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這  
有何妨呢   

今天，早會後有同工與我談及一件讓他深感困惑的事。
他說：他對角聲使命中心發展深感興奮，因而常與人分享
情況。但有一次，有人聽後，就對他說：「這個月，你獲
得薪金沒有？」

很慶幸地，他是這樣回答的：「在角聲這幾年中，遲發薪
是有的，卻從沒有欠薪；而且，我也沒有欠缺。」不過，
他接著說：「雖然我完全認同這項發展，但希望知道當如
何解答人的疑問。」 因此，我詳盡地與他分析了角聲未
來的財務情況。

因這事，我想起一篇短文。一群殘障孩子在慶高釆烈的唱
著：「耶穌愛我我知道」；突然，有人走來對他們說：「
如果耶穌愛你，為什麼不醫治你們？」這有關苦難問題，
連最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完全了解，何況是一群小孩呢？這
問題不僅沒有建設性，也殘忍地奪走了孩童的童真。

其實，從第一天開始，角聲就已面對經濟困難了。我自己
如此，每個同工也是如此。在不足時，總幹事通常是最後
支薪的。多年來，我不斷在背後聽到這樣的話；但作出回
應，這算是第一次。事實上，因神的恩典及弟兄姊妹的愛
心奉獻，我們總能全數支付所有同工薪金。即使是去年，
為中國特困兒童村多支出了三十多萬美元，情況也不例外。

籌建角聲使命中心，是事工發展的必經之路；我們必須有
足夠承受力，才可以繼續承擔使命。在這事上，我們從不
敢勉強前行，但也不敢因懼怕而裹足不前。誠然，前面的
路並不易走，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很不希望有不必要
的擔子，加在自己身上。不過，若我無法改變這種傳言，
我會套用使徒保羅所講的一句話來自我安慰：「這有何妨
呢？……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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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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愛心
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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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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
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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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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