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徐拉潔，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的女兒，今年八月

中到兒童村看過媽媽，也看過孩子們。這是她的感想，與

大家分享。(上圖為徐拉潔與母親許佩文在兒童村合照)

親愛的朋友：

你好！我剛剛從中國回來。我想與你分享一下神在中國孤
兒院奇妙的工作。我與母親有一個雖然短卻美妙的團聚。

在香港停留了兩天之後，我們到達了三明華恩兒童村
──我媽媽工作的地方。華恩兒童村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靠山的新房子，很寬闊、整齊、清潔。

抵步不久，孩子們就來擁抱我們，為我們提行李，很是親
善。第一次晚飯時，我為他們彈奏了一首歌，也因此，很
多孩子都要求我教他們彈鋼琴。結果，我選了十一個學
生，教導他們怎樣彈奏鋼琴。我和同行的梁潔明姐妹，還
在兒童村負責教英語、數學、手工和帶領遊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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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用孩子們來大大的祝福我。我做教學的，從來沒有被人
服侍過。第一次，我發現了貧窮的福氣。他們懂得關心
人，懂得服侍人，也懂得施予。他們給你最寶貴的，就是
他們的笑容，他們的擁抱。他們很開心、滿足而感恩。他
們玩耍、唱歌、幹活、都是十分純潔，十分簡單。當我想
到他們，我衹能獻上感恩和讚美。

兒童村不是一開始就這麽和諧美好的。聽說開始的時候很多
困難，孩子們哭吵著要回家。他們打架、爭吵，有的要逃
回去。試想像他們情緒上的壓力多大！他們思家，掛念他
們的親人。他們不明白麽什麽他們的親人不愛他們，離棄他
們。他們憤怒、無助、沒有依靠。

然而，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裡，神答應了很多人的禱
告，也證明了祂是神，衹有神可以改變這些孩子，衹有神
可以安慰這些孩子！神的慈愛，祂的恩典，祂的信實，他
的憐憫，都帶給參與兒童村工作的人勇氣和力量。

在兒童村，我經歷到神的信實。祂的心親近了那些有需要
的人。祂親臨孤兒院，把憂愁變麽歌唱與喜樂。在這個充滿
了自私、醜陋、道德淪亡的社會中，祂揀選了卑微的，叫
驕傲的羞愧。上帝顯現在祂的名被高舉的地方。孩子們可
能沒有說出來，可是在他們內心的深處，他們感受到耶穌
的愛，他們經歷了神改變的大能。很奇妙的是，孤兒院聽
起來應該是一個悲慘的地方，但神已經把它變成一個天
堂。每個小孩，都是神的祝福。

我們可以麽兒童村做些什麽呢？

第一，可以麽為孩子們、工作人員與那些支持者禱告。

第二，可以用金錢來支援，以每個月35元美金助養一個
孩子，直接把金錢送到他們的家，讓孩子們得以住在兒童
村，體驗完全的基督的愛。

第三，可以計劃去親訪兒童村。這裡離開福州衹有三小時
車程；從深圳到三明有直達火車，車程是十六個小時。

讓我們都尋求和遵從神的旨意，願上帝祝福你！

徐拉潔謹啟  2006年8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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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拉潔...........................................................................

我寫這封信給你，
因為我看過媽媽，

更因為我看過兒童村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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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個愛發夢的人。我是出生在中國﹐沒有受過苦的
那一代。是家裡唯一的小孩﹐很被父母寵愛。小時候學畫
畫﹐在藝專主修實用美術。我做過不少職業，當過黑市畫
家﹑商業形象顧問﹑婚紗攝影師﹑模特兒學校老師﹑火鍋
店老闆﹑美術老師﹑櫥窗設計師﹑電影製片廠童工等等，
還送過外賣呢﹗後來在俄羅斯我也做過小型國際貿易﹗

我信主已經十三年了。那時我糊裡糊塗的踏上寒冷俄羅斯
的土地﹐生活了近四年﹐滿腦子都是音樂﹑繪畫和芭蕾
舞﹐活在自己的世界裡。我努力尋找著良善﹐但尋不到。
我拼命想要自由﹐但到頭來發現越來越失去自由。當我開
始喪失自己﹐對自己發怒的時候﹐耶穌救了我﹐我的生命
開始有了空氣﹐我重新找到了自己。耶穌對我說﹕「孩
子﹐你很特殊﹗因為你是我創造的﹐獨一無二的寶貝﹗」

九七年被神呼召﹐躲不掉了﹐九八年回應神的召喚﹐被祂
帶到基督工人神學院。就在那裡認識了當時來修讀部份課
程的林慧中姊妹。那時在康郡福音教會已經
有餐福團契了﹐林姊妹邀請我幫忙，雖然那
時學業實在繁重﹐但無奈礙於她們都是我的
長輩﹐就勉為其難的答應了。只是沒有料
到﹐這一無奈竟讓我經歷了神無比奇妙的作
為﹐看到神對我獨特的安排。

從一開始到如今，我在餐福中都是個打雜。
剛開始的時候﹐因為我們幾乎沒有其他同
工﹐所以所有的事情我都必須要做：帶領
聚會﹑詩歌敬拜﹑文書檔案﹑海報設計﹑查
經﹑送報員﹑安排節目﹑接送﹑探訪﹑飯食
等等。

與餐業的朋友接觸﹐發現他們好真實﹐一點
都不偽裝自己﹐而且待人熱情﹑爽快。我們
的弟兄姊妹都不是很富裕的﹐但每次為了幫
助其他有需要的事工或弟兄姊妹﹐大家都很
願意奉獻﹐我深信主喜悅寡婦的兩個銅錢。

當年和林慧中姊妹憑著信心﹐在屋崙華埠救
世軍開始餐福團契時﹐我還在神學院讀書。
記得有一晚聚會結束﹐大家都離開了。當
坐上我那輛老爺車時，已是凌晨一點多
了﹐怎料居然不能發動引擎﹐試了好多次
都不行。我開始覺得很冷﹐畢竟那是十一月的寒冬。我沒
有手機﹐只好壯著膽，拿著儘有的幾個銅板﹐走過一群黑
人﹐穿越幾個路口﹐用公用電話向林姊妹求救。但是聽到
的卻是留言的聲音﹐這聲音讓我感覺更冷了。我開始有些
害怕，於是趕快跑回車裡﹐鎖好每一扇門窗。我想難道今
晚就要在車裡過夜嗎﹖怎麼辦呢﹖

我很特殊 
� � � � 因為在餐福事奉

我不曾明白我能飛舞 
我不曾明白我很特殊

任自己走得好盲目 
直到遇見你我才看清楚 

手指頭絕對僅有的紋路 
早表明每個人不同

上帝個別又精心的設計 
我是獨一無二的人物

你讓我明白我不重複 
你讓我明白我很特殊

節錄自〈我很特殊〉

無奈入餐福

寒夜遇救主

李瑄�(上圖右�)說自己是個大打李瑄�(上圖右�)說自己是個大打
雜。她在餐福聚會中甚麼都幹，雜。她在餐福聚會中甚麼都幹，
領唱詩歌只是服事的其中一項。領唱詩歌只是服事的其中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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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啊﹗我可以禱告﹗於是我大聲地唱﹕「耶穌愛我﹐耶穌
救我﹗」然後將鑰匙插入﹐禱告說﹕「耶穌救我﹗我事奉
你﹐你一定會管我﹗耶穌快來救我﹗奉耶穌基督的名﹐發
動﹗阿門﹗」我立刻扳動鑰匙﹐只聽到很微弱的「噠噠」
聲﹐我趕快踩油門。這次是較為強壯的「噠噠�~�~」聲﹐整
個車子顫動起來。天哪﹗車子發動了﹗讚美主﹗我一路
高唱﹕「耶穌愛我﹐耶穌救我﹗耶穌祂能救我�~�~」第二
天﹐找人修車﹐居然發現老爺車已經「安息主懷了﹗」

還有一次﹐我們屋崙角聲中
心﹐大搖大擺的走進來三個大男
人﹐滿身酒氣﹐叼著香煙。一進
來就半躺在椅子上﹐對著我大聲
的說﹕「那個小姐﹐過來給我
們填表﹗」當時我真的有些生
氣﹐真不知那裡來的這些人。但
是聖靈與我同在﹐我和氣的幫他
們填了表﹐林姊妹的先生柳弟兄
還幫他們理了頭髮。後來知道他
們中間有一位以前在家鄉是出了
名的地痞流氓加惡霸﹐坐過九年
的牢﹐誰都怕他。

我在這裡要見證主的榮美﹐自從
這位老大來到我們團契以後﹐我們親眼看到他的改變。他
不再兇了﹐而且變得很有禮貌﹐每次聚會都出席。他不僅
決志信了耶穌﹐後還與其他十一位弟兄姊妹一起受了浸。
我清楚記得他們十二人穿著雪白的袍子﹐站在浸池的時
候﹐我發現自己哭了！因為在那一瞬間，我看見了主的榮
耀﹐是那般的至高﹐是那般的聖潔﹗

我們同工初初在餐福事奉的時候﹐都是沒有任何薪金
的﹐但我們都沒有抱怨﹐靠主咬牙渡過了。神一點都沒有

虧待我們﹐所以我們的同工都白白胖胖的。

在我們這特殊行業的福音事工中﹐屬靈的攻擊是相當大
的﹐我們若不是靠著得勝的主耶穌﹐絕沒有今天的站立得
住。靠著主，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學到寶貴的東西﹐成
為一個簡單快樂的人。我也常常與弟兄姊妹共勉﹐我們跌
倒了﹐爬起再來過﹔我們可以失敗﹐但絕對不可以投降。

服事主﹐最大的受益人就是我們自己。在服事中學到最大
的功課﹐就是神親自在塑造我成為祂可用的﹑特殊的器
皿。我覺得自己的個性改變了許多﹐一直在學習謙卑順服
的功課。神也讓我透過這個群體﹐看見了自己的軟弱﹐在
我服事的道路上﹐不斷得勝﹐不斷對付生命裡一切神不喜
悅的事情。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些我最喜歡的經文。這些經文，常常
叫我得著鼓勵和幫助。詩篇2�7篇是我很喜歡的一章聖經。
另外，就是彼得前書3﹕�15麽麽──「只要心裡尊主基督為聖，
有人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
的心回答各人。」還有一節，就是詩篇�126﹕5──「流淚
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願榮耀歸於我們的神！

惡霸大改變

靠著主得勝

流淚撒種的，

必歡呼收割。

那帶種流淚

出去的，必要

歡歡樂樂的

帶禾捆回來。

詩篇126:5-6 

大夥兒為李瑄�(中坐者�)慶祝生日，歌大夥兒為李瑄�(中坐者�)慶祝生日，歌
聲裡流露著餐福弟兄姊妹之間的愛。聲裡流露著餐福弟兄姊妹之間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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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很喜歡「數算主恩」這首詩歌﹕第一節歌詞說﹕有時
遇見苦難如同大波浪，有時憂愁喪膽幾乎要絕望。若把
主的恩典從頭數一數，必能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副歌
說﹕主的恩典樣樣都要數，主的恩典都要記清楚，主的恩
典樣樣都要數，必能叫你驚訝立時樂歡呼。感謝主耶穌，
用祂十字架上無限的大愛將我救贖，並呼召我，造就了
我，讓我有機會去事奉祂。

我生在廣州，是第四代的基督徒。由於媽媽在「文革時
期」遭受紅衛兵的逼迫，一九六七年她冒險游水去了香
港。那時，我不但年紀小，還要帶著一個二歲的妹妹生
活。沒有大人在身邊照顧，照人看來，我們兩人無依無靠
是很難生存的。感謝主天天看顧保守，在生活方面，祂預
備有鄰居、朋友、老師、同學來幫我；在屬靈方面，祂更
為我預備了最好、滿有生命力的老師來幫助我。一九七八
年林獻羔伯伯為主坐了二十年牢後，被釋放回廣州。我有
機會跟他學鋼琴、學英文。後來，在傳福音上我還成了他
的提摩太（學生）。

一九七九年，我和妹妹獲批准去香港，林獻羔伯伯特別寫
信給院長滕近輝牧師，介紹我去建道神學院深造。一九八
零年，我終於有機會進入建道受造就。一九八四年畢業
後，曾在香港福音廣播電台及教會事奉。一九八九年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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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美國加州聖荷西，在教會牧會傳道。一九九二年有機
會再去神學院深造。

最近屈指一算，自己在一九九六年開始在「角聲」事
奉，至今已經十年，真有一種光陰似箭的感覺。自一九
九四年開始，每年我都有參加三藩市《號角月報》的感
恩晚餐年會。周簡艷珍主編更是從紐約東岸飛去三藩市
西岸與同工、讀者、支持者見面。她說﹕《號角》不是
一份說教的報紙，但內容卻處處都是福音；文章間接或
直接地指出聖經是真理的基礎，耶穌基督是人間唯一的
希望。《號角》讀者百分之八十以
上為非信徒。為了趕出報紙，周主
編常常留在辦公室熬夜寫稿，小老
鼠也來陪伴她，所以她要一邊寫
稿，一邊打老鼠。實在不容易！

一九九三年《號角月報》正式在三
藩市創刊印報及發行。一九九六
年，三藩市《號角》急需請一位全
時間同工，有計劃去統籌整個美西
北地區的事工發展。那時我在一間
約一百人的教會牧會任傳道，我想
如果加入《號角》事奉，每月可以
透過報紙接觸上萬個華人，有更多
機會去尋找「圈外羊」（非基督
徒），向他們傳福音﹕「我另外有
羊，不是這圈裏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
聲音，並且要合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約翰福音
�10﹕�16）經過約半年的禱告、等候，一九九六年六月，
我終於加入了三藩市《號角》作全時間事奉的同工。

記得一九九六年，第一次參加每月一次三藩市灣區教牧
同工聯禱會，有一位陳傳道，他用關心的語氣說﹕「你
去《號角》事奉，會很辛苦的！」我知道他是出於關
心。的確，十年前三藩市灣區的《號角》事工，屬於開
荒時期，很不容易。發行工作更是十分艱辛，例如﹕最
初幾次，每月我都帶了很多《號角月報》去參加教牧同
工聯禱會，希望牧者能幫忙把報紙帶回去教會分派。但

我在角聲
的日子

在角聲十年 始於三藩市

母親被逼迫 天父看顧我

紐約角聲同工李雷路得

李雷路得在香港建道神學院李雷路得在香港建道神學院接受裝備，
為神作工。（正中二人為路得與夫婿李。（正中二人為路得與夫婿李
國維，兩旁為路得的妹妹及妹夫）國維，兩旁為路得的妹妹及妹夫）

拾載彈指過
主恩未稍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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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那時牧者對《號角》不是那麼認識，所以很多牧者都
沒有拿回去。每次我只好把滿車的報紙帶去又搬回家。我
在路上一邊開車，一邊想﹕那麼好的免費福音報紙，找人
派發都成問題，那就不用說請人奉獻或登廣告支持了。但
是，天父馬上提醒我﹕「在神豈有難成的事嗎？」神既然
帶領我來《號角》，祂也一定會差派人來幫助我。

一九九六年，我參加三藩市灣區「建道校友會」的禱告分
享會，我與到會的牧師、師母們分享了我在《號角》事奉
的需要。禱告會完了，譚天祐牧師來問我，他要怎樣做才
可以幫助我。我就直說，現在每月《號角》在《世界日
報》印廠印報達二萬多份。印報後，我要第一時間把報
紙送去三藩市灣區的各教會及義工分派，並要組織義工摺

報、寄報、派報等工作。譚牧師住在菲
利蒙市，那邊也有十幾個教會及義工的
派報點，如果他能幫我負責菲利蒙市的
派報，就是最大的幫忙了。譚牧師一口
答應說﹕「沒問題，我與師母可以包下
來！」我聽了，非常感動。這就是最初
神差派來幫助我的第一對好同工。在《
號角》感恩年會上，譚天祐牧師分享他
的派報感言時說﹕「看見雷路得每月在
整個三藩市大灣區，走來走去派發《號
角》，我怕她越走越瘦，最後變了『走
獸』（其實是『走瘦』同音），所以我
和師母都很樂意分擔部分的工作」。這
種出於愛和關心的幫助十分珍貴，也成
了我日後事奉的動力。

隨後，陸續有很多人知道了《號角》需要幫忙，許多來自
三藩市灣區及沙加緬度、內華達州雷諾、華盛頓州西雅
圖、俄勒岡州等教會牧師、傳道人、弟兄姊妹都願意加入
《號角》作義工；亦有很多基督徒商家，知道《號角》需
要廣告支持，就成了我們的長期福音伙伴──有錢出錢，
有力出力。不到一年，已有一百多位義工參與發行工作。
無論去到那裏，看見市場、餐館、診所及每年三藩市和屋
崙華埠擺街會、華運會、華慶會，只要「有華人的地方，
就有號角」。一九九八年「角聲」在三藩市灣區開辦了電

台節目「傾談九點正」，有更多機會接觸未信者。

四年來，我在三藩市「角聲」事奉，裏外兼顧﹕向外
──與教會及支持者聯絡，向他們介紹《號角》及電台事
工，希望有更多人參與支持。向內──負責《號角》印報
發行、聯絡廣告客戶、收賬，跟進或探訪讀者，與奉獻支
持者聯絡；聯絡電台節目主持人、電台廣告商、讀者及聽
眾交流會；大型音樂佈道會及理財講座等。這些繁重的工
作，單憑一個全時間的同工是無法做的。感謝主，神是
信實的，當我願意完全投入擺上的時候，主的恩典就夠
用﹕「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那帶種流淚出去的，必
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詩篇�126：5�-6）

二千年八月至今，我從三藩市「
角聲」調到紐約「角聲」總部事
奉。負責《號角月報》和《美味
人生》廣告、發行、出版、收
賬、聯絡等工作；又幫助其他分
會出版《號角》（如﹕三藩市、
德州、紐英倫、費城、芝加哥、
歐洲等）。幫助紐英倫、費城、
芝加哥在紐約印報，並寄送去當
地教會及義工分發。《號角》是
一份特別為讀者量身定造的福音
刊物，除了文章是特別為讀者而
寫（要用新稿）；刊登廣告及消
息也有標準﹕若與聖經真理有偏
差，對讀者不利，引起教會爭論
分裂，我們都不會接收。

《號角》創刊至今已經十八年，在世界各地（美國，加拿
大、巴拿馬、歐洲、以色列、香港等地）每月發行量達四
十多萬份。我覺得神把我放在《號角》，是要做一個「守
門人」，如果有廣告進來不符合我們辦報的標準，我都會
婉拒，堅持《號角》辦報的立場與原則。讓讀者去到神的
面前，不是靠別的方法，乃是單信靠主耶穌基督。願一切
榮耀都歸主名，願主繼續使用《號角》及各地的同工、義
工，主來必會親自獎賞每一位忠心良善的僕人。

神差派同工 出乎我意料

調職到紐約 為號角守門

�1�9�9�7年三藩市《號角》四週年感恩餐會�1�9�9�7年三藩市《號角》四週年感恩餐會�1�9�9�7年三藩市《號角》四週年感恩餐會
後，雷路得（前左一）與策劃委員留影。後，雷路得（前左一）與策劃委員留影。 李雷路得與李國維於今年夏令會時， 李雷路得與李國維於今年夏令會時， 

在紐約上州乃役大學校園拍照留念。在紐約上州乃役大學校園拍照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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