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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大家都聽說過「滿漢全席」，那是舉世無雙的盛宴，
取材廣泛而且珍貴。據悉全席菜餚達到一百三十四道熱菜以
及四十八個冷葷，另各種點心和果品，需分四至六餐來品
嚐。至於烹飪技法，則選用滿族的燒烤和漢族的燉、燜、
炒、煮、炸等精粹技藝，豐富多彩，蔚為大觀。可是，絕非
一般人能有機會嚐到如此超級華宴，這當然包括我，這小人
物在內。

但是，想不到神竟賜下如此恩典，卻讓我親嘗到比地上更豐
盛、更滋味的「神恩滿漢」。這一頓特別為加拿大基督教角
聲佈道團號角月報，在購新址期間而擺設的盛宴，乃是由滿
有智慧和技藝高超的神親自主理----從策劃、鋪排、分工、
選料、配搭以至下廚，都充份凸顯出祂，在泡製和展示每道
餐食時所花上的心思。感謝神，我有幸成為這「滿漢全席」
的席上客，經親自飽嚐後，不但嘖嘖稱奇，而且更感心滿意
足，故忍不住要跟大家來分享。

請各位細看這位深愛著我們事工的神，如何把不同的「滿
漢」四大餐，呈獻在眾人面前：祂雲集了最頂級的工人、感
動了無數的支持者、調派了一些有心人，為的是來幫助號角
的事工。

這是加拿大角聲佈道團號角月報第一次舉辦的籌款晚
宴。起初是由多倫多一隊著名樂隊 �T�he �C�hanne�l�s 自薦
相助；後經與酒樓經理（一位十分支持號角的熱心好弟
兄）商討後，決定在�611包下可容納七十席的全廳。結果
在一眾信徒的支持下，當晚筵開七十席，共七百位信徒
蒞臨，當中包括牧者、各機構代表及號角的支持者等。

全無經曡驗的我們，怎麼入手去搞這麼一個大型的晚宴
呢？事前籌備工作已不簡單，當天的節目安排更費煞思
量！若是只靠幾個同工的力量，
排山倒海的大事瑣事，怎可能在
短速的兩個月內辦妥？然而，我
們不是靠人、不是靠自己，乃是
靠著那凡事預備的神。之前，神
就差派義工來，幫助印製晚宴的
單張、書簽、禮品書籍包裝等；
另更找來一位專門做影片製作的
弟兄，連夜為我們趕製介紹事工
的影片。

晚宴那一夜，神竟動員了幾十位
精英義工，在整晚聚會中幫忙--
-包括當過電台、電視節目主持
人的姊妹，配搭另一位幽默風趣
的弟兄當司儀；獻唱嘉賓方面則
由成立了超過三十年的樂隊�T�he 
�C�hanne�l�s，及香港新秀歌唱大賽冠軍方曉虹姊妹擔任；
神又差派五位會計專才，負責點算即場收來的奉獻。至
於音響、攝影、錄音等均由專業人士統籌。還有，神又
從不同教會招聚了廿多位姊妹任招待；場地管理、書籍
算運送等工作，也有弟兄們主動相幫…�.　神使事事配
合得天衣無縫，當晚異象得以清楚傳遞，晚宴亦順利完
成，一切都見神恩。

這熱鬧沸騰、同心合意的感人場面，十足「滿漢全席」
那百多道的熱菜，色、香、味俱全，令我驚喜不已。

飽嘗神恩滿漢

加拿大角聲購址神恩記實

加拿大角聲同工趙志翠

《號角》籌款及異象分享晚宴，來賓七《號角》籌款及異象分享晚宴，來賓七《號角》籌款及異象分享晚宴，來賓七
百人，把會場擠得滿滿，人數超乎想像。百人，把會場擠得滿滿，人數超乎想像。

籌款�/異象分享晚宴第   餐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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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商場外面的停車場，一連三個星期五、六、日，為
號角籌款而舉行了九晚的義賣活動。面對這項大挑戰，神
又讓挑起統籌重任的我，飽嘗了另一餐「神恩滿漢」；確
真是供應不絕，無比滋味，至今仍回味無窮。

義賣，首先要有貨源。在報紙上發出呼籲後，神親自感動
愛祂、支持號角的兒女，把各種全新的物品，無條件地奉
獻出來，內中不乏貴重的玉鐲、銀器、工藝品、水晶裝
飾、衣物等；更有大批手袋，由一位預備自己開店做生意

的姊妹送來…�.�.　貨品琳琅滿目、種
類繁多，貨源充足，且時有補充。一
時間，我們的整個辦公室都變成了貨
倉，給堆得滿滿的。

貨物有了，即時就需要有人來將之分
門別類，並貼上價目等。原來神早已
預備了幾位能幹又細心、亦有擺賣貨
物經驗曡的好姊妹來幫助完成這些繁瑣
的工作。祂更感動一位號角的長期義
工，免費將她的貨倉借出，給號角作
存貨之用。

由於擺賣的攤位，是一個露天停車
場，所以每晚義賣時，必須把大箱小

箱的貨物、掛衣架子、號角橫額、電燈到長曡坐椅…逐一搬
來擺好；收檔時，亦要全部拆卸搬走。想像一下，搬貨卸
貨、看檔，賣貨、收錢和事後收拾…當中涉及的人手可真
不少。感謝神，九晚以來，竟策動了三、四十位義工，分
成兩班，從五時半開始至晚上近十二點到場協助。

其中有兩晚還下起大雨來，義工們不顧冒雨濕身，齊心協
力快速收檔；有些原不是當值的義工，見到下雨，也特地
開車拐過來幫忙收拾；更有些義工，甚至跟著我們回貨倉
卸貨，並將淋濕了的貨物一一抹乾。

義賣那幾晚，寒風直吹，有陣子還夾著微雨，深夜久站
在無遮擋的空地上，著實冷得令人打顫；但看著那些前

來助陣的弟兄姊妹，他們不體貼自己，放棄週末休息的
時間，不辭勞苦，勞心勞力，全人投入，無怨無悔。神
啊！謝謝你給他們火熱的心。這作在主裡的一切---義工
們的熱誠、熱力直透我心。好一道熱乎乎的「滿漢」大
餐，教我享受不己！

在渥太華和滿地可的籌款活動中，也看見神的安排，實
在美好。多倫多兩位分別在不同電視台的著名新聞主播
蘇凌峰和周浩輝弟兄，不但願意請假到外地主領是次的
聚會；同時在事先也花上不知多少個晚上，去商討傾談
內容。而當地的弟兄
姊妹一早亦為此張羅
──邀約教牧同工、
弟兄姊妹出席聚會。
當晚，兩位弟兄以「
說傳媒，講是非」為
題，深入淺出、妙語
連珠，引出了號角所
肩負的重要角色---廣
傳福音。

感謝神，縱使在渥太
華 聚 會 舉 行 前 一 小
時，突然下 曡 傾盆大
雨，但仍抵擋不了赴
會者到場的熱誠。結
果到會者有一百卅多人，籌得六千多元。

另第二天在滿地可舉行的聚會中，也見證到當地弟兄姊
妹盡心竭力的成果。會前他們組織了一隊義工，為赴會
者提供膳食；另又得滿地可的陳志誠牧師肯首，免費借
出當地最大的會堂給我們使用。陳牧師更主動提出，挑
起播放映片及作電腦操控等重任。當晚的程序進行得十
分順利，吸引到三百多人參加，亦籌得八千多元。

這次出外推廣的活動，一如席上不可或缺的美點、果
品，賞心悅目、美不勝收。這展示在我面前的餐食，又
嚐到特色出色的「神恩滿漢」。

九晚籌款義賣活動第   餐2

渥京滿市籌款聚會第   餐3

著名新聞主播蘇凌峰夫婦(左三及右二)及周浩著名新聞主播蘇凌峰夫婦(左三及右二)及周浩
輝夫婦(左二及右一)，與角聲的李鴻韜(左一)及輝夫婦(左二及右一)，與角聲的李鴻韜(左一)及
李鄭玉珊(右三)於渥太華聚會後留影。李鄭玉珊(右三)於渥太華聚會後留影。

義賣要兼顧的事情很多；但大家主義賣要兼顧的事情很多；但大家主
內同心的精神，卻叫人欣喜不已。內同心的精神，卻叫人欣喜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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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角成功買下辦公室後，我們計劃用三個星期的時間，來
作內部裝修。為了省錢，我們打算不作什麼大改動，而只
是用最便宜、最簡單的方法來進行一些基本和急切要做的
工程，務求實際適用。

在整個裝修過程中，我神再次叫我眼界大開，嚐透祂巧妙
的大工。祂親自號召各方面的頂級專業精英，仿如當初所
羅門建聖殿，神呼召各樣才能的巧匠一樣。參與的有裝修
師傅、電力工程師、冷暖氣技師、電腦人員、地毯專才、
巧手木工等……有如滿漢全席中，大廚展示的上乘烹飪技

法：燉、燜、炒、煮、炸。在數星期
裏，他們日以繼夜的趕工，把辦公室
內部裝修得井井有條、煥然一新。

他們全部都是義工，看到我們的需
要，主動聯絡我們，希望在這有意義
的事工上，出一分力。最令人感動的
是，好幾位義工本身是有自己的全職
工作，故只能在放工後，晚上或週末
來為號角鋪地磚、做電工。他們把人
工作奉獻，只收材料的成本價，所以
我們的裝修花費十分有限。

這班「大廚」勤工勤力、流血流汗、
一絲不苟、竭盡全力，務求做到最
好。另外，更有義工天天如上班似的

在我們的貨倉開工，這位弟兄曾因過度疲勞，致回家要搽
跌打酒、貼藥膏；但休息一夜，第二天又開開心心的如常
來作工。

神不單預備技師，更預備辦公室內部所用的家具；有人主
動送上書櫃、桌椅、沙發等。每當看到這個新的辦公室，
我自覺已吃過一頓豐盛的「滿漢」，心滿意足。

由人泡製的滿漢全席，總會因人才或用料的短缺而不能繼
續；但滿載神恩的滿漢卻永不止息。神在號角事工上的雲彩
見證，此刻不是完結，而只是開始。感謝神，讓我預嘗了，
我更相信只要用信心經歷，第五、六大餐將會接踵而來！

能工巧匠義助裝修第   餐4

加拿大角聲有了新的辦公室，招牌加拿大角聲有了新的辦公室，招牌
掛起，顯示了神豐豐足足的恩典。掛起，顯示了神豐豐足足的恩典。

無名英雄之一 
是一位同時持有加拿大政府認可

冷、暖氣及電器牌照的弟兄，也是《
號角月報》的長期讀者。他說：「當我從報紙上得知加拿大
角聲買下了現址，急需支持時，我跟太太起初的感動是以金
錢奉獻。但第二天醒來，我們夫婦倆竟不約而同的覺得，我
必須為這新辦公室作徹底的電路檢查，原因是我曾在這一區
做過冷暖氣維修工程，深知同樓齡的號角辦公室，亦會遇上
類似的問題。於是，便毛遂自薦：『我樂意免費為你們的新
辦公室，承辦所有電器工程。』」

感謝神，就這樣，號角便有了這位電工專家來助陣，擺上無
價的精神和時間，以一顆奉獻的真心，把殘舊的冷、暖系統
更換妥當，「我把這裡當成是自己的家來做，該做的都做好
了！」據估計，這項工程若要拿出真金白銀來結賬，非超過
一萬元不可！

無名英雄之二 是本身有自己生意的另一位弟
兄。他一有空檔，便來到我們的辦公室，脫下西裝外衫，就
捲起衣袖開工去。看見什麼就做什麼：執拾貨倉、清理雜
物、洗掃地板、替貨倉的石屎地面塗上光油等。這位巧手的
弟兄，又為我們安裝組合辦公家俬、換門、油漆、整理物
品… 無一不做得妥妥當當。

他又從家裡搬來了很多「私伙」（私人用具），包括：漆
油、木板、工具、吸塵機等；總之，是默默的幹、開心地
幹。這位分兄，同樣把我們的事看成自己的事。

兩位弟兄都說不需要報導他們的名字。他們所作的
一切，都是出自愛神的心，求神親自報答他們。

義助加拿大角聲之

無名英雄
..................................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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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的這一天，三明華恩兒
童村的小朋友，忽一下都
搖身一變：「我變…變…

變…」變成了一個個小廚師。因為這天，兒童村進
行了一場烹飪大賽，由小朋友自己動手，親自下
廚，看誰的烹飪技術最高。

對於下廚烹飪，孩子們已經覬覦了很久，今天終於
輪到他們大展身手了。兒童村的愛心姐姐，帶他們
去市場上買菜。小傢伙們興奮極了，大家分工合
作：買菜、洗菜、炒菜，熱火朝天，嘻哈聲、笑語
聲、混和著散在四週的香氣…

孩子們的那股興奮勁兒，不
比遊山玩水差，因為他們已
經知曉，自己動手做的菜最
美味可口！何況，優勝的還
有獎品嘉許哩。

看，他們做的開心，煮的興
奮，吃的痛快！有機會，你
也來兒童村嘗嘗孩子們的手
藝啊。

兒童村
烹飪大賽
         歡樂四散 

香氣四溢

小小廚師
  展身手

.....................

今年九月十六日，紐約「角聲同工同樂
日」如期在角聲曡疊湖營舉行。晴朗涼爽的天
氣，給同工們輕鬆欣喜的心情添加了幾分甜
蜜。(上圖)

湖上划船，林中射箭，廊下打球下棋和吃大
餐，都令同工們盡情盡興；就連我們的勞伯
祥牧師也放下了一身的重擔，高興地加入到
我們生動活潑的戶外遊戲中，與我們分享同
工同樂的真意！看！他參加分小組吃西瓜比
賽是那麼投入忘我的樣子，就知道他在為小
組努力爭取的心。(右圖)

互擲水氣球的遊戲節目更是精彩！最讓人開
懷大笑的是，末了大家與主持人默契合作，
紛紛將手中的水氣球擲向陳主立傳導，為集
體戶外活動幽默地曡上了一個句號。
 

角聲同工同樂日

角聲疊湖營舉行
文:Karen  圖:Chan Hong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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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八月底，與休士頓角聲癌症協會的同工廖惠美，確
定十月六日和七日在休士頓舉辦癌友關懷訓練和講座時，
我就買了加州聖荷西經德州達拉斯到休士頓的美國航空公
司的來回機票。因為心想盡量節省旅程的時間，所以離開
聖荷西的時間就訂在十月五日下午1點�40分經達拉斯轉最
後一班飛機，到休士頓是晚上9點�5�5分。這樣休息一晚，
隔天十月六日早上9點開始訓練便不會浪費時間。這是我
的精打細算，完全沒有轉圜的餘地。

因最近搭機特別注意飛航安全，所以十月五日，我提早在
12點多就到達聖荷西機場，將隨身行李通過檢查後，就
到候機室悠哉地吃自己帶的三明治。看著窗外晴朗的天
氣，我心想今天的旅程應當是「一帆風順」。

但是，過了預定登機的時刻，1點20分時，航空公司的職
員突然宣佈：因為飛機引擎有問題，那班1點�40分飛往達
拉斯的班機必須取消。下一班2點�30分飛往達拉斯的班機
也已客滿！航空公司的職員說，如果從舊金山調一架飛機
過來代替，至少要等兩個小時。我心想，這樣就接不上從
達拉斯飛往休士頓的最後一班飛機了；那麼明天的癌友關
懷訓練要如何是好呢？

那時，航空公司的職員給所有乘客一個免費電話，讓大家
打電話給美國航空公司的服務人員，幫忙尋找其他的安
排。我趕緊向神禱告，同時迅速撥號。不久，一位服務員
接聽我的電話，我將我的情形告訴她。她查了電腦後，說
當天已無其他美國航空公司的班機可以將我從聖荷西送到
休士頓。

但我仍然平靜地請她幫忙安排其他航空公司的班機。她就
叫我等候，不要掛線。那時，我只好耐心等候，一方面心
裡也盤算是否請休士頓同工廖惠美明天使用事先給她的資
料上課。過了好久好久，那位服務員回話說，她幫我找到
一班大陸航空公司由聖荷西直飛休士頓的班機，但那班機
是2點�30分起飛。當她把定位代號告訴我以後，我一看錶
正是1點�50分。我還有�40分鐘可以
從A航站趕到�C航站！

感謝神，那天我沒有將行李托運，
趕緊拉著手提電腦和行李就跑！當
我趕到大陸航空公司的登機門時，
人家已經開始登機，但我仍然有機
會打電話請休士頓的朋友幫忙接
機。結果，這班飛機使我比預計的
時間早到休士頓，並且大陸航空公
司還給每位旅客一個熱騰騰的三明
治當晚餐。

回想這個事件，我得著三個寶貴的
功課：

（1）如果參加外地重要會議時，寧
可早出發到那裡等候，也不要將行程安排的太緊湊。
（2）凡事仰望神。祂知道我們的處境，祂會開路。求神
賜給我們勇氣去改變我們能改變的事，賜給我們平靜的心
去面對我們不能改變的事，賜給我們智慧知道這兩者的差
別。
（�3）凡事感恩。感謝神施恩憐憫我的大意，卻不因此妨
礙祂所要做的事。

結果，十月六日就有�4�6人參加休士頓的癌友關懷訓練。
隔天也有�3�6人參加癌友和家屬的講座。願榮耀歸給愛我
們的神，祂是不誤事的神。

航機取消，如何是好？

我所信的神是不誤事的神！

角聲癌友關懷網龔振成

龔振成在休士頓主領癌友關懷訓龔振成在休士頓主領癌友關懷訓
練，與參加者進行研討，與參加者進行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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