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10

麗芳說，只是一個親手泡製的蛋糕，一份帶著心意的自
製禮物，就足以令來赴會的人感到人間有情；繼而向她
們傳送福音訊息，叫她們認識到神裡有愛。這樣的生日
會，每次都吸引到二十多人參加。

其後，「11�9�9國際公會」得知角聲正在推動這項關懷
事工，便與麗芳聯絡。據悉，此間有一萬多名華裔護
理員，他們亦深感需要伸出援手，樂意與角聲一同關
顧這個群體。於是，由去年九月開始，便合作為護理
員舉行聚會。

麗芳對於去年十二月廿三日於角聲恩典廊舉行的生日
會，印象特別深刻，也看見神恩豐厚。當日出席者合
共有八十多人。除了公會的義工在場幫忙之外，還有
角聲義務律師黃勇，以及
�T�i�me�s �C�h�urc�h (大時代
教會) 的 �J�ua�n�i�ta 教授，
到場傳講福音。沒想到，
在呼召的時候，竟有二十
八人決志。這些決心歸主
的人，都是在大會清楚說
明接受福音的真正意義之
下，認真作出這個抉擇的。
為此，大家都深受感動，知
道是神親自動了善工，叫那
些生活在壓力之下的護理
員，找到了人生方向。

眼見結出了福音果子，麗
芳再向神求問，下一步應
如何？感謝神，祂賜下了福
音夥伴，讓角聲可以在每星
期四下午二時至五時，推動一個名為「護理尋寶」的
活動。尋寶也者，是指天上的寶，即是查考聖經，也
是地上的寶，就是學習英文，讓護理員尋得寶物，雙
重得益。

許麗芳希望能透過護理員的關顧與老人家的探訪，兩者
相輔相成，更有機會發展福音事工，不但護理員歸信耶
穌，老人家也因神信蒙福。

關懷佈道
紐約

紐約角聲的關懷佈道事工，最近開展了一個新的福音禾
場，福音對象就是華裔護理員。

「關心護理員」的異象，約於一年前，就在紐約角聲負
責佈道事工的許麗芳心裡萌
芽。許麗芳經常往探訪一些
老人家，因而有機會接觸到
一些照顧老人家的護理員，
當中更有一些是來自中國的
醫生。她們來美後，不但無
法重操故業，更要降格幹起
低下的工作來。有些護理員
向許麗芳訴苦說，每天上
班，就要面對種種挑戰，遇
上脾氣暴躁的老人家，更要
強忍捱罵，受盡委屈。

這些護理員，許多都是中年
媽媽，她們天天上班工作。
要是丈夫不體諒，兒女不聽
話，心情便更沉重。她們有
如兩頭燃點燒的没蜡没燭，壓力有

時令她們晚上失眠，精神身體俱差。

許麗芳看在眼裡，於是便向神禱告，很有負擔要為她們盡
一點力。她曾與一些教會聯絡，希望能互相合作，為護理
員做些事；不過卻沒有得到甚麼回應。許麗芳終於按捺不
住，決定為這些護理員搞生日慶祝會，每月舉行兩次。除
了邀請生日的主角出席之外，也歡迎家屬參加，一同慶
祝。

夏蓮娜..................................................................................

在家居護理員的聚會中，其中一項受在家居護理員的聚會中，其中一項受
歡迎的項目，就是大家同來學英語。歡迎的項目，就是大家同來學英語。

護理員所面對的壓力不輕，能參加為護理員所面對的壓力不輕，能參加為
她們而設的活動，令她們獲益良多。她們而設的活動，令她們獲益良多。

紐約關懷佈道新事工

關心護理員 
與她們一同尋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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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感謝神給我機會在角聲服事；並與我一起同工同行。
在事奉中，經歷了不少神的恩典，願意與大家一同分享以
下這些社區裡愛的故事，彼此勉勵。

     
難處 因神化解
去年，阿霞由她的一位好友帶到來角聲。我們會面時，她
情緒非常激動。她是個離婚婦人，有兩個孩子。女兒跟父
親同住，而小兒子剛飛到外州探望父親，不料卻被強制留
下，不能回來。阿霞徬徨無助，心情很差，連工作也提不
起勁；失去孩子，簡直是要她的命。

我們能為她做什麼？當時我們只有一同祈禱，教導她如何
隨時禱告，把一切所需要的告訴神。我們又幫助她該怎樣
處理情緒，怎樣與越洋的孩子溝通；同時，我們也邀請她
到教會去。感謝神，她得到了很多姊妹們的關心和鼓勵，
定期參加聚會。

很快地，她告訴我們一個好消息：前夫願意把兒子送回
來，而大女兒也主動搬回來羅省與她共住！這實在使她喜
出望外。最重要是她認識到神的大能，願意盡責做個好母
親，帶領孩子認識神。

幾個月前，她接受身體檢查，發現頸部發腫，可能是淋巴
腺癌。我們在電話中禱告，分享生活問題。她說：「我需
要做手術，但我總覺得好平安，也不害怕。」直到手術當
天，她還是那樣信心堅定的說，神一定保守她平安無事。

前些時，她被房東逼遷，只好暫時搬進庇護所。雖然，她没
沒有固定工作，福利又被退回在審核中，但是她常常面露
笑容，聚會也不缺席，有時還帶來小吃與別人分享。

地會改變，山會動搖，但她郤不再害怕。她知道耶穌是她

關懷佈道
羅省

羅省愛的故事
羅省角聲同工 ...............................................................

紐約角聲恩典廊設學習班
以下學習班於恩典廊舉行 (下圖)

兒童德育班 學習中文及德育
星期六上午11:00至下午1:00

成人英文及聖經學習班 由華宣及大時代教會派
出義務老師協助
星期六上午11:00至下午1:00

單親媽媽學習班 以講解聖經為主
星期六下午2:00至4:00

星期六下午1:00 提供免費午餐，招待在學者及預備參加
下午課的單親媽媽，並可安排早餐及派發車費。

恩典廊位於紐約蘇豪區及華埠交界，即侯活街22D，由
一位愛主的弟兄長期免費借與角聲使用。恩典廊平時供應茶
點和咖啡，向一般民眾開放。這裡也是角聲各種活動舉行的
地方，樓上的「恩典之門」更是一個平價物品的特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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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難中的力量。最近，她找到了一份新的工作，又接受
了主耶穌作救主。也許，她前面的路仍然艱難，但是，
她已得著耶穌，有了人生的至寶。

金句 成為幫助
劉先生兩年多前來到社區求助。堂堂一個大男人，為了
兒子的問題，竟也洒下男兒之淚。他的孩子，問題多
多。劉先生看著他如在大海中沉溺，自己郤不知如何相
救，愁苦痛心，如斷肝腸。我與劉先生傾談，了解到他

的傷痛和感受。他没沒有信仰，
但也不抗拒信仰。記得當時，
安慰的話說完之後，我再把神
的話搬出來，從聖經中抄出一
些金句送了給劉先生。

這次，他給我電話，把其中
一節唸給我聽:「你們要將一
切憂慮卸給神，祂必顧念你
們。」(彼前5:�7) 原來，他一
直把這節經文貼在柜門前，提
醒自己為孩子禱告。從那時開
始到現在，孩子變得好好的，
使他感到神的存在。不過，現
在他又面臨另一個難題，不知
如何是好；幸而，他看到那節
經文，又想起了角聲，便充滿
希望的給我電話。就這樣，我

約他星期三來參加「週間崇拜」。

我們的神是信實的，人在做事，神在成事。我們盡心為
神事奉，神定會叫它開花結果；盼望劉先生能認識到真
神主耶穌，經歷神恩。

祈禱 不再恐懼
屏屏曾是一個「思覺失調」病患者，她告訴我得病的來
源：剛來美國，丈夫便把她帶到距中國城很遠的地方
去，把她丟在路邊便開車走了。屏屏人生路不熟，只能

摸索問路。在又驚又怕之下，她走了幾小時路才回到
家。没沒多久，醫生趁斷出她患上「思覺失調」，需要服
用藥物。在這裡，屏屏無親朋戚友，一切感到絕望。聽
著她結巴巴的詳述，眼神流露無奈，眼淚直流不停，我
打從心底同情她。每次遇到很棘手的個案時，我常常用
聖經話語給她們作盾牌，握著她們的手為她們祈禱。

我開始邀請她來參加角聲的活動，讓她來幫忙長者團
契；藉週間崇拜讓她聽到牧者的信息，以聖靈的安慰來
撫平她的傷痕。晚上，我又開車接送她，帶她到教會一
個為新朋友而設的團契。就這樣，在她走投無路時，她
找到了永生没 没 没 没──接受了耶穌
為救主。

從那一刻開始，她精神愉快，
面色紅潤，常帶笑容，思維有
路。記得她在見證中說：她是
個没沒有記性兼有口吃的人，為
了見移民官，她學習不斷祈
禱，求神給她敏捷的回應，有
說話組織的能力。那天，她通
過了面試，開心的告訴大家，
她是如何的反應靈活的回答問
題。她說，能這麼爽快流利地
說話，這還是她第一次呢！

可是，她丈夫發覺了她的改
變，看到她性格堅強了不少，
又開始對她恐嚇。她使用中的
腳踏車多次被割破輪呔，她又
被跟没到教會來… 有一天，她拿著一些瓶子來到角聲，要
證明她丈夫毒害她。我們除了安撫她，懇切為她禱告之
外，也介紹律師免費給她諮詢及處理婚約，並讓她到父
母那裡暫住。

當她再回到羅省來，雖然身無一文，但姊妹們熱心為她
介紹工作。結果，她找到一份管家的職事，有住宿還有
收入。現在，她不再活在恐懼中，而是堂堂正正，開心
地生活。每次見到她來角聲，我們都見得出，屏屏已經
不再是舊日的她，而是一個新造的人。

關懷佈道
羅省

羅省角聲單親姊妹會的聚會，為不少羅省角聲單親姊妹會的聚會，為不少
在憂傷中的女性，帶來了安慰和希望。在憂傷中的女性，帶來了安慰和希望。

羅省角聲的團契，活動多多，並經常羅省角聲的團契，活動多多，並經常羅省角聲的團契，活動多多，並經常
舉辦戶外參觀及旅遊，團員人人盡興。舉辦戶外參觀及旅遊，團員人人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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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滄海的我，經歷過感情挫敗，帶著舊創新愁，來到角
聲社區中心參加「單親姊妹會」，嘗試尋找生命的動力。

坐在角落的我，本來只存著一顆來看看的心，不意竟被
她們的歌聲吸引著。詩歌的旋律是那麼動聽，歌詞又是
那麼感人，震憾著我的心弦，眼淚不期然的掉下來。已

是多年前的事，但仍令
我內心隱隱作痛，淌下
眼淚。此刻，我熱切期
盼，希望能完全從憂傷
中走出來。但是，我如
何才能得到這份力量，
使我的軟弱變成剛強？

想起了今天聽到一位年
青人的見證，和他那不
一樣的遭遇。兩年來，
他一直服待患癌症的媽
媽。他看見了母親不屈
不撓地信靠神，勇敢面
對疾病與苦難。她的信
心感染了他，令他也相
信了耶穌。不料，在母
親逝去約兩個月之後，

突然又從香港傳來了父親也罹患不治之症的消息！就在
這短速的時間裡，連父親也被癌病奪去了生命。可是，
這忽然而來的苦難，並没有把這年青人打倒，他靠著信
仰，靠著真神，把苦難都勝過了。他成熟的生命和處事
的積極吸引了我，也喚醒了沉在悲痛中的我。

這次聚會，一位律師跟我們分享「苦難」的主題，讓我
對苦難重新有所認識，對真有實際的幫助。原來，人人
都會遇到苦難或各種不同的問題，但這一切苦難，有開

始亦會有終結，問題不會永遠持續。苦難可以使人學習
正面成長；苦難也會帶來生命及價值觀的改變，最重要
的是，我們怎樣選擇及如何面對苦難人生的挑戰。

這些分享，激勵著我正視人生，提醒我不如意事十常八
九，不必鑽牛角尖。我可以選擇痛苦委屈地過一生，
也可以選擇勇敢地去刻服挑戰，突破困境而得著豐盛
人生。哥林多後書4:1�7中提到：「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
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聖經也說
說：「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神從來没
有離開過我，祂時刻伴在我身旁。祂的恩典夠我用，神
會賜恩給相信並倚靠祂的人。
   
參加了「單親姊妹會」，我枯死的心再次活過來。我認同
人生必有苦難，家庭、
工作、教養，帶來重重
問題。但是，因著信
靠，仍能看見曙光。這
是我生命的轉捩點，我
信天上的烏雲，心裡的
憂傷，必會全都散去。
我決定要做一個愉快的
母親，給孩子好榜樣，
讓他開心成長。我也想
到自己離開教會已有一
段很長的日子，現在正
是歸家的時候，我不再
找藉口說等孩子長大一
些才去教會了。

現在，我也帶著兒子來
參加姊妹會。在兒童節
目中，他聽了聖經故事，學會一些真理，義工姊姊都稱
讚他聰明，還介紹我們參加教會的聖經班。我希望兒子
能活在神的教導裡，就是到老也不偏離。失去人的愛，
郤得到天父完全的愛。我盼望看見他的智慧和身量一同
增長，神和人都喜愛他。

在聚會中，最難得的是看見很多單親姊妹們，她們開朗
積極的態度，誠懇真摯的關懷，都鼓舞著膽小的我，要
忘記背後，勇往向前，因為神就是我的隨時幫助。
    

關懷佈道
羅省

參加單親姊妹會

羅省角聲單親姊妹會伍姊妹................................................羅省角聲單親姊妹會伍姊妹

不再孤身走我路

單親姊妹會附設兒童節目，由義工帶領小朋單親姊妹會附設兒童節目，由義工帶領小朋
友玩遊戲，做手工等，小朋友都很開心。友玩遊戲，做手工等，小朋友都很開心。

透過聚會分享交流，參加團契的單親女士透過聚會分享交流，參加團契的單親女士
都得著鼓勵，把心底的鬱結和哀傷送走。都得著鼓勵，把心底的鬱結和哀傷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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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聖誕，是個不一樣的聖誕。我有機會參加角聲舉辦的
「送暖顯溫情」活動，隨著這一支充滿愛的團隊，逐家拜訪
療養院，老人保健中心，將溫暖慰問送給那些等待著愛的老
人們，使我這個八十歲的老人，也同樣得著溫暖與鼓舞。

從決心没抹去這幾年喪子傷痛的眼淚時，我的心靈和身體，
都靠著主的愛而能再次振作，使我從新站立起來。我享受
了被愛，也懂得了去愛。參加「送暖顯溫情」，竟為我帶
來出乎意料之外的喜樂；甚至，痛患已久的雙腿，竟能收
放自如的舞蹈起來！最開心的，還是能與老伴有機會雙雙
起舞，關係更加密切。(上圖:黃海及方邦華夫婦共舞。)

跟著一群義工們到處探訪，真使我覺得開心。我臉上的笑
容，輕快的舞步，讓我心境年輕了幾十年。本來，我以為
自己一把年紀，去探訪也不能作些甚麼，只想出現支持一
下；想不到竟越做越起勁，連三十多前收藏已久的長裙也
大派用場，讓我了解到聖經說「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
人同得益處」這個道理的真諦。

不要問自己能給人甚麼，只要我們願意服事，神就能使用
你。藉著這些機會，我學會對人細心關切的慰問、送上愛心
禮物、為舉手信主的老人逐一祈禱… 參與這些行動，真如
置身在樂園中，大家融匯在愛的歡樂裡，實在好得無比。難
怪我的老伴說：「最好每個禮拜都有『送暖顯溫情』！」

在角聲已有三年多時間了，從「受助者」至現在能有
機會成為義工，真是好開心，每次參加完活動後，內心
就像「充了電」的滿有生機。聽到角聲舉行「送暖探
訪」行動時，雖然也很了解老人孤獨的感覺，只是覺得
自己已經「七老八十」，未經練習，全無經驗，成嗎？
後來，在多方鼓勵之下，我終於鼓起勇氣參加了。

與詩班一同獻詩時，也許唱的不好，似牛叫亦似馬嘶；跳
舞時，也許只是手舞足蹈，似打拳亦像瘋子；不過，倒也
頗合拍子，博得不少掌聲，也得到了不少義工的鼓勵。我
們的舞蹈，引得一些被訪
的年長者，也跟著翩翩起
舞。不管他們叫也好，啍也
好，都開聲唱起歌來，歡笑
一堂。這次探訪，讓我領受
到「送暖」的真義，叫人歡
暢，開懷的笑，能明白愛是
從神而來。耶穌愛世人，祂
要賜福給人，藉著我們把愛
延伸給別人。

我深深感覺到，其實，「
送暖探訪」的真正受惠
人，原來亦包括我自己。
在這次活動中，我「真是
如鷹返老還童，不斷得
力」。現在，我與老妻還不時回味著點點滴滴的經過，
願意明年再參加，要參加他一、二十年，最好就是每個
月都有這種行動。

慶幸自己能打破自困的局限，更慶幸自己仍是一匹有用的
老馬。主說 :「我要用你」，就這樣「兩情相悅」-- 神喜
悅，我歡悅。我親身領略到施比受更為有福，施和受同得
的歡樂。只要大家能愛，去愛，便會頓覺世界真善美，事
事變得更美更好。親愛的弟兄姊妹，趁著年青，衰老的日
子尚未來到，讓主使用你，成就神所喜悅的心意吧。

........................................� 羅省角聲長者團契義工黃方邦華

八拾歲的我
   穿上三拾多年前的舞衣！

� 羅省角聲週間崇拜義工黃海 .........................................

探訪老人院及療養院，為長者帶來溫探訪老人院及療養院，為長者帶來溫探訪老人院及療養院，為長者帶來溫
暖和歡樂，令黃海如有返老還童之感。暖和歡樂，令黃海如有返老還童之感。

關懷佈道
羅省

� 羅省角聲週間崇拜義工黃海

我是一匹有用的老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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