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當紙在桌上，我即站或坐；當紙在地上，那就得蹲著；如
果紙張太大，我可能就踩在紙上。還記得有一回，我的二
姊推開畫室的門，她看我實在很高興的樣子，就開玩笑地
對我說：「我可不可以進來遊山玩水呀？」我說：「�No！
�No！�No！不可以！妳若踩上來，我的紙會破！」我自己
踩怎麼不會破呢？因為那一塊是溼、是乾，只有我知！

想想天父賜給我的這一片天地，伴
隨著我多少寒暑。如今我內心悠遊
天地之間的情懷，與以前沒有兩
樣。我日日夜夜，還是很想體驗、
享受那份紙上遨翔的快樂。偶爾也
會攤開紙、筆、墨，但絕大多數的
日子裏，常有些朋友來到我面前，
把他們心裏的話講給我聽，希望我
為他(她)禱告。像這樣子的情況，
十之八九，都是傷心、痛苦、難處
的事多，快樂的事少。這同樣的時
間，在我內心，如果要作選擇的
話，一定會有掙扎。這兩個鐘頭，
我是來好好畫一張畫，讓自己悠遊
其中、快快樂樂呢？還是與人分
享、分擔呢？多少時候，在這兩者
的選擇之間，我選擇了後者，因為
我知道此刻在我面前的這人，是活
生生的人！

從聖經真理中，我很清楚地知道，
這世上，上帝創造的萬有，一切東
西再寶貴，就算是價值連城的鑽
石、金銀、珠寶，都不比「人」重
要。很多重要的事情，就算重大得
不得了，都不比「人」重要！想想

各樣人、事、物的排列，「人」永遠是最重要的。在神的
眼中，人的靈魂極其尊貴，所以只要是別人有需要，我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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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靈天地
� � � � � � � 人為貴

為了主的緣故，放下自己重要的事或物，而願意敞開心靈
的耳朵，來傾聽對方的心聲。

聽完之後，我能為他做什麼呢？我是很有限的，能為他做
的更有限。但我知道，比一切更大、更重要的，那就是神
哪！面前這人重要，我的生命價值也不輕啊！而神大於我
與他，所以又真又活的神的力量，
一定會來幫助我們。當我願意靠著
神的力量，去幫助對方的時候，在
傾聽心聲之後，伸出援手也好、陪
著走過一段路程也好、為之禱告也
好，我總知道，天父聽著、看著我
們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祂鑑察
人心，祂的眼目遍察全地，祂從未
輕看我們。

我們知道神是最大的，而從這偉
大、慈愛的天父上帝眼中，我們竟
然是最重要的。感謝主！祂的創造
奇妙，給了我們這一層關係，讓每
一個人的生命有更新的盼望，遭遇
挫折患難不要緊，因為我們深知，
神永遠樂意施恩憐憫，讓所有的事
與物，都為了效祢力於「人」。如聖
經上所記：「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
祢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 然而靠
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
已經得勝有餘了！」(羅馬書8:28、
37)

感謝主讓我從年輕時代學會畫畫，
懂得欣賞山川萬物，更能將山川萬
物所蘊含神奇妙的造物之工，深印
在我心，如同心靈中的攝相機，以至於我始終都有一顆寬
廣的心，藉著詩歌、畫意，由衷地讚美神的偉大奇妙！

祂的眼目
� � � � � � � 察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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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家不知如何是好的時候，神總是用出其不意的方式
解決了問題。她說：這段日子，流下了許多感恩之淚。
所以，她在會上挑選了兩首詩歌跟會眾高歌──「你信
實何廣大」和「感謝神」，以詩歌道出神偉大的恩典。

她說：整個地方購置需款三十多萬加元，但是，加拿大
角聲根本沒有餘款，平常的經費已是捉襟見肘，為了籌
措款項，同工都同心禱告，求神賜下所需。神是感動人
心的神，半年裡，已感恩地籌到了二十多萬。雖然，現
時仍欠款項六萬元，但是，神的大能是最能依靠的，因
此，往後的日子，角聲同人更大有信心，踏步向前。(有
關購置新址的見證，請參閱角聲情第三及第四期。)

勞伯祥牧師引用舊約列王紀下第四章的故事與大家分享。
他說，一名窮寡婦，本來一無所有，先知以利沙就吩咐
她，向鄰舍借空器皿回來，然後把油斟得每瓶皆滿，使窮
寡婦足夠賣油還債，兼且尚有盈餘。這
就是神的作為與奇妙之處；他並藉此勉
勵同工：千萬不要怕不足，越不足，就
有越多機會叫越多人參與；因為事奉是
多個人的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

感恩會中特別安排了一個剪綵儀式；但
是，剪綵的不是角聲人，亦不是外來的
嘉賓。因為同工們都認為，配得上為新
址剪綵的，只有是我們偉大的神，所
以，剪綵儀式開始，就只見剪刀從天而
降，直降在綵帶之上。當然，這是個象
徵意義的剪綵禮，剪刀不過是道具而
已。不過，同工們把新址奉獻給神，大家
為神作工的心，就因此更加顯明了。

上圖：剪刀由上降下，象徵上圖：剪刀由上降下，象徵上圖：剪刀由上降下，象徵
剪綵嘉賓是我們的神。剪綵嘉賓是我們的神。
下圖：嘉賓濟濟一堂，共同：嘉賓濟濟一堂，共同
見證購置新址之恩。見證購置新址之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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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十八日，對加拿大角聲同工來說，是一個特
別的日子。因為這一天，加拿大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在新購
置的辦公室及《號角》製作中心，舉行了新址感恩典禮。
當日早上十時，新辦公室已經開放，讓嘉賓蒞臨參觀。

同工們為了這次感恩禮，事先做了不少工夫。這一天，新
址後面用以存放報紙的地方，就變成了茶聚之處。一張大
長桌放滿了義工親手製作的美點，點心餅食都做得很有水
準。雖然地方佈置簡單，但卻勝在親切，真實而自然。

下午，感恩禮開始。到來的嘉賓濟濟一堂，聚集在閣樓一
個面積不大的聚會廳裡。來賓包括了教會牧者、長執、福
音機構代表及《號角》的好朋友。角聲的總幹事勞伯祥牧
師、副總幹事周簡艷珍偕夫婿周道揚弟兄，均特別遠道由
紐約而來；而加拿大角聲董事孔祥炯也由渥太華到來。大
家在這次盛會中，共同見證神在加拿大角聲所成的大事。

加拿大版《號角》主編李鄭玉珊姊妹在感恩禮中表示，在
購置新地方的每一段過程中，她都看見神恩手一直帶領。

加拿大角聲新址感恩禮     

誰是剪綵嘉賓?
...........................................................................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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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來，派發工作是有困難，特別是唐人街街道狹窄、
行人擁擠，而冬季路邊積雪更常令我們頭痛；所以，很多
時我們須一家三口出動：兒子看守車輛，我倆運送報紙至
十多廿個派發站。縱使一天派發工夫過去了，大家心靈裏
的喜樂卻不停，皆因看到許多華人手中的《號角》，聽到
許多街頭的老人家呼叫期待的聲音「號角到！號角到！」
那份喜樂和滿足不是筆墨能形容……

今天，十四年後的今天，坐在《號角》新
購置的辦公室出席感恩典禮，當主編李
鄭玉珊姊妹帶領唱詩讚美的時候，一首
「神信實廣大」令我們不能禁止流淚；正
如李姊妹說「這是感恩的眼淚」。十四
年來，看見神不但施展大能大力、奇妙
恩典，按時供應，讓各同工們經歷在不
足裏享受神的豐足。神讓我們這義工小
子的家裏，同樣經歷這奇妙的恩典，在
許多的不足中享受神的豐富預備。

當年，夫婿偉國剛得到工作，這份工作
規定必須工作六天，而唐人街的華人習
慣在週末上午上街，我們為能把握最佳
的派發時機，方便人們取得報紙；故此
偉國經祈禱後，憑信心向老闆坦言，申
請每月的第一個週六休息派發福音報
紙，結果老闆竟欣然答應，直到如今。

最近，我們的車子殘舊花費了許多維修
費，家庭經濟也有困難，所以決意放棄小
型客貨車而換部小車子。為減輕開支的
同時，也需減少派發報紙的數量，心裏
非常難過，有很大的掙扎。就在這時候，
去年八月，主內的一對李弟兄夫婦心有感
動，欣然贈送了一部價值約八千元的小型
客貨車給我們，使派發工作得以繼續。

神啊！祢你的信實廣大！只要願意以信心
經歷祢，就能在不足中豐豐足足享受祢的奇妙恩典。神啊！我
們願意一生服事祢，即使是一生的不足，但卻能享受祢賜永生
的富足，享受在祢裏面的喜樂。願神繼續祝福角聲，使用《
號角》，帶領同工、義工們憑信心為神多走一步。

上圖：何止上陣不離父子兵，張偉上圖：何止上陣不離父子兵，張偉
國派號角乃是全家總動員。國派號角乃是全家總動員。

下圖：張偉國與陳秀雲及兒子，一偉國與陳秀雲及兒子，一
家都樂意為神擺上。家都樂意為神擺上。家都樂意為神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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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九二年二月份，是我和夫婿張偉國蒙恩得救的日
子，在多倫多福音機構「恩雨之聲」首次到溫莎市華人宣
道會主辦的音樂佈道會中，我們清楚決志接受耶穌基督為
個人救主，從此生命便開始了新的旅程。

基於我們有一顆飢渴慕義的心，教會所提供的各種聚會活
動、培訓等我們都盡情參加。同年四月，我們發現教會來
了一批月刊，原來是美國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於加拿大多倫
多首次出版和印刷的本地福音報刊《號角月報》，當時由
多市總會運寄到鄰近城市的教會，我們便隨手拿了回家。

閱讀之後，不禁讚嘆天父上帝的偉大慈愛，竟能預備和感
動許多如此的專業信徒，出版了這樣一份充滿正義、健康教
育、內容豐富、感人心肺的報刊。於是，接下來的日子，我
們夫婦決意每個月將《號角》派發到鄰近市場、商場、診所
等華人聚集的地點；深願將這健康正義的信息，帶到每個
華人的生活裏，更願神福音的種子在華人的心裏植根。

一九九五年十月，因夫婿偉國工作的緣故，我們一家三口
遷移多倫多。安定居所之後，我們隨即聯絡多倫多的加拿
大角聲，希望能繼續派發《號角》。終於，我們被分配負
責派發東西兩區唐人街，每月載運的報紙多達三千多份。
當時我們用的是一部小型客貨車，剛好能安放足數。

從派發號角中

我體會到...

如此奇妙的恩典
............................................. 多倫多角聲義工張陳秀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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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確不錯，楊老太太和我都是華人，但可惜我們還是講不
通。她講的是廣東話，而我只會說帶有楊州口音的普通
話。她說的我聽不懂，我講的她也不明白。兩人比手劃腳
了一番，看得工作人員也莫名其妙。我只好搖搖頭，表示
愛莫能助。這就是我和楊老太太第一次見面的情形。

言語不通  還是每週去看她
雖然我們言語不通，但是楊老太太見到我的時候，那種愉
快喜悅的神情，卻深深地感動了我，對她念念不忘。起
先，我並沒有打算繼續去看楊太太；但也許是她那歡欣愉
快的個性深深地吸引了我，也可能是聖靈的感動吧，反正
以後，每次去看May，就不由自主地去看楊老太太。每週
日由教堂出來，總是先去我妻子的墳看看，換一束花，再
去看May，最後去探訪楊老太太。去妻子的墳上，可以安
慰我對她的思念之情；去看May，享受到老友相見的親
切；但每次看過楊老太太，卻使我步履輕健、精神煥發。

楊老太太的英文名字是Joy，真是人如其名。每次見到
她，她都是興高采烈地拍著手，抱抱我，有時還親親我，
真是給了我無比的喜樂。有時我真不知道，究竟是誰在探
訪誰，是誰給誰帶來了喜樂。我不禁低頭，感謝我的神，
也驚嘆我的神行事奧妙。

我們還是無法溝通，還是比手劃腳，好在多半是她在講。
楊老太太似乎有說不完的故事，而我只能在一邊仔細地察
言觀色，或是點點頭，或是搖搖頭。但就這樣子，還是弄
清楚了一些事情。譬如說，她不喜歡那兒的伙食，更不喜
歡那兒的茶水。我就去買了一盒茉莉花茶的茶包送給她。
後來才知道，Joy 最喜歡的就是茉莉花茶。我怎能不低頭
敬拜神的奇妙恩典和安排，讓我就選了茉莉花茶。冬天的
時候，她的手很冷，我就把她的手放在自己的手心裡，慢
慢地搓暖。有時候她指指門，我就推著她的輪椅，在走道
裡走走。就這樣子，差不多有半年之久。

迫切感動  要和她一起禱告
楊老太太很瘦小，我覺得她可能有病。因為我不是她的親
人，療養院的工作人員不會告訴我楊老太太的病情，我也

................................................. 角聲癌友關懷網關懷者焦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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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楊老太太，使我又一次經歷了神，認識祂的恩典，
祂對祂兒女的信實，及祂奇妙的作為。「萬事互相效力，
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

大概是2005年十二月的一個星期日，我一如往昔去療養
院探訪一位老朋友May*。正準備離開的時候，療養院的
工作人員找我去見楊老太太*。這天她剛搬進來，不會說
英語，她的家人已經離開了。那兒的工作人員無法和她溝
通；大概見我是東方面孔，希望我和楊老太太有共通的語
言，能為他們做翻譯。

聖經說：「因為我耶和華你的神必攙扶你的右手，對
你說，不要害怕！我必幫助你。」(以賽亞書41:13)

神藉著楊老太太
讓我經歷祂

     他病重  

在榻，耶和華

必扶持他；

他在病中，

祢必為他舖床。 

詩篇 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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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她女兒打電話告訴我，楊老太太於星期一中午十二
點廿五分回了天家。這一天也是楊老太太的生日。 

神啊！我的神啊！只有你祢知道我心裡念著楊老太太，祢也知
道楊老太太喜歡我去看她。難道不是祢你感動我在楊老太太
回天家的前一天，去和她道別嗎？我除了低頭感謝敬拜
神，還能做甚麼呢？

同在主裡  相愛相助相關照
與楊老太太交往半年，這件事，使我認識到，神對祂的兒
女是多麼地關心愛護。當祂的女兒孤獨地來到一個不熟悉
的新地方時，祂沒有忘記她。是神感動了我去探望她。
「他病重在榻，耶和華必扶持他；他在病中，祢必為他舖
床。」這節經文對我有了真實的意義。這又何嘗不是神對
我的鼓勵和教導呢？

一位病重的老太太，只要心裡有神，不僅生命中仍然充滿
了喜樂和平安，並能帶給別人快樂。她使我精神煥發，步
屨輕健。我常常感嘆，我老了，身體又不健康，記憶力退
步，聖經也記不住了。我還能事奉神嗎？但是我慈愛的神
啊！祢使我看到，即使像我和楊老太太，年齡差別這麼大、
言語不通，但在主愛裡，能夠彼此相愛、相助、相關照，
這不就是事奉神嗎？這對我真是很大的鼓勵。

同時，我也想到以賽亞書四十一章三節：「因為我耶和華
你的神必攙扶你的右手，對你說，不要害怕！我必幫助
你。」我深深地體會到，無所謂我的年齡，無所謂我的健
康狀況，只要我虛心地跟隨神，倒空自已，也就是倒空「
肉體的情慾，眼目的情慾，並今生的驕傲」，甘願為祂「
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我們信實的神，必會在最不可
思議的情況下，使用我，事奉祂，讓我成為神有用的器
皿。

與楊老太太相處半年，使我深深地體會到「萬事互相效
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馬書8:28)不僅是聖經的啟
示，更是我親身的經歷。這就是我的見證。

* 為保護個人隱私，文中人物名字已更改。

沒有打聽。本來做探訪的工作，就有這麼一個規矩：要絕
對尊重對方的隱私、文化背景和宗教信仰。我不知道楊老
太太有沒有宗教信仰；但是心裡卻有迫切的感動，要和她
一起禱告，而且這樣的感動，越來越強。

終於我忍不住，有一天臨走時，請她和我一起禱告。我的
禱告很簡單，求神給楊老太太平安、喜樂和健康；如果楊
老太太不是基督徒，則求神帶領她能接受主耶穌成為她的
救主。她雖然聽不懂我說的是什麼，但是也高高興興地大
聲說「阿門」。從那次以後，我們總是用禱告來結束我的
探訪。

最後見面  原來她是基督徒
最後一次見到楊老太太是在二零零六年母親節，星期天。
這時候楊老太太住院已經有兩個星期。那天下午，我有一
種莫名的感動和迫切感。我告訴自已，今天下午甚麼事都
可以擱下，一定要去看看楊老太太。我買了一枝紅玫瑰和
一小盒茉莉花茶去醫院看望她。但是很遺憾的是她已經認
不得人了，而我竟也認不出她來。本來瘦小的楊老太太，
已經腫脹到無法辨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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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這一天，我第一次和她的女兒碰上面。才知道楊老太
太得的是癌症，而且已經到了末期。也從她女兒那兒知
道，原來楊老太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

神啊！神啊！我不知道楊老太太是基督徒，但你祢知道。神
啊！我的神啊！難道不是你祢感動我與你的女兒楊老太太一
起禱告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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