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淑儀生病之後，煒鑾收集了許多資料供淑儀參考。有一回
他無意間在診所看到「美國癌症協會─北加州華人分會」
的活動消息，便鼓勵妻子參加。淑儀一開始時不願意，
在丈夫的一再勸說之下，終於試著打開心門，參加癌症講
座、互助小組、郊遊活動等，並且從尋求協助的癌友變成
積極投入的義工。

手術後，為了能夠到對治療 Sarcoma 較有經驗的 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CSF) 接受化學
治療，煒鑾和淑儀與保險公司周旋了好幾個月。經過不斷
的禱告，保險公司終於同意淑儀轉院到 UCSF 接受化療。
化療過程雖然艱辛，但淑儀仍不忘幫助其他癌友。化療

才剛開始四天，她便在隔天帶著疲憊
的身體，開車接送其他癌友從舊金山
到 Santa Clara，參加美國癌症協會舉
辦的活動。她曾寫道：「不管日子多困
難，我都要堅持下去，不屈服癌。等康
復之後，我將會做癌症義工…」

成為癌症義工
        
夫妻兩人帶著女兒、兒子固定上教會一
段時間之後，淑儀和煒鑾以及女兒一起
受洗，成為神國的子民，後來小兒子也
受洗接受神，大兒子雖然尚未受洗，但
也不否認神的同在。認識神使他們一家
人的抗癌路，走得滿有力量與盼望，因

為他們知道，不論高山低谷，神都看顧。親愛的家人即使
在地上死別，將來也會在永恆中歡喜重逢。 

淑儀生病後，淑儀和煒鑾認識了角聲癌友關懷網的龔振成
弟兄，夫妻倆因此更立定心志要盡力幫助其他癌友。她
和煒鑾積極投入角聲癌友關懷網與美國癌症協會的義工
行列，參與蔡琴防癌慈善義演、抗癌接力等活動，並在教
會中推動癌友事工，成立「互愛小組」，每星期聚會，在
生活上互相協助，例如幫助需要去作化療的家庭照顧孩子
等。這個小組也重燃了許多癌友求生的鬥志。有一位罹患
癌症的姐妹曾經悲傷地想結束自己的生命，淑儀經常去照
顧她，帶領她到教會。現在這位姐妹不僅笑容盈盈，對生
命充滿盼望，也非常樂於幫助其他有需要的人。

李淑儀剛動完手術，全家參加親
友宴會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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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難得的是，淑儀和煒鑾的二十四歲長子，十五歲的女
兒，以及十三歲的么兒，都能夠接受母親的病情，並學會
關懷其他癌友的孩子，常與爸爸煒鑾一起外出探訪有親人
因癌症去世的家庭，與他們分享母親淑儀如何鼓勵他們面
對現實，勇敢樂觀地迎向往後的人生。

癌病復發

化療結束九個月後，醫生發現淑儀的肝臟又出現了癌腫瘤，
而且比上次發病還嚴重。醫生表示他已無法再為淑儀做甚麼
治療。淑儀平靜地回到家中，開始接受安寧療護(Hospice)。
二零零五年一月十三日，淑儀安詳地回到永恆的國度。

淑儀彌留時，角聲的龔振成弟兄一直陪著
他們，並以他多年服事癌症病人的經驗，
教導煒鑾如何和淑儀話別，可以使走的人
安心，生的人無憾。這些溫暖的陪伴，煒
鑾點滴在心頭，並決定要將愛傳出去，繼
續幫助其他的癌友與家屬勝過疾病的打擊。

淑儀癌症復發離世之後，「互愛小組」的
義工們都有一個共識：這是淑儀孕育催生
而成立的小組，大夥會一直讓這個小組運
作下去。這個小組成立至今已經三年了，
煒鑾期許還會有第一個三十年、第二個三
十年… 目前小組的成員除了癌症病友家
屬，也包含其他正處在各種困難中的人。
大家互相鼓勵、打氣，同度人生的關口。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來。」(約翰福音12:24) 這句經文正是淑儀生
命的寫照。她在地上的生命，雖然只有短短四十多年，但
她卻能超越自身的苦難，在生病的兩年裏和夫婿煒鑾一同
幫助許多癌友抗癌，並帶領多位癌友認識神。如今她已息
了地上的勞苦，但煒鑾堅定地表示，癌症義工將是他永不
放棄的工作。他會延續淑儀的心願，繼續照顧、幫助癌友
與家屬，直到與淑儀在天家重逢。他說：「感謝主給我有
平安的生活，健康的身體，豐衣足食的居所。生活在一個
沒有戰爭、疾病的某一角落，我們更應該珍惜眼前人，多
關心身邊每一個人，我希望每一個人都能結出麥子來。」

李淑儀成立的互愛小組部份組員，
前往探訪在家中接受臨終照護的淑
儀。雖然病重，李淑儀(前左二)仍
有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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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角聲的事工，主要集中於出版《號角月報》，辦公室

總部設於多倫多，每月出版加東版及加西版號角共七萬六千

份。最近，加拿大角聲因租約期滿，地方不敷應用；是以同

工一直求神助他們購置新地方。在多番禁食禱告之下，神果

然賜下了一個合適的新址。但是，樓價加上搬遷等雜項，共

需籌款二十八萬加元。如何籌足款項成交，成為加拿大角聲

的一大考驗。本文作者李鄭玉珊是加拿大《號角》主編。這

是她在購置新址時，在神面前的經歷。  

這段日子流了不少的眼淚，但都是感恩的淚水。一直不明
白，為什麼神在過往十四年，都沒有將一個辦公的地方賜給
我們；而偏偏卻在這個根本沒有可能的環境下，就為我們預
備了新地方。金、銀也沒有的我們，憑什麼去購址？憑神！
神說可以，就可以。
  
記得勞伯祥牧師說過：「若是我們說要的，就由我們負責；
若是神說要的，就由神負責。」既然這樣，我們一班同工，
便先弄清楚是誰說要買的？於是我們同心祈禱，求神鑑察我
們的心，是否純粹希望擁有寬大舒適的工作間？不！絕不。
我們要求新地方，是因為現時《號角》報紙一直存放在一家
教會的門口，只有上蓋，沒有圍欄，風吹雨打雪下，都教人着
心不已；由於沒有門鎖，若是被外人偷走損毀，我們都操控
不了。而更重要的是，原有租用的地方，已於去年底租約期
滿，所以另覓地方搬遷，是急不容緩的事。

信心
更上一層樓

加拿大角聲同工李鄭玉珊

加拿大角聲購置辦公室的見證

新址樓面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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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來，我們委託經紀代找合適的辦公地點。要求條件包
括：可以讓貨車起卸報紙的地舖、價錢合理、地點適中，方
便義工到來等；可是，看了一家又一家，總是不能成事。

直到今年五月，我們找到一個看來非常合用的單位，業主開
價近四十六萬元，我們亦嘗試以四十二萬多元「落柯化」（
議價成交）。雙方經紀經過多番協商，最終還是因原有租客
不肯搬出而告吹。同工們雖然有點失望，但還是相信，神不
賜下一定有祂的理由，只好順服，繼續等候。

今年六月十一日，加拿大角聲舉行異象分享籌款晚會，我們
一心想著，如能在晚會之前落實了購置的地方，對籌款更有
幫助。然而，神又沒有依我們的想法實現。

籌款晚會過後不久，經紀又帶我們去看一個工業單位。第一
印象並不討好，原因裡面堆積了傢俱雜物、用品工具。但仔
細看清楚以後，就發覺那地方正合我們需要。該單位開價三
十四萬，樓下加閣樓面積共約三千三百呎。經紀說，由於屋
價合理，所以爭買的人亦有好幾家。我們知道自己條件不
足，一旦房價給搶高了，我們絕對無還價的能力。然而，我
們還是相信，若是神所賜的，無人可以奪去。若不是神看這
是好的，祂必然另有更佳的預備。

為此，董事與跟同工之間都有一個默契，並切定以下的規限
條件，作為神的印證。首先，我們還價318,000元，成交日
期必須延至九月初，(主要原因是手上沒有這筆錢)。要真是
對方要求加價，我們的底線就是多加一萬，決不追加。

感謝神，對方經紀居然回覆，賣方願意跟我們交易，但要
求售價多加一萬，即328,000元，那不正是我們的上限數目
嗎？為了再次求證是否神的旨意，於是學效昔日基甸，以「
乾羊毛、濕羊毛」方式來求神的印證。結果再還價多減五仟
元，作為更換地氈的費用。對方經紀雙眉一皺，說：「別人
第一次出價也不止此數。」換言之，我們提出的要求不一定
被接納；但我們還是相信，神說好的就可以。

信心
更上一層樓

加拿大角聲同工李鄭玉珊

成交告吹　失望中仍然相信

看中單位　效基甸求神印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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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然，掌管人心和一切的神，為我們成了大事。賣家完全接納我
們的條件，把房子售予我們。很明顯，神是說這地方合適了。

更大的挑戰即時展開…錢從何來？上次的籌款晚會，我們已
籌得好幾萬元，可是，房價加上裝修、搬遷等費用，不足之
數仍達廿八萬元。我們如何在一個多月內籌足這筆巨款？

美國角聲總會答應墊借20萬美元給我們。可是卻因此要提
早取款，這筆連總會需用的四百萬美元，一個月的利息就多
達一萬四仟多美元。為此，我們懇切祈禱，求神將我們所需
的賜下。同工們率先回應，有人說：待我向家人借錢。有人
說，待我把房子加按，向銀行借貸。又有人說：待我把基金
賣掉。又有人替我們找私人信貸借款。我們為此禁食祈禱，
求神幫助，讓我們再次經歷神的信實和供應。

雖然知道若是神說要的，就由神負責；但由於自己仍然小
信，所以壓力很大。我們向神祈禱，希望把一些能幫助我們
的人帶來。

一天，接到一個電話，一位弟兄願意借出廿八萬元，為期一
個月。雖然只是一段短時間，已可暫濟我們燃眉之急。聞言
即時湧出感恩的眼淚：「神啊！你看到我們筋疲力竭，你

知道我們辛勞一夜，一無所獲。於
是，你叫我們開到水深之處…原來
你早已為我們預備了這位弟兄。」
祂不誤事，因祂是神，我們不得不
感恩——耶和華以勒，神有預備。

與此同時，我們還是要籌款呼籲，
希望信徒支持捐獻。我們呼籲說：
只要有一千位支持者，每人捐助
280加元，就能付清房價，減免我們
日後支付利息和還款的負擔。報紙
呼籲廣告出來以後，每天均收到弟
兄弟姊妹的電話和支票。

有心人跑來辦公室說：「我看到你

面臨考驗　需款廿八萬加元

支持湧現　每份心意見真情

籌購中的加拿大角聲新址，座落工業地
段，難得單位外環境綠樹成蔭，尚算雅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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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的需要，所以第一時間上來交支票。」又有來電說：「我
是專業電器技工，你們新辦公室的電線接駁，待我免費代
辦。」另有人來電說：「我和一班義工，可以協助裝修。」
每一位支持者，每一份心意，都教人感動不已。每念及此，
感恩的眼淚又再湧出：「神啊！你真是獨行奇事的神，你差
遣天使來為我們安營。」既然已踏出了第一步，往後的日
子，神豈會撇下我們不顧嗎？所以憑信，勇敢再往前行。

這對父子，果真對加拿大《號角》動了真情。八十多歲的父
親，與從事建築業的兒子，聞得我們有意購買新辦公室，甚
是關心。他們擔憂我們買錯地方，當我們每看中一處地方，
這父子便驅車前往新址外「兜風」，實則是為我們作探子，
看鄰近環境和物業情況。一次，父子倆更犧牲了一個中午時
間，只以漢堡飽充飢，兜車觀察該處往來車輛，出入人群，
審視該處是否物有所值，然後回來給我們意見。如此細心關
懷，叫人一再感動。驗樓時，我們邀約父子倆同往，他們細
看一輪後，評分說：「挺好，間格和建材都相當不錯，不必
花太多錢裝修。這是神為你們挑選的。」阿門。

勞伯祥牧師來到多倫多，主領我們購置新址的異象分享
會。會上，一位好弟兄充分流露出他對《號角》的深情。
「我本是《號角》的廣告客着，認識了這班同工一年多。他
們的拼搏精神，教我感動不已。當我知道他們找到了地
方，但沒有錢成交，心裡很是難過。如果我有這筆錢，我
一定拿出來奉獻給《號角》。可惜我只是做小生意，沒這
個能力…」說着聲音沙啞，淚就落下。在座者無不動容。這
份心意我們已領了，相信神亦悅納這位好弟兄的奉獻心。

面臨考驗　需款廿八萬加元

支持湧現　每份心意見真情

這對 兜風  的父子

這個 落淚  的男兒漢

親愛的弟兄姊妹：加拿大角聲籌購新址，
雖有不少有心人相助，但仍未籌足廿八萬加元之
數。只要有一千人，每人奉獻280加元，即可成事，
請多多支持及代禱。如果神感動你，奉獻支票抬
頭請寫：CCHC，逕寄：CCHC (Canada) Herald 
Monthly, 3325 Victoria Park Ave., Suite 205, 
Scarborough, ON, Canada M1W 2R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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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這樣說.........

常小民姊妹   

海倫姊妹      

以下是參加羅省角聲餐福茶聚的團友心聲。            

 在餐館我們每天不停地工作十二多個小時，人早已經麻
木；可是父神郤着帶我們回到這個屬靈的家。每次聚會，弟
兄姐妹還為我們準備好飲食，使我們把餐館中的辛苦、單
調、孤獨通通忘記。我們享受主預備的食物後，又開始敬
拜和分享。當我丈夫要考貨車執照，他們都很關切熱心為
我們禱告，真的他一次就通過考試，謝謝神和弟兄姐妹。

  就是再累，我下班回家洗個澡，一定趕來參加團契。像我
們做餐館的，能有一群弟兄姊妹們這麼熱心，不怕疲累，
犧牲睡眠時間，等我們來，真是難得。每次預備不同節
目，像影音欣賞，很發人深省，專題查經與分享，有主
題，對生活及做人有很大的提醒與鼓勵，聽聽別人的經
歷，自己也分享心得，挺開心的。

 很開心這麼有愛心的朋友，深夜也來接送我們參加團
契。每次來到角聲餐福團契，看到的都是親切的臉孔，熱
情的招待，把我們看成貴賓一樣。着上總是擺上食物，粥、
粉着、水果等，好溫暖。聖經故事非常吸引，聽得明白又有
意思；還有，當他們為我們禱告時，令我好感動。
                              
  做餐館真的很累。那種對人歡笑背人愁的鬱悶，有時
真令人受不了。我覺得這裡是我「快樂的家」。我工作
不開心時，便想到快些來參加聚會，心靈便平穩，回歸
安息。記得當我需要找房子搬家，並要作幼童照顧之用，
與房東面談前，關太與幾位同工馬上為我祈禱，並教導我
要坦白誠實。次日，面談很順利便通過。從這件事我開台
學習向神祈禱，真是寶貴。透過查經、見證，信息，使我
更認識耶穌，我決定接受祂作我的救主。

張先生   

余弟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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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大洛杉機西北小鎮的千橡市基督教會，因著需要，
神竟然在那兒為餐飲業工作的成員建立了三個屬靈的家 -
-- 餐館團契。三個團契都在共同的時間，打烊十點後，在
不同的地點，不同的日期，不同的同工配搭下，為這些被
人忽視的群體，如同羊着有牧人，生活亳無指望，着有去向的
同胞，建立屬他們的家。

成員離鄉背井，來自大江南北、港台、南洋各地，雖然南腔
北調，郤融在這基督的大家庭裡，和睦相處。其中極少數人
參加過團契，百份之九十都是第一次來聚會的。他們第一次
唱詩歌、第一次查聖經、第一次聽福音、第一次學禱告。聚
會除了一般的詩歌、查經、見證、生活分享、打乒乓球外，
中秋節的賞月，聖誕節晚會，春節的聯歡也受歡迎。

漸漸的大家都愛上這樣的團契生活。有的說：「我們一週
之中最期望是這一天，可以參加團契。」也有的說：「我
是勉強來，工作了很長一天，還要上團契，有點不想來。
不過來到之後，打一下乒乓球，聚會唱詩後，我一天的疲
累都失去了。所學習的聖經和大家的分享，也給我幫助和
鼓勵。」

走過一些日子，經過栽種，澆灌，神叫他生長，有不少接
受主歸入主的名下。因著生命的改變，生活也隨著改變；
有人戒了煙，有人戒了賭，有人除掉不良壞習，家庭和
睦，人際關係改善，生活滿足喜樂平安。

生活上對他們的關懷也是少不了的一環，生病找醫生看
病、有事找律師、交通的安排、文件的處理，言語翻譯等
都需要有人去幫助他們。

對家鄉的思念，家人的思親，定居身份去留的徘徊，工作
生活上的苦悶、單調、空虛、無奈，是一般成員的心事和
心境，也只有基督是他們唯一安慰和盼望。因此，依靠
主，交託主，尋求主，等侯主，這些需要我們帶領他們學
習的功課，伴他們去走出每一步。

李宗武

千橡市餐館團契



在澳門市區，有一所臨海的大建築物「漁人碼頭」。它
面對海灣，前面的廣場，夜晚燈火輝煌。地下燈往上照，
遠遠看來以為是滿地鑽石，閃閃發光。加上人潮洶湧的澳
門街頭，有這麼一塊設計新穎，有花有草的休閒地，真是
令人讚歎不已。這是澳門的觀光局偉大傑作！往後一看，
還有一座古色古香的中國城牆，原來是個購物中心。

這一天，是一個特別的日子。這本來是一個首長政要宴會
的地方，高級的餐具、發亮的地板……如果男士沒打上領
帶，還不敢進去呢！今晚午夜後，來了一群饑渴慕義的
人，他們衣著並不算高尚，一群群的進來，有些是年輕
人。他們來自澳門各旅館、餐廳，下班後被邀請來參加一
場「福音盛宴」。進門處有幾位招待熱切地招呼，請他們
登記名字，留下電話、住址，原來餐會還有抽獎節目。

十二點整，一盤盤精緻點心放滿了長桌。白色的桌布，還
有桌裙，高貴的銀盤，細緻得讓人驚歎的小西餅，雖然肚
子忍不了饑餓，也得輕輕地慢步走近桌前，禮貌地拿起小
點心，多麼讓人心儀的場面。也許這輩子第一次走進這麼
高貴的場所，是誰這麼細心的安排？是誰花了這麼大的本
錢？是為什麼？這裏有一種氣氛，好像不是外面社會有
的。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

餐福澳門宣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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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半小時，主辦人林之嶽要大家坐下：「孩子們！別光顧
著吃了，後面還有好節目呢！」祁少卿牧師穿著活潑的襯
衫，本來就帶有天然卷髮的「靚仔牧師」，拿著大吉他帶
動大家歡唱：「哦、哦、生命一路發…」好不精彩，唱的
大家跳了起來！誰不想發？若能一唱就發，該有多好啊。
餐廳工作本來就累，今晚可真開心，又跳又唱。

接下來一位中年婦女上臺。她是林慧中大姐，把自己在
美開了五間餐廳，但仍填不滿心中那個洞的故事與大家
分享。大姐說：「我用三十年換來的經驗與你分享。人
生有好多早知道就好了。知道是靠聽來、看來、學來
的，別人的經驗成了我的祝福。願大家好好思想一下，
人生到底要追求什麼，什麼是最重要的？」

張子江牧師西裝筆挺，雖然已深夜，他以長者勸導的口
氣告訴大家：「我以七十年的生命證明一件事，信耶穌
絕對有好處！信耶穌不是洋教。」他肯定的口吻，簡潔
的用句，直搗人心。最後他問，有誰願意相信耶穌的請
站起來。年輕人立刻站起來，一堆堆，一群群！這是群
體歸主的現象。他們其中一人要相信，同事就一同相
信，深恐錯過大好人生的抉擇。我只在宣教學讀過群體
歸主，我今天才是大開眼界。在這個年齡，人生不知何
去何從之時，他們的群體就是餐廳朋友，吃在一塊，住
在一起，背井離鄉，價值觀一樣，生活觀一樣，你買名
牌，我也要買。你賺外快可以享受美食、美衣，當然，
我也得跟上。幸好，福音隊短宣的來臨，一下子打開了
人生另一扇門；幸好，今晚我的參與成了人生轉捩點，
信耶穌的人一直在增加，最後的呼籲，幾乎全場信主。
看他們天真的笑臉，單純的接受，我油然地求天父：「
主啊！帶領他們，祝福他們前面的路！」

第二天，我回到旅館二樓餐廳，一進去，接待小姐笑咪
咪地對著我說：昨晚真太好了！我走進日本Sushi櫃，櫃
後那位高高大大、帶有東北口音，頭上戴了大白高帽，
一反以往嚴肅面孔對著我笑。我驚叫起來：「你昨晚接
受主了！」他笑笑指著那位煮魚丸湯的師傅說：「他也
信主了！」本想擠前拿了菜就走，我捨不得地看著他
們。頓時間，那冷冷的Sushi沙門魚對著我笑。我看見擺
出來的自助餐櫃已不再是一盆盆的菜，而是一張張的天
使臉，整個餐廳帶來了青春的笑容，連前臺的樓面也過
來與我們打招呼。上到四樓，迎面那位開電梯的小姐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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