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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懷著戰兢的心情接受，卻擔心沒有義工幫忙。不過，神
早已預備了一些忠心義工為《號角》派報。

在二零零五年十一月的角聲感恩年會上，紐約總會問我可
否參與成立費城分會。零六年三月，我回覆勞牧師：我願
意參與。

總會在經濟拮据的時候，仍幫助我們購買會址，提供一切
費用的需要。我們找到了一處地方，簽了購買合約，價錢
為三十三萬元。但後來發現這地方使用的規劃，不能用作
課後補習、社區服務之用。幸好在簽合同時得聖靈帶領，
在合約上加上「必需能作以上用途」的條款，所以那一萬
五千美元訂金才能取回。

我們繼續禱告，不久，就找到了另一處地方。這是我們從
沒有想過的地點。這地方交通比我們以往看過的都更方
便，面積比曾簽約購買的更大，價錢卻只是二十四萬美
元，是便宜得多了！

二零零六年九月，我們完成了購買手續，現在正進行裝
修。每天，都有義工在中心做裝修的工作。他們費盡心思
及時間，要將中心的裝修做到最好。星期天的下午，往往
有差不多十位義工在祟拜之後趕來，同心協力服事。有些
晚上，好些義工還在下班之後在中心裝修，一直做到晚上
十一時；情景不但感人，而且十分溫馨。

二零零六年感恩節，我們開始了費城本地華語電台廣播。
有些義工為了做電台廣播，而工作至凌晨三四點，又在早
上七時便要上班，實在教人感動。可幸外界對節目的評價
都不俗；角聲網站電台台長林修榮弟兄聽過之後，亦將它
放在角聲網站電台之中。

我們中心的事工，將會有社區服務，為有需要的人士申請
醫療及經濟援助，又有課後補習、英文班、電台廣播等。
主若願意，一年後我們將增設老人活動中心。目前，已有
一些義工表示願意在這方面參與。

費城分會的開始，神的恩典數之不盡。我們看到神的靈感
動及推動眾弟兄姊妹為神擺上。我們相信給人希望的神是
永不失信的，祂必繼續帶領費城分會，在費城作光作鹽，
帶領圈外羊來到祂的懷中。

執筆寫這見證時，正是感恩節過了不久，聖誕將至之
際。前者是數算神的恩典，後者提示我們，神是給未來
希望的神。角聲費城分會的成立，正是充滿神的恩典和
希望的見證。

十多年前，李吳淑儀姊妹與費城一班同工，開始了費城
《號角》的工作。其後，李吳淑儀姊妹被神帶領至紐約
總會事奉，費城的同工們仍忠心繼續《號角》的服事。

兩年多前，紐約樓價高昂，不少華人都從紐約搬至費城
居住，大大刷新了費城華人社區的面貌。它急切需要以
基督的愛，來服務這群不甚懂英語的「圈外羊」。我曾
跟團契一些弟兄姊妹分享，大家都認同這個需要。不
過我們同時亦感到能力不足，資源有限，難以進行。
而且，這時候，《號角》的幾位主要同工，都搬離了費
城，使《號角》在費城的發行工作出現了問題。紐約的
角聲副總幹事周太請我太太參與《號角》的發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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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中，勞伯祥牧師、李吳淑儀姊妹來訪休士頓，鼓勵
休士頓眾位牧師、顧問、同工、義工們攜手合作，在社區
同為主作美好見證。大家都因著「主耶穌說：我另外有
羊，你們去領他們來」，而覺得有需要設立「休士頓角聲
社區中心」，服務社區華人。同時，我們也看見神施恩的
手在預備人才，幫助我們步上軌道。

隨後六月初，休士頓角聲事工策劃
委員有了新的組合，委員會包括：
主席劉徐樂平姊妹、副主席梁志光
弟兄、秘書何紹英姊妹、會計黃美
美；而廖惠美姊妹則負責角聲癌症
協會、潘劉慰慈師母負責號角德州
版、李譚雅芳女士負責婚後家庭協
談事工、曾惠蘭姊妹負責電腦顧
問、網頁設計等。委員會每月召開
會議，同心禱告，推動各項事工。

十月十二日，我們在一家餐館舉行
「休士頓角聲分會成立典禮暨感恩
餐會」，約有七十位嘉賓參加。我
們憑信心跨出一步，為籌辦休士頓
角聲社區中心而開始物色地方。

十一月中，惠美姊妹探詢得中國城
世貿大樓有合適之地，劉徐樂平姊
妹和梁弟兄等看過之後，也認為十
分理想；於是便在月底簽訂了兩年
租約，作為「休士頓角聲社區中
心」新址。這個地方，離中國城很
近，附近有多家銀行、商場、超級
市場林立，是人流暢旺之地，也是
服務華人的理想地點。

本文完稿之時，新址正積極裝修，電話仍有待安裝，盼望
可於今年一月啟用。休士頓角聲社區中心的地址，是�7001 
�Cor�pora�te Dr. Sui�t 2�50�# �Hous�ton�, �T�X �7�703�6 �(位於中國
城世貿大樓內�)。敬請各位為休士頓這項角聲的新發展，多
多代禱，求主大大使用這個地方。

上圖：劉徐樂平�(右�)與黃美美�(左�)與世上圖：劉徐樂平�(右�)與黃美美�(左�)與世上圖：劉徐樂平�(右�)與黃美美�(左�)與世
貿大樓經理鄭倩綺�(中�)簽署租約。貿大樓經理鄭倩綺�(中�)簽署租約。
下圖：潘劉慰慈所在的這個大房間，：潘劉慰慈所在的這個大房間，
可容納多至二十人聚會。可容納多至二十人聚會。經常，我們都收到《號角》讀者電話詢問「休士頓有否角聲

社區中心，可否幫忙翻譯信件」之類的問題。我們又收到
過一位從洛杉磯移居來休士頓的男士來電，表示洛杉磯的
角聲分會做得很好，盼望休士頓也能設立角聲社區中心。

十一年來，我一直參與《號角》德州版的工作。200�5年八
月廿八日，《號角月報》德州版慶祝十週年慶，榮獲德州州
長 �Bill �Whi�te �(比爾懷特州長�) 頒佈為「休士頓號角日」。
這是主的恩典；但是，角聲事工在休士頓當如何走，如何
使人更蒙祝福？我常為此禱告，求天父預備同工。

一年前，廖惠美姊妹因為照顧一位需要居家護理的劉媽
媽，而結識了她的媳婦劉徐樂平姊妹。經過多次接觸之
後，惠美姊妹把角聲事工介紹給她認識；也介紹了角聲董
事會主席李吳淑儀、總幹事勞伯祥牧師等名字給她。原來
徐樂平姊妹跟李吳淑儀姊妹是老朋友，曾在曉士頓中國教
會一同聚會。因著這個緣故，惠美姊妹與李吳淑儀姊妹聯
絡上了。徐樂平姊妹答允了李吳淑儀姊妹的邀請，加入角
聲行列，在休士頓一起同工。感謝主！

休士頓成立角聲社區中心
覓得新址� 服務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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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為了關心餐業人士，每星期二晚上八時已經開放，讓
下班者來打球、下棋及唱卡拉�O�K，並有甜點享受。

去年十一月，特別邀請祈少麟牧師�(北美華福總幹事�)與角
聲餐福的團隊前往探訪，舉辦佈道會。當晚有五、六十人
決志信主，歸於主的名下，教會立刻開會來作栽培跟進工
作，實在看見主的恩典，願榮耀歸於神。

蒙特利公園大豐收
在羅省，幾位牧長與角聲羅省社區中心合辦了一次羅省「
餐福聯會」。他們積極的佈局，請了當地二十多華人記者 
，在電台、報章都宣傳了，並且大幅
海報也在餐廳中張貼。在蒙特利公園
San �Gariel等地貼上的海報，內容和
顏色十分吸引，為「美味人生1�6�8聖誕
晚會」作好準備。我們由北加來的一
行七人，也連夜趕到，接受羅省千橡
樹教會邀請與接待，住在黃醫生夫婦
家中。黃師母有心臟病，但仍熱情接
待了我們，使短宣隊友十分感動。

第二天，我們分隊探訪餐廳，星期三
晚上有聖誕晚會，當晚來參加者約二
百四十人，共有六十多位舉手決志，
歸入主的名下。�(圖片見左頁�)

我去年親眼見到由「秘魯行動宣教大會」帶給秘魯餐飲業
的震撼，並成立了「世界餐福運動」，又親眼見到在澳門
群體歸主的現象。在美國，也見到餐福事工爆炸性地展
開，心中十分激動！幾次的佈道會，看見背後多少弟兄姊
妹付了代價、心血與愛心，犧牲了睡眠，不眠不休地與賭
場爭人。

聖經上有在黑夜中的守望者，願我們都為新移民來守望，
為華人來美守望，為華人餐飲業守望，為這群下了班身心
疲憊的人守望。「守望的呀！夜裡如何！守望的呀！夜裡
如何！」�(以賽亞書21:11�) 心中不免感慨的求主賜下更多
的守望者，願意付上代價來守望，餐福事工不能等了。

柳林慧中�(前左三�)與羅省角聲同柳林慧中�(前左三�)與羅省角聲同
工及牧者籌辦餐福活動時合照。工及牧者籌辦餐福活動時合照。

去年是餐福特別蒙祝福的一年，數算一下神的恩典，真
可說是「豐收年、三多年」：飛機旅行各地多、餐福領袖
多、餐福得救人數多… 從年初到年尾，看看自己手上的飛
機票根，真的不敢相信。

羅得島的神蹟
去年十一月間，開完了角聲年會，就與夫婿趕到羅得島。
尚未前往之前，以為是個小島，加上「羅得」這個人名，
就不太樂觀。豈料我們在這羅得島上唯一的教會經歷了神
蹟奇事。

華人教會在當地不但是教會，樓下是�YM�CA辦的幼兒院，
吸引許多華人來到此地。教會分出了一個大地方給僑團來
辦圖書館，使教會成為了社區中心。

曾牧師因病回了香港，但是他仍熱心連絡，並以越洋電話
來安排。黃天佑牧師與一些弟兄姊妹也是熱情招待，更感
人的是他們對教會附近每一間餐廳都瞭若指掌，是實實在
在的深入社區的工作。

餐福事工大豐收� � 

天上真神得榮耀
...................................... 角聲餐業福音使命團主任柳林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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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評審中，希望不久可以提供給社區的華人教會或基督
徒，作為建立癌友互助會的參考。

200�7年1月角聲癌友關懷網將和餐福在北加州Mil�pi�tas建
立辦公室。屆時，將為灣區的癌友提供導航服務，癌症教
育講座和癌友互助會，並繼續改進關懷模式，以便將經驗
分享給其他地區的角聲分會或華人教會，協助他們建立癌
友關懷團隊。

200�7年的工作將包括：加強臨終病患者和家屬的關懷，製
作相關資料，並為癌友製作音樂�CD等。這一切的事工都
需要基督徒的代禱和支持，盼望有心參與的基督徒可與龔
主任聯絡e�mery�kon�g＠cchc.or�g。

以下是幾位癌友關懷者在年終歡聚會上的分享。他們不約
而同地表示，藉著參與這項服事，他們更真實地觸摸、經
歷到神的愛與恩典，對如何體貼苦難中人們的需要，也有
了不同於以往的眼光。    

★ 聆聽神的聲音和人的需要� � 
............................................................ 鄭區艷玲

200�5年四月，我參加了角聲癌友關懷網，成為一名「癌
友關懷者」。在這一年多的時間裡，我學習了很多寶貴的
功課，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跟大家分享。

一、我對關懷的認識：對我來說，關懷者需要非常用心地
聆聽癌友的需要。在聆聽的過程中，我學習不斷地在心裡
為癌友禱告、為自己禱告，求聖靈讓我更明白癌友當時最
需要的支持和關心，以及祂當時要我作的事。另一方面，
我雖然很關心癌友靈魂的歸宿，但是未信主的癌友有時候
會懷疑我的關心，以為我關心他們的最終目的，是想帶他
們信教或去教會，所以我更需要學習聆聽神的聲音，聆聽

各訴心聲 互相鼓勵
癌友關懷者分享

去年11月1�8日晚上，角聲癌友關懷網為北加州灣區
的關懷者舉辦了第二屆年終歡聚，以「信、望、愛的生
命」為主題，提醒所有的關懷者，這是我們服事癌友和
家屬的原動力。當晚有二十八位關懷者和二十四位嘉賓
參加這個溫馨的聚會。

晚餐後，角聲癌友關懷網主任龔振成以「從以神為中心
的關懷來經歷神」為題，分享如何在平日的關懷中經歷
神的同在。他說關懷者都是蒙召的一群，為著是服事罹
患癌症的華人和他們的家屬。但我們立志行事，都是
神在我們心中運行，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立比書2：
13），聖靈也常在我們所關懷的對象身上工作，因此當
我們服事他們時，我們要查驗和明白聖靈當時的工作，
調整自己與聖靈配合，讓聖靈透過我們來成就祂的心
意，如此我們和被關懷者可以一起經歷神自己。

隨後，龔主任又分享去年角聲癌友關懷網除了在北加州
灣區訓練關懷者、建立關懷團隊外，又在南加州、德州
的達拉斯和休士頓、台灣的新竹各地培訓一批關懷者。
在資訊方面，也為喪親的人編寫一份「伴你同行憂傷
路」的哀傷輔導資料，已放在角聲癌症資訊網站cancer.
cchc.or�g供人下載列印；另一份「癌友會實施方法」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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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了末期癌症，但她的求生意志力很強，雖然處於剛開始
接受化療的階段，每次化療後她都努力補充營養，迎接下
一個療程。化療的副作用使她的身體非常軟弱，無法自己
下廚，極需要一位可以幫助她料理食物的人。在神的感動
下，我答應為她準備晚餐六個星期，希望藉著服事，可以
向她見證神的愛。

在那段時間，我每天下班後便到她家為她準備晚餐，雖然
我的國語不靈光（粵話是我的母語），也不會煮北方菜，
但一切都是神帶領，不使言語和烹調口味成為我的障礙；
反而，神要我學習如何與癌友相處，學習耐心聆聽，感受
病人的孤單及無助。神也讓我看見自己的不足及缺乏，使
我更謙卑地去學習如何幫助病人面對自己的軟弱。

我藉著為這位癌友準備食物的時間，與她建立友誼，向她
作見證，為她禱告，也教她如何禱告，如何將重擔交托給
神。感謝主願意使用我這個器皿，來彰顯祂對這位姐妹的
愛和憐憫。有一天晚上，她主動擁抱我，因為她從我身上
感受到神的愛，也願意與我一起開口禱告，在神面前認
罪。這一切讓我看見，只要以真誠謙卑的心去關懷癌友，
神必然悅納使用。感恩節前夕，這位姐妹已平安地辭世，
我相信她已安息在主懷裡。

★ 看見匱乏者的需要
.................................................... Patricia Tsang

我曾聽一位牧師闡述彌迦書六章八節，他指出經文中提到
的「好憐憫」�( lo�ve �mercy �)， 是在沒有人伸出援手的事
上，看見匱乏者的需要及自己的責任。這節經文也成為我
加入角聲癌友關懷網的動力。當時，我聚會的教會已為一
般大眾提供許多服務，例如早餐茶聚、烹飪課、英文課等
等，但我渴望藉著幫助苦難中的人們，分享基督的愛。

在關懷癌友的過程中，我有幾點體會：

1. 與癌友建立一對一關係：當我的小組長告訴我，作為
一個「癌友關懷者」，我需要和我服事的病人建立一對一
的關係時，我曾經很惶恐，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獨力處理
病人的問題與需要。但隨著時間過去，我看到了這種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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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友的心聲；當癌友心靈上願意嘗試接觸耶穌的時候，
才向他們傳講福音。

二、我對神的認識：在關懷工作中，神教導我更多的倚
靠祂。神是值得信賴的，許多時候，當癌友向我傾訴困
難或心事時，我只能為他們難過，因為我幫不上忙。雖
然我所給的資料能對癌友提供很好的幫助，但是最終我
仍然要尊重癌友的決定。我只能求神帶領癌友作出一個
最合適的決定。不過，奇妙的是，在關鍵的時刻，神常
常會引導癌友作決定，或安排各樣的事情互相配合，讓

癌友和家人得到很好的安排，並
作出適當的決定。神是不會遲到
的！
　
神更讓我感受到，無論癌友或者
他們的家人是否信主，神一樣愛
他們，為他們開路，叫我更加明
白神的愛是無疆界的。神同樣毫
無保留地愛信神的人和未信神的
人，就如基督所講：「神愛世
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
們…」

三、我對自己的認識：我知道自
己仍然有許多不足，需要繼續學
習。特別是在關懷癌友的感受方
面，我常犯錯，會以理智邏輯分
析先行，而錯過了仔細聆聽癌友

或癌友家人心聲的機會。但願神在以後的關懷工作中，
讓我有更多的學習和體會。

★ 癌友主動擁抱我
................................................... Thereza Cheng

感謝神在過去的三個月裏，讓我有機會關懷一位癌友及
其家人。

今年八月底，神帶領我去關懷一位住在距離我家只有十
五分鐘車程的病人。她從中國大陸移民到美國，雖然罹

癌友關懷網主任龔振成，分享如何癌友關懷網主任龔振成，分享如何
在平日的關懷中經歷神的同在。在平日的關懷中經歷神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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