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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4日情人節的晚上，在多倫多列治文山一家酒樓內，
三百多位嘉賓聚首一堂，出席了一個名為「源自真愛懷舊
金曲之夜」。在中西懷舊金曲的旋律中，大家同時都聽到
了從神而來的真愛見證，享受了一個極具意義的晚上。

這是加拿大基督教角聲佈道團《號角月報》與 The Chan-
nels 樂隊聯合主辦的一個聚會，也是他們繼去年六月舉辦
的號角異象分享晚會之後，再度攜手合辦的一次活動。

大會司儀由經驗豐富的黃麗明及本刊編輯李鴻韜擔任。(上
圖) 李鴻韜這铜晚友情客串任司儀，是二人初度合作。在 
The Channels 多首國語名曲之後，晚會隨即展開，豐富
的節目亦接踵而至，計有大送禮物的現場遊戲、即場訪問
的人物見證、The Channels 的英文金曲及粵語金曲等，當
然還有豐富的晚餐。

這次活動，以《號角月報》二月份專題「源自真愛」為主
題，因此，晚會的內容亦在這個大前題下發揮。現場的有
獎問答遊戲，都是環繞《號角》專題文章進行，讓參加者
對專題中的「真愛」--- 基督之愛有進一步的認識。

兩位司儀又在台上訪問了兩位「源自真愛」的主角人物 
親自講述他們的經歷及見證。其中，蘇約翰愛妻情切，
即使太太已成植物人，他仍每天到醫院照顧她。他的真
情真意，教在場人士深深感動。這正是從神而來的愛，
讓他曉得珍重珍惜。

另外，The Channels 成員之一林志輝，也分享了他和
太太在銀婚路上出現的生活矛盾，與及如何藉著神的教
導，化解衝突。林志輝其後又以
「夫妻十誡」，跟與會者分享夫
婦和諧之道，饒有趣味。

原來，林志輝與太太是同年同月
出生，而在場者亦有多對夫婦同
年同月出生，更有一對夫婦，竟
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他們都獲大
會贈送禮物。現場參加者之中，
結婚最久的，是一對姓梁的夫
婦，結婚至今已有五十七年，難
得夫婦感情深厚，令人羨慕。原
來這位梁太太正是粵劇名人阮眉
女士，她更即興清唱一曲，獲全
場報以熱烈掌聲。

是晚活動，全場爆滿，席票铜一早
售罄，《號角月報》主編李鄭玉
珊感謝讀者的支持，並對向隅者
致歉。她表示，「源自真愛懷舊
金曲之夜」是《號角月報》的一
個新嘗試，也可以說是《號角》
的「立體版」--- 就是讓《號角》
跳出報紙的平面框框，與讀者直
接面對面交流，打成一片，從而
在活動中滲出福音的訊息。在當
晚到場的賓客之中，很多都是經
朋友邀請而來的非基督徒，盼望
他們都因著這些趣味性的活動，
能有機會接觸福音，得著福音。

由於將《號角》立體化的首次活動，舉辦得相當受歡
迎，加拿大角聲的同工，現正籌備下一次的同類活動，
為福音工作撒種，眾同工亦正為此禱告，求神加力。

加拿大號角立體版

源自真愛懷舊金曲之夜

  全場爆滿  真愛流露
................................................................................. 韋子江 The Channels 配合號角主題，

選唱的都是以愛為主的舊歌。

全場結婚最久的是梁先生夫婦，
梁太阮眉原來是粵導劇界前輩，
她還即興清唱一曲，掌聲不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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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角聲舉辦的《號角月報》暨Channels樂隊源自
真愛懷舊金曲之夜」當中，大會除了安排多首中外懷舊金
曲之外，還加插了一節《號角》人物專訪，由司儀即場訪
問兩位真情真愛的嘉賓，把晚會的主題「源自真愛」刻劃
得淋漓盡緻。其中一位接受訪問的嘉賓，是年過七十的蘇
約翰先生。他在現場三百多位參加者的面前，深情剖白他
與愛妻一段刻骨銘心的愛，在場人士無不被他的見證觸動
心靈，深深感動。雖然。蘇太太去年已因病被主接去；但
是，在蘇先生的心中，太太依然活在他的生命裡，未有稍
離。(上圖為蘇氏夫婦的家居照)

蘇約翰的太太，於九年前，突然爆血管成為了植物人，一
直昏迷不醒。自此，蘇約翰每天都到醫院去，留在妻子身
邊，每星期七天，天天如是，一直過了八年多。去年三
月，蘇太太終於不治。蘇約翰在醫院裡，手執亡妻的手緊
緊不放，長達八個小時，直到妻子的身體冰冷，她的手仍
暖暖的…

這就是一份源自基督的真愛，從神而來，澆灌在蘇約翰的
心中，傳送到昏迷了的蘇太太身上。蘇約翰的現場見證，
由他們夫婦從香港移民到加拿大多倫多開始。

當年，蘇約翰夫婦已經退休，打算在多倫多安享晚年。一
九九八年一月初，患有高血壓的蘇太太，突然血管爆裂，
迅即陷入昏迷狀態。蘇約翰急急把太太送往醫院，可惜，
經過醫生一番搶救之後，蘇太仍然昏迷不醒。其後，醫生
用盡各種治療方法後，蘇太太仍然未見起色，並被判定為
「植物人」。

雖然，客觀情形並不樂觀，但當司儀問他當時的感受如何
的時候，蘇約翰仍然流露出當日對愛妻尚存希望的堅決
神彩。在會眾面前，他堅定地說：「我覺得她是有希望
的！」就是這個從神而來的信心，叫他對妻子的病情，抱
有好轉的希望。

正如羅馬書4:20說：「…仰望神的應許，總沒有因不信心
裏起疑惑，反倒因信心裏得堅固，將榮耀歸給神…」蘇約
翰心裡不疑惑，反倒堅固，他將心愛的太太交託給神，同
時，也請求在加拿大和香港教會的信徒為她祈禱。

為了能夠好好的照顧長臥病榻的太太，他特地向醫院申
請，租住了醫院的宿舍房間，就此搬到醫院宿舍去，堅持
每天在醫院照顧妻子，陪伴她。換言之，他就暫住醫院
裡。當時，他和三個兒子都像上班一樣輪更，每天廿四小
時，分成三更輪流看護她。

當時，蘇約翰六十六歲，蘇太太六十二歲，兩人結婚已經
四十一年。蘇約翰堅守結婚時，在神面前與太太立下的盟
約：「無論苦樂禍福、富貴貧窮、平安疾病，我都一樣
敬愛您、尊重您、保護您，與您同度一生一世，專一愛
您…」他到醫院去伺候、看護太太，就是為了要回報她對
自己，對家庭的付出。他說，太太以前是個好教師，為了
家庭而放棄事業，專注家庭、丈夫、兒子，她付出的實在
太多了。

其後，在院方准許下，他找人替蘇太太按摩、針灸。經過
三個月，蘇太太開始有些微反應，超過一年多的治療，蘇
太太竟可以睜開眼睛看東西，還有表情，會笑！蘇約翰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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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天到醫院陪伴植物人太太

蘇約翰見證真神真愛

風雪無改八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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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歡逗留多久就多久吧！』於是，我握著她的手，久久不
放……」他這樣一握，便握了八個小時，儘管太太的遺體
已冰涼僵硬，但她的手還是暖暖的…

太太回天家之後，也許有人認為這是一種解脫，但蘇約翰
卻寧願好像以前一樣，可以天天去醫院探望她！蘇約翰明
白，太太的離開，是神的旨意，自己雖然捨不得，但仍知
道需要順服。

在耶穌裡，愛的故事並不會因生命的結束而終止，現在，
蘇約翰依然積極參加教會的聚會和活動。年過七十的蘇約
翰，精神抖擻，活力充沛，活得有勁而積極，每週還與會
友打乒乓球呢！現在，他更成了醫院的義工，像昔日照顧
太太一樣，也去幫忙其他有需要的人士。

哥林多前書13:13說：「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
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是的，是源自真愛的力量，在
蘇約翰身上彰顯出來，毫無保留，就如耶穌愛人一樣，甚
麼都可以犧牲；因為，愛是永不止息的！

64

見妻子的病情有進展，十分感恩。他還教她以眨眼來示
意---兩下是「是」，一下是「否」。

後來，院方了解到蘇約翰夫婦的情況，建議把蘇太太轉到
另一家鄰近蘇約翰家居的醫院去，以方便他往來照顧病
人。自此之後，蘇約翰便不分秋冬春夏，不管風霜雨雪，
每天早上十時許便到醫院去陪伴老伴。他每天都帶備午餐
便當，午飯時也在醫院陪著太太吃。每天只在晚飯時回家
吃飯，飯後又再回到醫院去，繼續照顧妻子，直到晚上十
時許才回家。他留在醫院的時間，比醫護人員更長，每天
就好像返早午晚更期一樣。即使是星期日，早上到教會祟
拜聚會之後，他又會匆匆趕到醫院去。

可惜的是，蘇太太又一次中風！當時，幸有丈夫守候在
側，及時發覺，蘇太太得以再次渡過難關。可是，這次以
後，她的情況就比前更差，再也不會笑了。不過，蘇約翰
仍然見證說：「神醫治了我太太！」

原來，他說：「太太被驗出患上了肺癌，左肺部有癌細
胞。按照她的病情，接受治療根本是不可能的，但是，神
卻施行了拯救。」蘇約翰把她的病情祈禱交托給神。奇蹟
地，三個星期後再次檢查時，癌細胞黑點竟然不見了，肺
部回復正常！

蘇約翰天天在床前陪伴太太，醫護人員看在眼裡，無不動
容，所以，即使是二零零三年非典型肺炎肆虐期間，本來
醫院都是不許探病的，但是，蘇約翰依舊到醫院來，護士
見他情懇意切，就把蘇太太推出，讓他可以隔著玻璃，探
望愛妻。

八年多來，蘇約翰天天如是，到醫院「上班」。當問到他
有沒有一天沒有到醫院去的？他遲疑了一陣，說：「有，
有一天沒有去。」不過，頓了一頓之後，他補充說：「那
天我日間沒有去，只在晚上去！」果然是風雨不改的真
情，怎不教人感動？所以，司儀說：「醫護人員可能只返
日更或夜更，蘇約翰為了妻子，卻天天返日夜兩更！」

去年三月，蘇太太終於與世長辭。蘇約翰雖知道神有祂
的時間，也知道愛妻是回了天家，但仍是愛意難捨。他
回憶說：「當時，院方很明白我的心境，對我說：『你

你們各人都當

愛妻子，如同

愛自己一樣。

妻子也當敬重

她的丈夫。

以弗所書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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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十一月，當街頭巷尾飄散著歲末年終的歡愉氣氛
時，角聲癌友關懷網義工小林 (化名，註1 ) 接到組長的電
話，告訴他有一個新移民家庭需要協助。

罹患末期癌症 貧病交煎
這個家庭的男主人正雄(化名)，在二零零六年三月被診斷
出罹患了末期癌症；疾病帶來的疼痛已經蔓延全身，連翻
個身都困難重重。正雄的妻子美美 ( 化名) 為了照顧先
生，已經好幾個月無法外出工作。由於這個家庭才剛移民
到美國，他們沒有任何醫療保險，經濟情況也不寬裕，加
上語言文化的隔閡，讓他們對這個突如其來的打擊不知所
措。

幾經考慮，他們曾經回到中國，盼望在熟悉的故鄉尋求治
療。但他們在中國花光了所有的積蓄，還向親戚借了一筆
錢，正雄的病情仍然沒有好轉，帶著無奈，他們又回到了
美國。返美後，正雄的病情持續惡化。由於他們在美國沒

有任何親友，女兒也才七年級，照顧正雄的擔子完全落在
美美肩上。

小林表示，當他第一次去探訪正雄一家人時，美美已經好
幾個晚上沒有閤眼，整個人筋疲力竭；正雄也被超過忍耐
極限的疼痛，折磨得幾乎不能進食與入睡。為了幫助正雄
在人生最後一段時日，擁有較好的生活品質，並且讓他的
妻子能喘口氣，好好睡個覺，小林向正雄及美美介紹安寧
療護 (hospice，註2) 的理念，並詢問正雄住進安寧療護
病房的意願。剛開始時，正雄極力反對，不願與妻女分
開。

申請安寧療護 過程順利
幾天之後，小林接到美美來電，請他到急診室幫忙翻譯。
原來正雄已經兩天完全無法吃東西與睡覺，美美不知道該
怎麼辦，只好連夜把正雄送進急診室。經過這次磨難，正
雄改變心意，同意參觀安寧療護病房。

由於正雄已經無法行走，小林幫正雄借到輪椅，陪著他們
夫妻到醫院。安寧療護病房中詳和靜謐的氣氛，以及醫護
人員對病人悉心的照顧，消除了正雄的疑慮。

那天，小林在醫院走廊恰巧遇見一位以前認識的醫生，小
林向那位醫生談到正雄的情況，沒想到那位醫生馬上記下
了正雄的名字，於是，不費吹灰之力，正雄的名字就被加
入等待床位的名單中。但社工告訴小林，由於申請人數眾
多，最快可能要兩個月才能排到床位。當天是星期五，誰
料星期一上午九點鐘，醫院就通知正雄家人，表示已經有
一個床位可以提供給正雄了。就這樣，沒有經過任何面談
與填表的繁瑣過程，正雄住進了安寧療護病房，過程順利
得出乎意料之外 。

正雄住進安寧療護病房的第一天，醫護人員就很仔細地照
顧他，以藥物止住他的疼痛。長久以來，他第一次能夠安
睡、進食，美美夜裏也可以好好休息，不需要再不眠不休
地照顧正雄。美美了解正雄對家人的不捨，每天都到醫院
陪伴他。正雄住進安寧療護病房幾個星期之後，在熟睡中
安詳地辭世。美美對正雄能夠沒有痛苦地離去，感到非常
欣慰。

在關懷癌友中

經歷神奇妙的帶領
............................................................................... 文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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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慈愛帶領 決非巧合
在關懷、幫助正雄的過程中，小林一直請癌友關懷網的其
他義工持續為正雄一家人禱告。雖然正雄和家人都未信
主，對基督信仰並沒有甚麼認識，但他們也不反對大家為
他們代禱。小林表示，從正雄身上，他看到神不止愛祂的
子民，也深愛尚未認識祂的人。

他說：「不要告訴我這件事情沒有神的手在其中。」正雄
能夠消除與家人分離的焦慮，願意考慮住進安寧療護病
房；小林能夠迅速借到輪椅，帶正雄一家前去參觀病房；
在一床難求的情況下，小林能巧遇認識的醫生，讓正雄免
去繁瑣的申請程序，馬上排在等待住院的名單上；正雄能
夠在社工說必須等待兩個月的情形下，只隔一個週末就得
到床位，舒適安詳地度過人生最後幾個星期… 這一切一
切的「巧合」，小林知道都是出自神的慈愛帶領，絕非偶
鷂。

願意參加聚會 認識上帝
談到神的帶領，小林提到另外一件奇妙的事。正雄生病期
間的物理治療師，竟剛好是小林的堂姐夫，兩人一起為正
雄和家人禱告，與正雄一家建立了很好的關係。正雄走
後，小林和他的堂姐夫都出席了喪禮，送正雄最後一程，
讓沒有甚麼親友在美國的正雄家人很受感動。

正雄去世後，小林仍然持續地關懷正雄的家人，幫助他們
度過喪親之痛，重建生活的秩序。正雄的太太美美從正雄
生病後就無法外出工作，她曾很沮喪地告訴小林，她已經
欠了很多錢，急需找一份工作賺錢還債。美美本來以為她
要花一段時間才能找到工作，沒想到有一天她到中國城的
一個職業介紹所，馬上就得到了工作機會，減輕不少心中
的重擔。

現在，美美也接受了小林的邀請，願意到教會聚會，參加
單親媽媽團契。小林衷心地盼望美美和女兒能夠認識上
帝，讓神的愛與喜樂進到她們心中，抹去喪親的傷心淚
水。

呼籲成為義工 讓神使用
訪談最後，小林提到許多癌症義工是因為自己或家人曾罹
患癌症，因而投身義工行列，以過來人的經驗來扶持其他
癌友或家屬。雖然他及周遭的親友從來沒有遭逢過癌症，
但當他聽說角聲癌友關懷網的事工時，本身在心理健康領
域擔任社工的他心想：「為甚麼不讓神使用我，幫助更多
需要的人？」於是他從兩年前加入角聲癌友關懷網的關懷
者行列至今，在服事的過程中，經歷了許多神豐富的供應
與恩典。

小林呼籲所有願意關懷癌症病人及家屬的朋友，不論是否
有過癌症的經歷，都來投入癌症義工的行列，讓自己成為
神傳達祝福的管道。

註1：為保護病人及家屬私隱，文中所有人名均為化名。
註2：安寧療護 (hospice) 的目的是協助末期病人度過
一個少痛苦、有平安、有尊嚴、有好生活品質的善終，
詳細說明，請參閱角聲癌友關懷網 : http://cancer.cchc.
org/hospice.htm

窮乏人呼求的

時候，他要搭

救；沒有人幫

助的困苦人，

他也要搭救。

詩篇7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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