

餐業華人吳建波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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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我並不是不想改變，常常發誓戒賭，忍著不賭一兩個
月，結果仍是向賭癮投降；而且，賭得比先前還厲害。我
無法自拔，別人瞧不起我，我也自暴自棄。曾經也有自殺
的念頭，一死就百了；但總沒有勇氣。那時抽煙抽得很厲
害，在「永無翻身之日」的痛苦裏，藉酒精、抽煙來麻痺
自己，人生真是走到盡頭了。

  一線曙光
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去了教堂。一位老先生送了一本聖經
給我，我回家丟在床邊好久，看都不看。1998年初，我已
經弄不到錢去賭了，晚上常睡不好。有一天晚上，我感到
心如刀割，痛苦不堪。想起小時候，跟信主的外婆及媽媽
上教堂，我就拾起那本沾滿灰塵的聖經，翻開看了看，也
看不懂在說些什麼，但沒想到可以平安的睡了一夜好覺。
所以，我開始向主耶穌禱告：「主啊！我在黑暗中，求聼救
我脫離脫離罪惡，給我一條光明的路走…」作完這個禱告
不久，竟然有個特別的機會，我像做夢一般的踏上美國，
那是在1998年的2月。

  再陷賭海
到了美國，還是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一有機會就是跑賭
場。在餐館打工，我刻意存錢，到感恩節那天去拉斯維
加斯豪賭一場。別人打麻將是「三缺一」，我是「一缺
三」，因為沒有人想跟我這樣的人打麻將。為了招聚牌
友，我有時還給他們錢希望他們陪我打。

有一次，一對夫婦到我打工的餐館吃
飯，他們邀請我去鳳城華人基督教會。
我想，我要結束這種不正常的生活，是
該去教會了；於是我就在週日早上去做
禮拜，中午趕回來餐館上班。

  新造的人
神藉著主日學的教導，及弟兄姐妹的愛
和接納，我的心漸漸的打開。2000年
1月，在一次佈道會中，我決志舉手信
主，四月份受洗歸入基督的身體。受洗
以後，賭癮還會再犯，但神藉著奇妙的
管教，和弟兄姐妹的代禱，使我逐漸 

一個沒有指望的賭徒，生命得以徹

底改變，吳建波感激神恩不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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