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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曾當客戶服務，或售貨推銷工作的人士，都會認同
對人的工作，確實需要很大的耐性和愛心，才能達到理想
效果。不過，這等類的工作，即使偶有失控，欠缺耐心，
不顧客人，最嚴重都只會導致公司或個人損失，可是，
掛著神聖名而行的社區工作，偶有差池，可能便會絆倒別
人。在三藩市灣區屋崙角聲社區中心工作的同工楊錫祥，
深明此理，故每天面對工作時，常心持謙卑，包容異見，
望能透過服侍帶出見證，榮神益人。

楊錫祥於2003年4月正式加入角聲，成為神國的前線工作
人員。在屋崙中心負責社區服務工作，包括統籌講座、活
動及提供各類諮詢服務等。每天，楊弟兄均需與很多街坊
鄰里接觸，協助他們填寫各類型的申請表格及提供咨詢服
務。有些時候，難免亦會遇上無理的人士，幸好，他心存
神的話語，協助他緩解心底將發的怒氣。

「與人接觸時，很多時都會因不同性格，或不同觀點而發
生問題，有時我都會覺得他們無理。」楊錫祥說：「但
是，每當我要發怒時，首先我會想到自己的不足，能力有
限，然後我便能包容一切。」

大部分屋崙華埠居民都知道角聲中心是基督教團體，是以
基督愛世人的名義來服務市民；不過，楊錫祥稱，日常
來到角聲尋求協助的居民，有很多都不是信徒，當中有些

更從未曾聽過耶穌救恩的福音，只知道基督教與其他宗
教一樣，都是導人向善；因此，他認為在角聲工作，只
要能按神的心意和道去服侍他人，其實是有很多傳揚福
音，領人歸主的機會。

「在日常工作中，居民會給我們很多私人資料，如銀行
戶口或社會保安號碼等，他們願意這樣做，是出於信
任，知道我們是基督徒。」楊弟兄說：「而這份信任能
助我們建立關係，再從建立關係過程中帶出信仰。」

雖然楊弟兄每天都有著很多與人分享
神國和福音的機會，然而，凡事都總
有難處，要看到有人歸主的完滿成
果，聖靈工作及其他肢體，如教會牧
師和同工等的配合也是相當重要；因
此，即使不能經常為神擔當收割禾場
的工作，楊弟兄仍然深感欣慰。他
說：「我在角聲是負責播種的工作，
提供途徑和機會予未信者認識神，然
後將他們帶入教會，在那裡接受牧
養，由聖靈感動而誠心信主。」

信徒參與事奉，偶爾遇上欄阻是絕不
可免。楊弟兄認為，要在事奉路上長
久得勝，衝破困難阻礙，最有效的良
方是永不動搖對神的信心，有勇氣去面對挑戰；而這個純
因對神有信心而來的勇氣，必能幫助決解疑難和問題。

楊鍚祥出生於香港，從幼稚園至中學均是就讀基督教學
校，小時候亦曾到教會參加禮拜，但一直都未有真正接
受耶穌為個人救主。長大後更一度參拜偶像，然而，神
的恩典從沒離開他。1989年1月，他終於受洗歸入主的
名下。神隨著時日改變了楊弟兄的心和性格，並予他機
會參與不同事奉，慢慢激發他傳揚福音，救人靈魂的心
志。結果，楊弟兄在2003年投身屋崙角聲中心，擔任社
區外展工作，協助散播福音種子。

楊錫祥說：「我不知道我甚麼時候退休，神放我在這崗
位上事奉多久只有神才知道。我相信神必會給我最好
的，祂改變我的性格，豐富我的知識，都是要我事奉，
所以一切要看神的心意。」 

“每當要發怒時,我會想到自己的不足.”

楊鍚祥以耐心服務社區
.......................................................................... 陳清梅

楊鍚祥(左)肩負前線社區工作，常
在戶外設攤位，接觸社區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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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面談我的主管，問我「你願不願意委身」時，這句問
話，已響徹雲霄地說明了，角聲的工作與外界的職場是不
一樣的。那時，我的腦筋思緒還未理清「委身」的意義，勇
於嘗試的習慣已經使我點頭了。一晃眼，在紐約法拉盛角聲
中心的服事已經兩年。兩個春天的時光卻已使我受益良多。

相較於角聲的資深元老，我，從工作與屬靈年資都算是剛被
撒在地上的種子，所幸，撒在一片陽光雨水充沛的沃土，
得以持續被澆灌萌芽。此言何謂？孟母三遷，不無她的道理
存在，投入一處都是基督徒的職場，就是屬靈成長最好的機
會；而在我身旁周圍的同工身上，都可以看到神的影子存
在。他們所行所言，也逐漸讓我明白，「委身」的意義。

「委身」就是放下身段，與神同行。來到角聲，聯合事工繁
多，我已經被訓練成一位會議記錄高手，最高紀錄曾經有
一星期要紀錄四場會議。具有女性主義背景的我，又碰到
工作繁重的壓力，對於這一份看似簡單需要文字組織能力
的額外職務，我非常討厭，甚至不滿。為甚麼總是我要做

紀錄，其他男同工不可以做嗎？我也會有驕傲的心態，認
為我做會議紀錄的時間，可以拿來做更重要的事情。幾天
的滿腹牢騷，眼睛往四周圍同工一看；然後，不得不將負
面的態度扭轉成正面，我這份額外的職務算是最輕鬆的。

劉弟兄是我們法拉盛角聲中心的半職總務，他的職責範圍
內不包括清潔與外出購買的職務。然而年屆七十歲、具有
會計專業背景的他，總是不定時的清掃cafe 地板。看見
我們辦公室的垃圾桶滿了，就會默默地幫我們清理。活動
或會議的晚餐總是他一手包辦，一個禮拜三次外出買食物
是常見的例子。好幾次看見他瘦弱微彎的背影，推著一輛
破舊盛滿食物的紅色推車，穿梭在車水馬龍的街道、寒風
細雨的夜晚，為的是讓與會者的肚子能被填飽；不得由衷
地佩服他服事人的精神。在我們的眼中，他是一位大事小
事都盡心服事的忠心僕人。

「委身」，不單單是與神同行，也願意與他多走一里路。
Vicky是負責佈道福音的同工，餐館發送號角與美味人生
報紙也不是她的工作職責。她看到報紙有助於社區認識角
聲，也可以與他們建立關係，有助日後傳福音；所以，她
每星期會固定將漂亮的高跟鞋脫下，換上舒服的球鞋，手
拿著報紙走出辦公室，進入餐館；為的是讓福音的訊息，
讓更多人有機會能閱讀得到。

她最讓我們津津樂道的一件傳奇，就是在去年的聖誕節，
為了要讓cafe铜 有更濃厚的聖誕節氣氛，她竟然像「拾穗」
那一幅畫裏面的路得一樣。有一天八點多下班後，跑到
home depot 販售聖誕樹的貨物區，彎腰蹲地揀起地上凌
散的聖誕樹，將它們變成三個漂亮的聖誕圈，膽識與熱忱
令人望塵莫及。她的舉動讓我們開著玩笑，逗她說：「明
年還要再去，搞不好會碰到老闆，像路得一樣尋覓到一位
有錢有勢的波阿斯。」哈哈哈！

我事奉的工作崗位，感謝神，有許多同工的美好見證圍繞
著我。逢我面臨軟弱時，總是適時地提醒、鼓勵我，更加
明膫跟隨服事神的含意。我相信未來還有更多委身的意義
等著我去經歷、發掘、領受。是否能成為有開花結果的種
子，很多時候取決於自己的態度，以及我們的心對神敞開
的寬度，對祂的話語領受的深度。

躬身謙卑如拾穗
我漸漸明白委身的意義

B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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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餐業團契多年，心中所思所想的，就是如何把福音
傳給在餐館工作的朋友。

經過多年的探訪交往，認識了許多餐館的老板，甚至他們
的家人；也因著服事他們，而和他們建立深厚的信任基
礎。

其實我很少邀請他們來教會，因我知道答案總是「太累或
要上班…等等」。邀請他們參加晚上團契的聚會，推卻的
也是同樣的理由。

在一次偶然的情況下，讀到一本書。書中提到一位姊妹，
每到主日就自雇一部計程車，沿街接送在路邊游蕩的小孩
上教會，接了一車又一車。後來，有弟兄姊妹奉獻一部箱
形車給她作為接送的工具；後來，更多教會的弟兄姊妹加
入了接送的行列。終於，每主日都有兩百多位的小孩子，
經由這樣的方式來到教會。兒童參加了主日學之後，不但
自己被改變了，更吸引了他們的父母來到神面前，因而有
機會聽到福音。

這個事工的見證給我很大的啟示：我們中國人的家庭，很

多都是無神論者或是崇拜偶像的多神論者，他們往往被那
黑暗中的惡者，以一條看不見的鎖鍊捆綁著，從我們的祖
父輩，到我們的父執輩，以至我們這一代，鎖得緊緊的。
但感謝主，蒙神的憐憫與揀選，我們這一代有幸聽聞福
音，並因福音的大能，得以掙脫這一鎖鍊，進入基督的國
度裡。更可喜的是我們可以傳揚福音真理，叫更多人不再
受這鎖鍊的捆綁。

在餐館工作的華人家庭，主日無法到教會聆聽神的話語。
他們的孩子們，不是要到餐館幫忙，就是在家中無所事
事。當孩子漸漸長大時，雖然聽福音的機會是增多了，但
心卻已經變硬，又被這一條鎖鍊捆綁住。

當我思想到這樣的情況，心中真是急如火燒，我願效法那
位姊妹一樣，接送餐館老板的孩子來教會。

感謝主，有些餐館老板也願意讓孩子到教會多學點東西。
當我思想到神愛每一個人，祂要我們抓住任何可以傳福音
的機會，我也相信祂要使用這些小孩子，來引導他們父母
信主。這真是一項非常有意義的事工，願神自己賜福。

助他們掙脫鎖鍊

神是為我們

施行諸般救恩

的神；人能脫

離死亡是在乎

主耶和華。 

詩篇 68:20 

...................................... 角聲餐業福音使命團主任柳林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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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 鐘

短 篇 江 鳥                 年 薪 五 仙

一 分 鐘

短 篇甚麼魚吞掉約拿？     夏 年         

77

當年，號角主編周簡艷珍偕同夫婿周道揚傳道，初來訪休
士頓，住在潘正喜牧師與潘劉慰慈的家。

翌日清晨，周弟兄在餐廳見到男主人，問道：「潘牧師，
請問您早餐多是吃什麼？」

男主人應道：「自助餐！」

他想，潘牧師怎麼這麼好命，常吃自助餐！但早餐又何需
吃得這麼豐富？

一年後，周傳道夫婦又來訪休士頓，住進潘家客棧。見到
男主人，他就興奮的說道：「潘牧師，我和你一樣哩！常
吃『自助餐』！」

「自助餐」也者，自己煮，自己弄的餐食是也！

一 分 鐘

短 篇 思 牡                      自 助 餐

一 分 鐘

短 篇宿 舍 與 簡 寫            M e i         

76

去年紐約角聲同工，接待了來由四方八面，到來紐約參加
角聲年會的代表。在歡迎晚會中，角聲董事李兆鏞為了增
添交誼氣氛，特別提問了一些有關紐約市的有趣問題。其
中一條問題是：紐約市長的年薪是多少？

從外地而來的角聲同工都不曉得答案。大家想，既然貴為
紐約市長，必定年薪可觀。有同工衝口而出，叫道：「是
我們的二十倍！」

經過一輪試答之後，正確答案揭曉。李兆鏞說：「是年薪
一美元！」原來紐約市長彭博是億萬富翁，當市長志不在
薪酬。

幸好那同工沒有答對，否則，若市長的年薪是角聲同工的
二十倍，那角聲同工的年薪，豈非只得五仙？

Dorm這個英文字，就等於Abbreviation？怎可能呢？
Dorm是「宿舍」，Abbreviation是指「簡寫」或「縮
寫」，正是風馬牛不相及，豈會相同？有可能的！請看下
文分解。

西蘭花正在翻譯，一時想不起「宿舍」的英文是什麼，於
是問同工李薇。李薇猶豫了一下，說：「這個字很熟，但
記不起。」於是，李薇很快就去查電腦的字典。

然後，李薇把字打了出來，並讓西蘭花看。西蘭花一看，
見到的不是她要查的「宿舍」，而是「縮寫」。

「宿舍」與「縮寫」，發音太接近了。這樣一來，豈不有
可能由Dorm變成了Abbreviation？

主日學裡，一位老師正在向同學講述舊約中約拿的故
事。他說，約拿因為不順服神的命令，在船上被人拋
了下海去。結果，一條大魚游來，把約拿吞進肚子裡
去。

一個學生問他說：「老師，這條是甚麼魚？」

老師尚未及回答，另一個學生已搶著答道：「我知道！」

究竟這是甚麼魚呢？所有同學都很想知道答案。

那學生眨一眨眼，說道：「是吞拿魚！把約拿吞掉
的，不是『吞拿』是甚麼！」

註：「吞拿魚」是Tuna的音譯名稱，Tuna亦即鮪魚或

稱金槍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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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感概。天父送給了我文字寫作的恩賜，不但讓我廣傳福
音，而且讓真我與祂相遇。

當初，天父呼召我加入這個文字事工時，祂告訴我文字就
像中藥一樣，需要較長時間才能見效，但是它能治本。每
月當人們看《號角》這份報紙時，神的話語便會慢慢滲入
人心。所謂「滴水穿岩」，神的國遲早是要降臨的。就像
魯迅先生一樣，他棄醫從文。這是因為他相信文字更能喚
醒中國人的心﹐文字更像一把利劍；如果使用得當，它將
會殺敵無數。

同樣，一位位基督徒的見證都印証了神的恩典和憐憫。既
然天父賜予我一雙健康的手，那麼我便有責任把這些見證
用文字活現眼前。這些見證是具有生命的，它們會讓更多
的人深感神的大愛。

其實，在文字事奉的路上，我也有靈性低落的時候。記得
一次，我要負責撰寫一篇採訪稿。當時的我靈性卻十分低
落，我也不曉得自己是否還可以寫出文章來。我只能懇切
地祈求天父能拖帶著我。然而當我下筆時，我驚喜地發現
筆下竟能歡快地吐出一串串字詞。文字讓內心深處的我與
神相遇；在這個相遇的過程中，我與神的火花又再重燃。
文字寫作是天父給我的恩賜，我也就在這個恩賜裡面更經
歷祂。如果講文字是一種感性的東西，那麼天父的確讓我
覺得在文字裡面與祂貼得更近。文字變得仿如我的那張嘴
巴，讓我可以高聲頌揚祂。

至於文筆，我覺得在文字事奉中是最不重要的一環。我覺
得只要每位基督徒肯讓神拖帶著用心去寫文章，那麼神必
會使用他們的文章。既使他們覺得自己的文筆很差，但是
神必定賦予這些文章的內在生命力。縱使這些文章沒有華
麗的藻詞和引人入勝的布局，可是這些文章卻流露著真實
的情感。我想這些文章更具生命力，更貼近現實，也更容
易打動每一位讀者。因為真正打動人心的是神自己，而不
是筆者的寫作能力。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神的國度的興亡，便是每位基
督徒的義不容辭的責任。當我們用自己的恩賜去事奉神
時，我們與神會擦出更燦爛的火花。我願在《號角》這塊
熱土上，將會有更多的文字勇士為神的國去爭戰。铜

轉眼間，我透過《號角》新英倫版用文字事奉主差不多
兩年時間。回想起這段時間我所遇到的跌蕩起伏，讓我不

7978

我兒，要留

心聽我的言

詞，側耳聽

我的話語...

因為得著它

的，就得了

生命，又得

了醫全體

的良藥。

箴言 4:20,22

文字就像中藥一樣
............................................................................... 安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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