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角聲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很多年輕人，無論是同
工或義工，都朝氣勃勃、充滿活力。他們專心事奉主，透
過角聲，來表達他們對主耶穌的愛。他們有勇氣面對困
難，有愛心、有創作力、肯革新，雖未受過很多訓練，
但從工作裏學習，看到他們犧牲地事奉主，真是令人鼓
舞！」

她從加入「角聲」開始，就對同工抱著欣賞的態度，常常
給予親切的關懷和鼓勵，並以自己美好的靈性與生命，潛
移默化地感染著我們。因此，贏得我們衷心敬佩！

◎ 牧師兒子 要穿破鞋？

譚醫生退休後，更多時間投入「角聲」事奉，除為癌症病
人作醫療輔導外，更成立了「角聲」醫務人員團契。她輔導
病人，不會因是免費服務，便掉以輕心，反而因時間較寬
裕，更細心地幫助及安慰病人，為他們懇切禱告。她很多
時看完病歷後，都會致電與病人的醫生商討治療方法，每

位醫生聽見譚醫生的名字，
都肅然起敬，謝謝她的指
點。

1988年，勞牧師為改善同
工薪金不足的問題，設立了
「腓立比基金」，由譚醫生
擔任主席。她很顧念同工的
需要，每次為同工薪金籌
款，總是大力支持。有一年
的年會，她向弟兄姊妹呼籲
說：

「我在中國時，有一天到教
會聚會，一位姊妹對她的兒子說：『你的鞋子破了，不要穿
啦，不如送給牧師的兒子吧！』我當時心裏很不高興，想為
甚麼牧師的孩子，就得穿破鞋子？今天角聲同工的生活十
分匱乏，神叫我們大家都那麼豐富，難道就不能讓他們過得
好些嗎？」

在座的人聽了很受感動，我們心中感覺十分溫暖。

葛培理訪華，邀請譚天鈞醫生同行，任務不
輕。圖為團隊在船上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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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角聲 不遺餘力

除此之外，她還為「角聲」籌募經費，而多次擔任「
關懷社區音樂會」的籌委會主席，每次都舉辦得十分
成功。2004年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音樂會時，她已屆
81高齡，小憩時她笑著對我們說：「大家都累壞了，我
也有些喫不消啦！幸好，下次再舉行時，已是五年後的
事了，大概已與我無關啦。」「那可要看妳的命有多長
囉！」勞牧師也笑著回答。

我們大家都知道，若她一天仍有力量，為了「角聲」的
事工和同工，她仍是會不遺餘力的。

◎ 黃金歲月 佈道妙策

退休後移居波士頓的她，近年因患了足疾，行動已不太
方便。不能再隔週坐飛機到「角聲」總會，為徬徨的癌
症病人作醫療輔導；更不
能為「角聲」的事工，再
四處奔跑了。但她仍可以
自己的榜樣，去提醒我們
這些晚輩。

去年十一月，她在各地同
工聚集的操練營中，告訴
我們她的佈道方法：「現
在我不能四處去佈道了，
但每天出門散步，仍可把
福音傳給別人。若我看
見一位老太太，就會對她
說，妳的拐杖很好看呀！
是哪裏買的呢？她一定滔滔不絕地告訴我，很容易便拉
近距離，然後就問她上哪個教會？信了耶穌沒有？順勢
向她傳福音。若我看到推著嬰兒車的媽媽，就會稱讚她
的孩子，妳的孩子多可愛啊！有三歲了吧……」

看到已82歲高齡的譚醫生，仍抓緊每個機會傳福音，我
們自慚形穢之餘，也學習要珍惜每個機會。

譚醫生在中國長城之側，教當地的小朋友唱
歌。她教的歌，是「耶穌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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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伉儷情牽 一紙風行
譚醫生在外表看來，已不復廿四年前的爽朗風姿，但

她內心一天新似一天，從沒停止過追求進步。自從
許牧世教授*──她親愛的夫君逝世後，為了繼承
他的遺志，她也走上了寫作之路。為了增加自
已寫作的知識，曾多次參加文字講習班，並寫
出了《情牽四十二年》──記載她與許教授婚
姻生活的佳作，內容至情至性，真摯感人！在
《世界週刊》發表後，又被多份雜誌及網頁轉
載，可謂一紙風行！

像她這樣事業成功，家庭和美，閱歷豐富的人，
當然已有很多人為她作傳。角聲年前也為他們伉

麗，拍攝了《祈禱的醫生》錄影帶和《以筆耕耘‧永
不言倦》VCD。當然，網上有更多關於譚醫生的資料，
但這篇文章所述，是譚醫生與「角聲」的深厚情誼。她
這「金牌董事」，真是當之無愧！ 

*註：譚天鈞醫生的夫婿許牧世教授，為近代基督教文字
菁英，是《聖經‧現代中文譯本》的譯者，文學著作甚
豐，並是臺灣《基督教論壇報》的創辦人。

                「祈禱的醫生」監製盧燕華

角聲大眾傳播部拍攝的第一輯「生輝集」，主角就是
譚天鈞醫生。譚醫生在神裡面生命的流露，激勵和摸
著很多人的心，獲得甚佳的迴響。記得當我們到醫院
拍攝時，譚醫生早已安排好一切，使我們能在有限的
時間內，盡量拍攝到所需的，達到最好效果。

一次，我們一同到冬令會做佈道工作，會上播放「
祈禱的醫生」特輯，並由譚醫生親自作見證。途中
因風雪太大，車子被逼停駛，需要下車敲門向一
家人借電話求助。譚醫生說，要記下那家人的地
址，好在事後寄上謝咭。一個如此忙碌的醫生，
卻能如此細心，實在值得後輩學習。

一件小事

認識林基甸，是角聲餐館福音使命團的柳林慧中介紹
的。對於餐館福音事工，林基甸經常參與，與柳林慧中非
常稔熟。今年三月，更與林大姐的角聲餐福使命團，一同
參加在秘魯首都利馬舉行的餐福宣教行動大會。

林基甸是一家日本料理店的店主，他的餐館座落在舊金山
唐人街和金融區之間。店子很有特色，客人一進來，就能
感受到親切的氣氛，好像回到家裡一樣自然，加上新鮮美
味的食品，不僅使本地的食客頻頻回頭光顧，還讓那些在
店裡品嘗過美食的外地遊客，念念不忘。

愛人如己將心比心
說到成功經營餐館的經驗，林基甸說最重要的是「愛人如
己」。給客人吃的東西一定要自己滿意，將心比心，不能
把自己覺得不夠水準的食物奉客。有了愛心，還要有技
術，懂得食物的特性，才能作出好吃的菜式。

日本料理非常講究食材的新鮮和衛生，特別是魚類，要懂
得如何挑選鮮魚及明白魚身各部位的特性。為了保證食物
的質量，林基甸每天一清早到魚商那裡去選魚，並親自操
刀殺魚剖魚。

說到魚，林師傅提起一件往事。他說：「90年的時候，
加州這裡發現魚的肚子裡長蟲，電視上、報紙上都大幅

 
林基甸的日本料理

      其實靠神料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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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基甸的壽司吧就是一個小講
台，是他傳福音的小講台。

除了廚藝之外，林基甸還靠著禱
告，應付每天客人的要求。

報導。有一天，店裡進來兩個人，看我做工，問我：『你知
道魚裡面有蟲嗎？』『我知道。』『那你怎麼處理呢？』我
說：『魚有蟲，沒錯，牛、豬、人都會長蟲。』『魚怎麼會
長蟲？』他們又問。我當時英文不太好，不知道怎麼講。 
我就禱告耶穌，讓我能用英文講出來。

「禱告之後，居然就有了詞。我說：『魚的鱗就像人的
皮膚一樣，破了的話，細菌就會進來。那就要看廚師如
何處理了，有蟲的魚不能給客人吃。』他們很滿意，點
了生魚片，十分鐘後，還來了幾個人拍照片。

「第二天，舊金山Chronicle報紙登出來了，大標題是
『魚有蟲，牛肉也有蟲』，還有照片
呢，就在老布什的照片旁邊。」林基
甸笑瞇瞇地說。

常常禱告
       用心研究

林基甸很會依靠禱告，又明白要有謙
卑的心，不斷創新。他的父母都是日
本料理大廚，因此，他從小就學得一
手好廚藝，但他並不故步自封，總是
在不斷地研究顧客口味和飲食潮流，
巧妙配搭。

有時候客人會提出在別家吃過的菜式，
林師傅也盡量不讓客人失望，仔細詢
問，讓客人描述，並禱告神給智慧，找
出主題，配搭材料，做出那道菜。

有一次，客人提出一個菜名叫「火花」
（Fire flower），卻說不出材料，只知
道是辣的，很好吃。林師傅禱告後，就
想通了。火是紅色的，所以，他用紅色
的三文魚肉，雕刻成花朵的樣子，又用
壽司飯作成襯底，加上紅色的辣粉，就
做成了「火花」；結果客人非常滿意，
還說比原來吃的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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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基甸認為成功之道不在於如何
籌謀打算，而是在於敬畏神。

福音為重人人都傳
有人問他：「你做壽司的秘訣傳不傳人？」他說：「
傳！我信耶穌以後，就甚麼人都傳了！我的壽司吧，就
是我的小講台。」講的是甚麼呢？就是福音。他經常跟
客人傳福音，用國語也講，用英語也講。

林基甸非常重視與神的親密關係。他的店子每星期天都休
息，原因是星期天是他敬拜神的時間。他的店子也成了團
契聚會的地方。如果你來到林基甸的店子門前，你就會看
到店門旁邊豎立著一個牌子，寫著「三藩市屬靈復興同
盟」字樣，因為這裡正是團契舉行之處 。

餐福宣教
          停業一周
為了與角聲餐福使命團參加秘魯的餐
福宣教行動大會，他把店子關上門一
個星期不做生意。神也特別獎勵他，
在大會舉行前的兩星期，店子的營業
額就已經加倍，最後兩天，更每天做
多三倍生意。難怪他說：神的恩典真
是多而又多！

林基甸總結說，成功之道就是敬畏
神：「每天早上，我開工以前，都會
先禱告，求神祝福，也為進來的客人
祝福。我開餐館，不是只為賺錢，也
是為了興趣，更是為了傳福音。餐館
要用愛心經營，愛心是從神那裡來
的，有了愛心，就有喜樂，臉上就有
笑容，員工之間也很和氣，客人進來
就能感受到不同。

「只要敬畏神，做合乎神心意的事，
神的祝福就加添。所以，我們從開業
到今天，星期天都不營業，就是在這
裡敬拜神，讚美神。神也打開天上的
窗戶，賜福給我們。」

這家店子星期天從不營業，為的
是這天要進行聚會，敬拜神。

55



一個美國柏克萊大學(UC Berkeley)的畢業生，一位醫
生的太太，現在所做的工作，就是一個接待員！難得的是
她說：「很好，很滿意。」

她是吳馬詠媚，是屋崙角聲中心的義工，負責的是中心最
前線的工作---接待進到角聲中心來的人，為他們填寫表
格，寫信申請醫療福利等，當中多是新移民、老人家、不
懂英語的一群。

吳馬詠媚了解角聲事工在華埠的重要性，所以，由屋崙角聲
開始到現在，都一直幫忙。她說：「選擇唐人埠作服事，是神
給我們的熱忱。」她看見許多牧者和教會，都十分支持角聲。

「每日我們都投身工作，我想，我要投身於一些值得做的
工作。」她堅定地說：「雖然，我現在擔當的是義工，沒
有報酬，在我每年填報的社會安全保障欄目上，有一項關
於Self Worth自我價值的，我寫上的是『零』，但是，我
覺得自己做義工，很有價值。」

 摔了一交 改變一生

主修商業管理的吳馬詠媚，大學畢業之後也曾在大公司任
職。那年，是她投身社會做事的第三年，丈夫吳光敏當時
在醫學院進修，生活過得很愜意。神更給了他們一個大喜

 
      名校學士當接待
吳馬詠媚
         樂於為角聲當義工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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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吳馬詠媚全家合照，
大女兒的出生改變了她的事
奉心態。下圖：夫婿吳光敏
十分支持她的當義工。

訊：她懷了孩子！就在一切都是那麼光明美好的時刻，她
在屋崙橋摔了一交。這一交跌得很利害，孩子都可能沒有
了。她痛苦地與神交涉：怎麼賜給自己的，祂要收回呢？

就在這時候，神讓她看見：人若賺得全世界，卻賠上自
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她要珍惜生命，問自己：「
我用甚麼來還給我的神呢？」於是，她決定要把更多時
間，放在事奉方面。

神從來沒有虧待人，神並沒有把她的孩子奪去。這一
胎，平平安安的來到世上，是個可愛的女兒。隨後，神
又給她的家再添一子一女，成為一個快樂的五口之家。

 角聲攸關 慬慎事奉

吳馬詠媚在中學時候已經信主。她在香港
的真光中學唸書時，早已經歷到了神的大
愛。她說：「是我的主日學老師給我繳付學費
的。」這是神的恩典，她有一個很深的意念，
就是：「愛不是光靠口說的，愛是要有行動
的。」她嘗過了主恩的滋味，所以也把神的愛流
露出去。她認養了兩個孩子，在家住了五六年，
為顯明神的愛而作出了切實的行動。

正如約翰一書3:18說：「我們相愛，不要只在
言語和舌頭上，總要在行為和誠實上。」所
以，吳馬詠媚積極投身義工行列。不要小看她
在屋崙角聲的接待員服事，這工作也有很高的
要求。她認真地表示：「因為進來的人，他們
都會有所要求。而更重要的是，我坐在接待的
位置上，就是代表了角聲，所以，我要做到最
好，不能稍有差池。」

「一次，有人投訴我的態度差。我撫心自問，肯
定不會，但是，結果，我還是向他道歉了。這件
事，更叫我在事奉時加倍警醒。如果，在一千人
中，有一個人這麼說，就己經表示有問題了。現
在，每次走進角聲之前，我一定會首先祈禱。」

吳馬詠媚很珍惜每一項事奉，她說：「這是神給予的機
會。」她親切而真摯的笑容，叫人看見了事奉的喜樂。



當兒子出生時，親友都為我有一子一女而高興。大家都說
是一個「好」字而羨慕不已。在家族中兒子更是天之驕子。
從襁媬至牙牙學語，從四處爬行至好奇地到處跑，兒子都一
如其他孩子那樣可愛。直到大概兩两歲的時候，專科醫生發覺
他有言語發展遲緩的情況两。無可否認，兒子一直不太喜歡說
話，不大理會其他的人。但長輩都說孩子還小，叫我們不用
擔心。問心說，自己亦不大接受兒子有某方面的問題。

當他上幼稚園時，兒子的行為更變成令學校和教師都不能接
受。因為香港的精英教育制度，課室內祇能接受一般循規蹈
矩的學生，有特別需要的孩童就被認定沒有前途。我們決两定
移民，原因之一是希望兒女有一個較開放的讀書環境；認為
環境改變了，兒子的情況也會改變。

兒子患自閉  移民尋轉機

抵美國後最初數年，我們住在中部的印弟安那州，兒子的老
師發覺他有行為的問題，建議我們帶孩子做一次評估。結果
是他有輕微的自閉症，但智商則比一般同年紀的兒童高，所
以校方便編他入讀主流班，再加一些語言輔導。高興的是最
終知道兒子的問題所在，煩的是兒子的將來會是怎樣的呢？
這五年，活在美國中西部以白人為主流的地方，感到他們真
的很有愛心，不會用奇特的眼光去看這有自閉症的孩子，打
了結的心也放開了一些，慢慢的開始接受這個現實；但仍看
不到兒子的將來，因為根據醫生說自閉症是沒法醫好的。

因女兒讀大學的關係，心想希望兒子將來會有依靠，有政府
負責他的生活，我們來到了羅省。學區安排了一些特別班給
我的兒子。但孩子日漸長大，他還是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沒
有朋友，也不知自己要的是什麼两。Regional Center (一個給智
能問題提供服務的機構)也沒有提供資源，祇是叫父母去找途
徑，我們也不知道怎樣給予兒子一些機會。

一
個
機
會給自閉症孩子

羅省展能團契參與家長 李智韜 劉瑞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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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機會  好的經歷

在朋友介紹下，我們認識了馬太太。她告訢我們角聲計劃辦
一個小組，幫助一些智障青少年，同時也有個小組給家長。
我們便两加了「展能團契」，開始了一個新的經歷。經過數次
的聚會後，見到孩子很喜歡這個活動，祇要告訴他是到「角
聲」，他便欣然同去。藉著一些親子活動，我亦嘗到與孩子
一同遊戲的樂趣。最深刻的是與兒子玩二人三足。沒想到可
抱两十多歲的兒子在草地上跑，這感覺實在太美妙了。自從兒
子懂得走路後，我巳失去抱兒子的機會，與兒子的關係，由
此開始有了好的改變。

從接受到付出  從受惠變參與

在两與「展能」的活動中，我感到角聲同工關太太，委員會的
馬先生及馬太太對這團契的熱誠。從馬先生的談話中，我體
會到他們的動機和目標，因為他們也有一位自閉症的兒子。
因著多年不同的方法去教導，他們的兒子得到了很大的進
步。他們對兒子付出很大的愛心及努力，也希望其他有自閉
症孩子的父母付出的愛心，會有相同的結果。我反思自己從
這團契中，一直希望得到別人幫助，並沒有想過要付出，好
像得到的服務是理所當然的。馬先生及馬太太的愛心，角聲
關太太的熱誠及推動，使我從新去認識自已在團契的角色。
要為這一群孩子及家長作出支持，為他們找改變生活的機
會，角聲為這群孩子提供了一個平台，給家長們一個支援空
間。怎樣去利用這些資源及如何製造更多機會給這群孩子，
責任應落在家長身上。我於是由受惠者慢慢轉成两參與者。

生命交流  活出色彩

孩子很多時都會觀察父母的行為而仿效。當我及太太更積極
地两與「展能」及「角聲」舉辦的其他活動時，兒子亦比從前
更主動，在團契中成為中堅份子。我們也發現他有領袖才
能，是一直被我們忽略的。生活上，他也有更明顯的改變，
雖然還是有與人溝通的困難，他在家中郤是一個好幫手。

两加角聲的活動多了，我們一家人對角聲的歸屬感亦增加了許
多。角聲藉两耶穌基督對人的愛，向華人社區展開手提供不同
服務，幫助華人在美國社會找到更好的生活；尤其是對較不
幸的一群，尋找生命起碼的意義，使他們都能活出彩虹的色
彩。我亦感到榮幸成為角聲一份子，為華人社區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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