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法拉盛角聲義工鄭衣釆 ..........................................

家庭暴力家庭暴力

我的名字是鄭衣采，是法拉盛角聲中心以及紐約勵馨的義
工。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神的帶領，我心存感恩，充滿喜
樂；在經過這麼多苦難之後，神仍賜給我一健康的身體以
及歡喜的心，去做衪要我做之事。

在角聲及勵馨，我主要是從事一些翻譯的工作；有時是翻
譯文件，有時是陪著客人做口頭翻譯。只要我人在紐約，
我便幾乎天天都去「上班」。我喜歡與這群善良、可愛、
努力工作，又充滿愛心的同工們一起禱告，開始忙碌的一
天。令我感動的是，他們每一位都很忙，很辛苦，可是從
不抱怨，仍然本著神的教導，用一顆最慈善的心去幫助他
人，努力工作。

因為自己是家暴倖存者，又曾經是雙極憂鬱症的病人，所
以我能深深體會到受害者的感受。他們每一個人剛來時，
大部份都是害怕、擔心、怨憤、苦悶，對未來充滿著惶恐
之心，對自己亦完全失去信心。但是經過一段時間的輔
導，當問題在經過協助下而得到解決之後，他們整人都會
變出一副新面貌，同時也能漸漸走出陰影，重新回到社會
當中，而能回饋大眾。當我們能幫助他人稍微轉變一下他
們痛苦的局面，看到他們如釋重負的笑容，心中充滿的是
筆墨不能形容，金錢亦買不到的成功感。

紐約勵馨是角聲與台灣勵馨基金會合作的非營利組織，專
門幫助家庭暴力受害者、倖存者以及目擊者。因為它的性
質比較特別，一方面希望群眾知道這個機構可以幫助解決
家庭暴力問題，另一方面又要保護受害者的安全，以防受
到施暴者傷害，所以又必須有一定的隱密性。一般求助者
來到辦公室談話時，都是不能讓外界知道的。

做為義工，我看到黎愛珍主任的善良、能幹、穩重。年紀

助受害人     
    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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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果效。藉著一對一關係的建立，關懷者可以全盤明瞭癌
友的經歷與需要，癌友也不必一再向不同的關懷者重述他
的情況。

2. 同情心：癌友需要有人可以真正明瞭他們的感受，而
不是拼命安慰他們，講一些好聽的話。

3.  瞭解癌友掛心的事情：有些事情可能有些瑣碎，或者
沒有答案。但關懷者必須知道那些事情是癌友覺得很重要
的，並要學習從癌友的眼光來看事情。

作為關懷者，除了付出愛心關懷之外，也領受到不少好
處：

1. 就如同我以前當醫生時一樣，看到病人的病情好轉，
就是最大的安慰。同樣的，看到病人走出陰霾的情緒，也
是很令人開心的事情。

2.    癌友關懷者都是心地美麗善良的人，因為從他們身上，
你可以看到基督的愛。

3.  成為癌友關懷者，你不僅可以得到小組長的傾囊相
授，還可享受全小組對你的代禱支持。 

有些人你們要

從火中搶出

來，搭救他

們；有些人你

們要存懼怕的

心憐憫他們...

猶大書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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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寒流襲來，低溫20多度。電台報導休士頓約有一兩萬
流浪漢，他們將面臨難過的寒冬...

曾有一次，筆者派發《號角》至各大華人超市，結束後買了
三個麵包，想回家當作午餐用。車子開至百利大道與Dairy 
Ashford遇紅燈，在等候綠燈時，看見一位壯年、身體健
壯、高大的美國白人，他手腳都好、戴副近視眼鏡，舉個牌
子「我需要工作」。筆者心想：「你就去應徵找工作啊！」
想給他錢，但皮包放在後座，看見麵包放在前座，於是就送
他一個麵包。那流浪漢接獲麵包，高興得連聲說：「謝謝！
妳怎麼知道我沒吃午餐呢？」

猶記得許多年前，筆者仍居於台灣。當時，搭火車去高雄；
下車後，需走五分鐘地下道才至聖光神學院。在每週來去地
下道時，常看見有位手腳殘障的乞丐坐在地上乞討。起初，
因為常受昔日初中老師教導：「小心不要給乞丐錢，有些乞
丐是裝假的，有些是被集團利用來賺錢的」而影響，沒有施
捨錢給他，並且快快走過乞丐身旁。有一天，讀聖經「憐恤
人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蒙憐恤！」我對天父說：「今天
我去高雄，若再看見那乞丐，我要給他一點錢。」豈知，以
後再也未見到他了。

多月前，筆者曾經由《號角》讀者南茜介紹，接待一位流
浪女士劉陽九個小時，至今我和美秀也會惦記她，不知她現
今身在何處？一切可安好？求天父憐憫她，也求天父保守我
有顆憐憫人的心，常把心鏡擦亮，而不被塵埃矇住！

「憐憫貧窮的，就是借給耶和華，
他的善行，耶和華也必償還。」

(箴言19:17)

「好施捨的，必得豐裕，
滋潤人的，必得滋
潤。」(箴言11:25)

..............................................德州版號角潘劉慰慈

憐恤人的人

有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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輕輕的她，非常令人佩服。最難得的是她非常有耐心。雖
然工作繁重，卻永遠帶著笑容幫助他人解決問題。我坐在
她旁邊的辦公桌，聽她在電話中開導和安慰來尋求幫助的
人，連我心中都感到特別舒服，相信求助的人也一定有同
感。她總是以禱告來結束與對方的談話。

很多仍然在與施暴者對簿公堂的個案，幾乎都得申請保護
令。我深深了解受苦者的害怕心情。我知道家暴受害者的
心情與集中營裏的受害者是一樣的：今天不知道明天還能
否活得下去? 因為施暴者會隨時隨地、無緣無故地施暴，
防不勝防。

家庭暴力不只是一個家庭問題，也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且不
分人種、經濟狀況、教育背景、宗教背景，家庭暴力都有
可能存在。而目擊者所受的傷害，更會影響一生；所以，
這個家暴問題必須終止，才能讓社會安定，家庭美滿。

有些個案中的受害人，才剛剛走出家暴的陰影，這個時候
是他們最軟弱的關鍵時刻。因為已經被洗腦了很長一段時
間，他們總是還想回到施暴者身邊。受害者以為自己深愛
著對方，但事實上這種感情並非真正的愛，而是互相有一
種依賴的感情，離不開對方。

施暴者每一次傷害受害者之後，總會道歉，又誓言下次再
也不會傷害對方。施暴者常常是聲淚俱下，送花送禮地道
歉，受害者又會心軟而原諒對方。因此，這個惡性循環就
一直不停地發生，一直到有一天受害者覺悟了，真正下定
決心，才能離開。否則的話，就是悲劇真正發生，激發不
可收拾的局面，甚至被施暴者打死。

家庭暴力對目擊者的影響，是難以用筆墨來形容的。有些
目擊者本身雖然沒没有直接受到肉體上的傷害，但是他們生
長在這種暴力的環境之下，所看到與聽到的，都會嚴重地
影響他們的一生。他們也需要心理輔導，才能過一個正常
的生活。

很高興目前人們越來越重視這個問題，像勵馨這樣的組織
也越來越多。我們必須教没育群眾，有地方可以尋求幫助，
為他們解決問題。不要害怕，不要没隱瞞，要面對問題，主
動去找人幫助，慘劇就不會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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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我們每天都有讀經禱告。我勸小張哥哥向主禱
告，求主幫助吧。他說他會的。也不知道誰說我喜歡做
媒，院長也想叫我幫幫忙。我想，不喜歡了，怎樣幫忙？
想不到我正想擺計，人家已經拍拖。哎，慢了一步。

很快不到一年，就論婚嫁了。本來定在二零零六年五
月，可是女方家長堅持要在十一月，也好吧，衹好等等
啦。我們都不急，衹苦了小張哥哥。那先來個訂婚吧，
這是院長的傑作。趁著董事們都在了，就建議他們舉行
訂婚禮。我最老，就請我做證婚
人。那是去年情人節前後的事，訂
婚禮也蠻隆重的。小張哥哥表示一
片真心，買來了一大束九十九朵紅
玫瑰，幾乎把他整個人都遮蓋了。
他屈膝在愛華面前獻花，人人看見
都感動，何況我們良善的姐姐呢。
我們好佩服小張哥哥的勇氣啊！

那陣子，兒童村很忙。我一直催小
張：「喜帖寫了沒有？」「沒有！」
「拍結婚照了沒有？」「愛華身體不
好，以後再算！」「多少人會來？」
「不知道！」「定了菜單沒有？」
「沒有！」哎喲，十月份了，什没都沒
有。真沒他們辦法。

我們有婚禮籌委會。我負責秩序表、綵排、音樂、訓練
花童、花女及一對新人行禮堂。士急馬行田，我教燕子
姐姐彈「婚禮進行曲」衹要上半段，因為下半段太難
了，我是「有限公司」。我彈風琴。

負責活動的曉娟姐姐不知道從那個廢倉庫，車回來一大
卷舊紅絨布，我們把頭尾爛的地方剪掉，洗乾凈，紅地
毯就有了。在最後兩天，我死命教他們：左腳平、右
教平；左上、右上。「累死了，許阿姨。一定要這没走

玫瑰求婚� � 打動芳心

籌備婚禮� � 上下動員

在張燈結彩的兒童村裡，張宜勝與在張燈結彩的兒童村裡，張宜勝與
李愛華一對新人，與陳麗娟院長�(左李愛華一對新人，與陳麗娟院長�(左
一�)及許佩文副院長�(右二�)合攝。一�)及許佩文副院長�(右二�)合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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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姐妹拿著小張哥哥的婚禮秩序表指指點點。我問
她：「有什没差錯嗎？」她說：「沒有。衹是這裏寫『院
長致賀詞�-�-�-陳麗娟』，看起來好像是你們兒童村的喜
事，不是他們的喜事。」 我說：「是呀，這的確是我們
兒童村的喜事呀！」

小張原名張宜勝，二零零五年九月二號由項主任的朋友
向他推薦來做的。他的到來，真是救了我的命。因為我
和林麗劍姐妹（香港來的義工，現已回港）已經做了幾
天廚師，天天煮六十人的飯，卻不懂得用柴油爐子。孩
子常對我說：「許阿姨，菜有油臭味！」沒辦法嘛，馬
死落地行。

小張人很老實，一來就擺明：一面找工作，一面找老
婆。三十多歲沒成家，媽媽不允許他回家。那時，我們
兒童村有三個愛心姐姐。我靜靜問他：「你看中了那一
個？」他也輕輕對我說：「高高，很安靜的那個！」她
就是李愛華，比小張哥哥來早了一天而已。不過，女孩
子都有女孩子的矜持，小張哥哥還得加把勁。

這是華恩兒童村的喜事呀！

喜喜

.....................................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

來找工作� � 又找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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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請各位站立，請新郎新娘入席！」莊嚴的「婚禮進行
曲」響起（冒牌貨的），新郎伴著新娘進來了。大家都
屏息著呼吸，看著一對新人步向禮臺。

從加州來的湯叔叔主持證婚。衹見新郎，新娘對答如
流，尤其新郎的聲音響亮說「我願意！」更使滿場轟
笑。在幹練的司儀小姐羅超旻的引導下，新人向雙方家
長行了三鞠躬禮，表示感謝雙親的養育之恩。也介紹了
其他的親人。最後當然是要滿足饑
腸轆轆的肚皮囉；孩子們都等得不
耐煩了。

最初，我和小張哥哥談菜單；十六
道菜，他還說不夠，最後是二十道
菜。怕未？孩子們是大快朵頤，味
味皆清。有一桌喝了七瓶汽水，太
過分吧，孩子？

用飯時，很多小張哥哥的朋友都過來
跟我們聊。他們當中一個青年人說：
「小張真有福。我從來沒有參加過這没
美好的婚禮！」另一個說：「我真嫉
妒小張！」另一個對我說：「我從來
沒有看到一個機構這樣對待員工的，
小張真有福！我可以來當義工嗎？」
我能說什没呢？我不是跟你講了嗎，是
兒童村的喜事嘛！我們一定要辦的光
光鮮鮮的。

院長到處跟人說：「到兒童村工作也
有結婚的機會呀，誰說在兒童村工作
不可以結婚呢？」（外面有這傳言）
每個人都說，這婚禮太美好了，從來沒見過這樣高興，
有意義的婚禮。

哈利路亞，讚美神！我要倒下去了，太累了…

友儕稱羨� � 
� � � � � 哈利路亞 上圖：新郎哥與新娘子共碰福杯。上圖：新郎哥與新娘子共碰福杯。

下圖：全村孩子都分享了婚宴的喜下圖：全村孩子都分享了婚宴的喜
悅，汽水喝不停。悅，汽水喝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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嗎？」「走吧，一生人走一趟嘛！」四個花童、花女倒很
聰明，很快就學會了步伐，如何撒花等。

這邊廂，院長和愛心姐姐們使出渾身解數，出奇制勝的把
禮堂布置得喜氣洋洋。到處見到的都是紅色喜字，不必告
訴人都知道這裏辦喜事了。紅幕上手製的兩個大金色心，
嵌上一對新人的名字，很顯眼，突出。禮堂門口還請了水
電工小林做了一個鐵心環，上面布滿了金色帶，不同顏色
的花朵，好看極了。

孩子也分享了這個喜樂；更叫人開心的是美國魏謝雯姨姨，
早就把錢寄過來讓孩子，可以添置專為在婚禮穿的新衣服。
多得義工玲玲姐姐每個週末都一批批地帶孩子們去買衣服。
別看是小事，很頭疼的。想像你有六十二個孩子，你要帶他

們去逛街，真的不是好玩。不信，你
過來試試看！我是絕對投降的。最後
總算把孩子都打扮成小公主，小王子
了。好帥啊！好漂亮呀！

終於等到了十一月十號星期五這一
天了。一早兩點半，正副院長好像
自己娶媳婦般一早起來，陪新郎子
去接新娘。小張哥哥說汽車可以停
在女家的門口，卻原來車子不可以
進去。天啊，害到許阿姨穿了高跟

鞋，要走一段相當長的路才到新娘子的家。天又這没黑，還
好，同行的姐姐一人一旁的扶著老人家。

規定是要在六點半以前返達男家。我們剛好是在六點半進
了兒童村。一進門，炮仗没没的響起來，好高興啊！正在吃早
餐的孩子們，一窩蜂地跑來看新娘子。今天新娘穿古裝，
帶頭蓋。很好玩，孩子很好奇的東摸摸，西摸摸。

還是談談晚上的熱鬧吧。六點半，嘉賓到齊了。兩排孩子
拿著紗巾把行人道攔住。悠揚的鋼琴音樂中，伴郎、伴娘
慢步進場。然後是可愛的花童花女。最後主席宣佈：「現

炮竹聲響� � 
� � � � � 喜接新娘

兒童村的孩子當花童花女，除了可兒童村的孩子當花童花女，除了可
親可愛之外，更令婚禮別具意義。親可愛之外，更令婚禮別具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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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聲廿四週年晚宴之夜，來自德州達拉斯的
同工何巧玲傳道，正興致盎然地欣賞角聲粵
曲小組預演。當一曲既終之時，一位成員興奮
地跑到何傳道面前向她打招呼：「何傳道妳
好！」何傳道來不及驚訝，迅即喜上眉稍，說
道：「梁太，十多年不見，竟然在這裡見到
妳！」梁太也說：「太奇妙了！神安排我們在
角聲事奉，在年會相見！」兩位舊相識異口同
聲說：感謝神！
圖一：左為梁太，右為何巧玲

角聲香港分會主任蕭恩松牧師，與角聲德州分
會籌委主席吳福強是老朋友。他們曾於去年五
月在羅省角聲主任會議中久別重逢，這次在年
會中又再相逢。蕭主任說：他與吳弟兄是兒時
玩伴，一起「玩泥沙」長大；大家已經闊別達
五十年，沒料到竟會在不同角聲分會事奉。吳
弟兄說：他不知道我，我也認不得他，但記起
他的名字。在當日會議者的名單中，只有他一
個陌生人，那當然就是他──我的老朋友了！
圖二：左為蕭恩松牧師，右為吳福強

我自己也在本次年會中，再逢好友岑劉奕蓮。
她是三藩市角聲董事主席。不過，我們初次重
逢，是在前一年的角聲週年慶之時。當時，我
看見一位很面善的姊妹，數秒之內，我即衝口
而出：「Susanna！」立時相認。十多年前，
我們都是香港金巴倫長老會一個團契的團友，
也在英文輔導班一同服事。當年風華正茂，如
今各已成家。我的孩子已是大學一年級生。岑
劉奕蓮早已成為金巴倫長老會的女傳道。我也
換了多次工作跑道，並從加州搬至德州，五年
前加入角聲為同工。是神的安排，叫我們在角
聲大家庭中相遇，實在感謝祂！
圖二：左為李胡麗燕，右為岑劉奕蓮

奇逢 一而再...
 再而三...

1

2

3

.........................................達拉斯角聲同工李胡麗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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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顆

去年十一月，在紐約舉行的角聲二十四週年慶典晚宴
上，來了一位特別嘉賓文展雲律師，在晚會中演唱了一首
以Unchained Melody填上了新詞的國語歌 : 「一顆心」。
音樂引子響起時，大家仍沒有怎麼特別留意；可是，當他
一開腔，現場賓客立時都被迷住了；因為他聲線雄渾，音
節的跌宕與起伏，顯出了懾人的魅力和韻味，加上台風十
足，可謂技驚四座。嘉賓掌聲雷動，頻呼「安哥」。

這位客串演出的文展雲律師，原來是角聲的長期義工。文
律師一直是《號角月報》的作者，經常執筆為文；而讀者
提出的法律問題，文律師亦在報上逐一回答。文律師對角
聲支持不輟，這次演出娛賓，為慶典添上了熱烈氣氛。

文律師不但歌喉了得，原來還是填詞高手。這首「一顆
心」，正是他的詞作。歌詞把哥林多前書第十三章裡的愛
義，都融匯在其中。徵得文律師同意，以下把「一顆心」
歌詞刊出，與大家一同分享。

........................................................................ 韋子江

一顆心   詞: 文展雲   曲: Unchained Melody

主耶穌，感謝你，賜我永恆生命，無比大愛；
給我一顆心，去愛你，真誠彼此相愛。你就是愛。
我要你的愛、公義、信實，讓我分享你的大愛。

愛─ 恆久忍耐，有恩慈，不嫉妒，不自誇、張狂；
不輕易發怒；不喜歡不義，愛真理，樂包容；
常相信盼望。愛是永不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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