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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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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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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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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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
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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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心
匯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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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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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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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