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拿出一張一萬元的支票，親手交了給我。他對我說：「這
是海外神學院給你們的，要支持你們的醫療事工。」

記得約三十年，我清楚神的呼召，要獻身作傳道人。當
年，教會(香港基督教頌主堂)中有好幾位神學生，都正在
位於香港九龍塘的海外神學院就讀，因此，我也順理成章
地希望能報讀該校。經院方面試後，我的入學申請被接受
了，但由於當時學校的宿舍位置有限，院方希望我能考慮
等候多一年才入學。後來，經過禱告和牧長的輔導後，我
進了鄰近的播道神學院。雖然，我至今從沒有為這決定後
悔，但對海外神學院，總有一份特別的情；想不到現在竟
然會收到他們的奉獻支票。

當曾牧師把支票交給我的時候，我看著他慈祥的臉孔，又
看著那對蒼老、稍微震顫的雙手，我就想到神藉著他，
藉著他這雙手，成就了無數聖工，也造就了無數聖徒。雖
然，他從未作為我的師長，但從他手中接過的那張支票，
彷彿是一個託付，甚至可以說是一支接力棒，要我們繼續
成就神的使命和計劃。

在已收到的兩百多個認獻單位中，有四個是來自角聲其他
分會的，他們是：三藩巿灣區分會、達拉斯分會、加拿大
分會和角聲餐福團契。

羅省角聲在1�9�92年開始服務，是最早期成立的分會之
一。在角聲的大家庭中，我們可以算是「大哥哥」吧。在
2005年的年會中，我們跟大家分享了開設醫療中心一事，
其他分會都感到十分興奮。其實，我覺得他們若能切實的
為我們代禱，就很好了。想不到，其中幾個分會竟然表
示願意參與「醫療325」，在未來五年內，每年為此奉獻
�$2�,000。

在這裡事奉了十多年，知道要維持一個分會是很吃力的，
財政出現赤字是司空見慣的事。現在他們要每年額外負擔
�$2�,000，這豈不是百上加斤？況且，他們的財政收支都比
我們少，我們怎能要他們負起這個責任呢？不過，記得當
時有其中一位同工跟我說：「我們是『兄弟班』啊！」

10

故事    角聲「弟妹」的支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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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我們雖然位於不同地區，事工的重點多少有點不
同。然而，我們是互為肢體，應當彼此扶持，這才是真
正的角聲大家庭。因此，我們特別把醫療中心的奉獻禮
安排在2006年中的主任會議期間舉行；雖然，當時醫療
中心尚未裝修，但卻可讓不同分會的同工們，有機會親
眼見證神為我們所預備的地方，一同感恩。

今年年初，醫療中心第一期的
裝修已經完成，醫療器材及設
備也都預備好了；因此，我們
特地選擇了一個別具意義的日
子和時間 ── 3月25日下午
3時25分，舉行「325捐獻牆 
(donor �wall)」揭幕禮，邀請
所有325計劃的認獻者出席典
禮。
 
捐獻牆的設計和安裝，都是由
王慶元長老負責。他是角聲佈
道團的董事之一，也是角聲醫
療中心的董事會副主席，本身
亦是一位建築設計師。為了盡
量等候更多325認獻單位，王長
老計劃在揭幕禮前幾天才把捐
獻牆安裝上去。

豈料，3月22日上午，我收到
一通電話，說王長老突然心臟
病發，現正在醫院急診室救治
中…
 
聽完電話後，我感到很突然。
我在想：「為甚麼會這樣，我
前兩天才與他通過電話？」當
時，只好為他禱告，求神醫

故事    幾乎告吹的
        揭幕禮

3

上圖�: 李偉強牧師(左)及吳周秀蘭 李偉強牧師(左)及吳周秀蘭 李偉強牧師(左)及吳周秀蘭
(右)主持捐獻牆揭幕禮。(右)主持捐獻牆揭幕禮。
下圖�: 眾支持者於揭幕禮時在捐獻眾支持者於揭幕禮時在捐獻
牆前合攝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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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稍後，收到了王太太的電話，說王長老已度過危險
期，但仍要留院觀察。

知道他身體好轉後，自己總放下心頭大石；但卻馬上
想到這個星期的揭幕禮，那道捐獻牆還未弄好！王長
老仍留在醫院中，捐獻牆誰來安裝？誰來監工？難道

要把揭幕禮取消嗎？就是取
消，也無法即時通知要來參加
的嘉賓…

當天下午，我與同工到醫院探
望王長老。見到他精神奕奕，
有說有笑的。但聽他分享後，
方知道他剛走過死亡的邊緣。
原來他早上開車時，突然感到
胸口不適，之後被送往附近的
醫院急救。經檢查後發現其中
兩條血管幾乎全部閉塞，要
進行血管修復手術(an�gio�plas�-
t�y)。若不及早發現，後果不堪
設想。(有關王長老的見證，請
參閱第66頁。)

在病床上，他交待了如何預備
及安裝捐獻牆一事。雖然我對
著這堆圖表，似懂非懂，但揭
幕禮三天後便要進行，唯有硬
著頭皮，依計行事。幸好王長
老事前已把材料預備妥當，又
安排了一位裝修工人幫忙，再
加上其他同工的協助，我們終
於在揭幕前的晚上，順利把捐
獻牆安裝妥當。結果，揭幕禮
如期舉行。

回想過來，神一方面保守了王
長老的性命，叫他得以康復，另一方面，又讓揭幕禮得
以順利進行，讓我們明白，祂是一位永不誤事的神。正
如保羅所說：「因為知道我所信的是誰，也深信他能保
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提摩太後書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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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年前的一個晚上，我在羅省角聲執行委會的例會中，
第一次聽到要購買對面的物業，開設一所基督教的醫療中
心。當時，我的第一個感覺是十分興奮，但距離事實還有
一段很長的路，因為所要求的價錢是我們不能負擔的；但
在我的心裡，卻有一份莫名的平安。

過去幾年在角聲事奉，親眼看見神行過很多奇妙的事。我
明白一件事，祇要我們願意回應神的呼召，行在祂的旨意
中，祂必然預備一切。當時賣主最初的開價是1�8�8萬元，
對我們來說，這個簡直就是一個天文數字。然而，我們當
時所問的，並不是我們「能不能」，而是「是不是」神
的心意。在會議中，我們定下了10‧10‧10的指標和印
証，並一同為此禱告。(請參閱第5頁)

散會後，我一個人開車回家，途中我還在想剛才的會議。
雖然從人的角度來說，要在十天向十位醫護人員籌十萬
元，根本就是沒有可能的；然而，正正是因為在人是不可
能的，這樣我們才可肯定這印証是從神而來。我的心裡有
平安，因為「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

結果，十天以後，我看見了，祂真的能！

順服裡的平安
...........................................................趙李秀珍律師

上圖�: 醫療中心入口處。醫療中心入口處。
下圖�: 大門旁邊鑲嵌了一道捐獻牆， 大門旁邊鑲嵌了一道捐獻牆，
325計劃的支持者芳名都刻在其中。325計劃的支持者芳名都刻在其中。

Passion #7.indd   12-13 2007/5/13   �� 11:08:06



經過討價還價後，賣主願意以1�86萬元出售，並答應給我
們半年的時間才 Close �Escro�w，這給我們有更多的時間
籌款。當時，賣主告訴我們，該物業有兩個租戶，其中一
個經已搬出，另一個是賣酒的店 (Li�quor Store)，租約也
將於半年後期滿，與我們議定的日期剛好配合。

當時，我們都是全力地為此籌款，我們出版了一本小冊
子，介紹角聲醫療中心的異象和該物業未來的圖則。感謝
神的預備，半年過後，我們已籌得六十多萬元，足夠支付
三分一的頭款(餘款則需貸款支付)。然而，在簽約期間，
我們才發現很多合約方面的問題。

合約問題� 擬訴諸法律
原來，酒舖的租約雖然在
那時候期滿，但他們仍擁
有五年的續約權利(�O�p �-
tion)，最初賣主提出可把
租金大幅提高，他們必走
無疑。後來我們才發現這
租約註明續約期間，每年
月租最多祇能增加一百元。

作為一個經常處理房屋買
賣合約的律師，我感到很
氣憤，馬上想到要起訴賣
主，但我也很清楚知道，
我們頂多可以要求賣主退
還訂金。這有用嗎？如果
物業買不成，我們怎樣向
已捐錢的弟兄姊妺交待呢？

當時，我們馬上四出尋找其他物業，也許可以替代作為醫
療中心之用。祇要知道附近有任何商業樓宇出售，我們都
會去看。在那些日子，我們可以說是「疲於奔命」，然
而，我們都找不到合適的。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真叫我們
一籌莫展。

在那段日子中，我曾很衝動地說過：「不能起訴賣主，我
就與酒舖打官司，與他們來個拉鋸戰，我免費代表角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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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官司，看他能否支付沉重的律師費！這樣，酒舖必走無
疑。」當我這樣想的時候，我心裡沒有平安。

為甚麼我沒有平安？最初我們不是很有平安嗎？當時，我
們面對著開設醫療中心這極具挑戰性的事工，面對著一個
天文數字般的金額，我心裡有平安。但現在，我內心所充
滿的，竟然是失望和憤怒，血氣和衝動。想到這裡，我謙
卑地在神面前認罪，我知道我要放下自我，不能以人的智
慧去完成神的工作。在神面前，我所擁有的一切法律知識
和技巧，算不得甚麼！

同感一靈� 順服神帶領
2006年2月的一天，幾個委員在我的辦公室開會，決定最
後要如何處理這個難題。我很記得這個日子，因為那天剛
好是我的生日，王長老更買了一個蛋糕。唱完了生日歌後
大家開始討論。那一天，大家都同感一靈的認為，這個地
方是神為我們預備的，我們不要再用人的方法去計算，祇
要順服神的帶領。雖然酒舖的問題未能解決，但我們仍可
以利用其餘一半的地方，作為診所之用，待酒舖續約期滿
後，再作第二期的裝修。

討論完了，我們一同禱告。那時，就好像在第一次討論這
事的會議中，我們再次經歷那份平安。我們向賣主討價還
價，要求他減價作為酒舖仍留在那兒的賠償，在我們心
中，即使賣主不減價，我們亦會把它買下來。這個在我眼
裡既市井又無賴的賣主，後來居然對我們說：「我很欣賞
你們服事人的誠意，這樣吧，我把價錢減至1�82萬。」(這
比原來的1�8�8萬少了六萬元。)幾天後我們便正式簽約了。

現在，第一期的裝修工程已經完成，診所部份也快將開幕
了。雖然酒舖尚餘三年的合約，但似乎對整個事工的進
展，並沒有太大的影響；而且，由於裝修費用龐大，每月
所收到的租金，也可以減輕部份經濟壓力；可見神是叫萬
事互相效力的。

回頭再看整個購址的過程中，我不單看見了神奇妙的供應
和預備，更親身經歷了祂的教導和模造 ── 人不能靠自
己成就神的工作。唯有當人願意謙卑順服在祂的帶領下，
才能得著心靈的平安，成就神的事工。

15

角聲醫療中心

醫療中醫療中心物業的合約出現一些問題，角心物業的合約出現一些問題，角心物業的合約出現一些問題，角
聲同人在禱告之後，大家都順服在神的聲同人在禱告之後，大家都順服在神的
旨意中。現在，問題已不再成問題了。旨意中。現在，問題已不再成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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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個夢」(I have a dream)，馬丁路德金的夢想是
要人人平等，但他的夢想卻由其他人去實現。我的夢想就
是在華人社區中成立一間基督教診所，能透過全人醫療，
見証神的愛。但誰來實現這夢想呢？

三十年前，我在美國成為註冊護士，開始在醫院工作，其
中包括在癌症病房服務，有機會接觸很多癌症病人，後來
我的丈夫考取了醫生執照，我便留在家裡帶孩子。

   再次接觸病患者
踏入2000年，我開始到角聲癌症互助會當義工。兩年後，角
聲正式成立癌症協會，我便成了其中的委員。在這段日子
中，我一直在幫忙互助會的工作。其間，因為癌症協會主
任楊王惠真師母工作的變動，我有約一年時間義務代替了
她主任的職責，讓我有很多機會與個別癌友接觸。

有一位姓黃的廚師，因為所服務的餐館沒有提供醫療保險
(其實大部份華人餐館都沒有替員工購買醫療保險)，所以身
體縱有不適，也不會去看醫生。最初他以為自己腸胃的小
毛病，到看醫生時已証實他是第三期大腸癌，癌細胞已擴
散到其他部位。當時我們可以做的就祇是陪他走過人生最
後的一段路程。一年多以後，他便離開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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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得在喪禮中，我看見黃先生的太太和還在唸中學的兒
子。他們很感激我們在這段日子中給他們的幫助。但我一
直在想，如果，他能夠早一點看醫生，及早治療，黃太太
不會失去她的丈夫；兒子也不會失去他的父親。

另外有一位勞先生，在中國探親時順道檢查身體，發覺自
己患了肝癌，回美後到一所政府醫院看病。可能是因為語
言問題或他不了解美國的醫療制度，院方一直祇叫他排期
等候換肝，卻沒有為他作任何的治療。後來，他到角聲求
助，我查看他的個案後，馬上替他轉介到UCLA醫院，並
替他申請加州醫療卡，可以免費治病。今天，勞先生的肝
瘤已消失了，有些時候，他還會回來幫助當義工。

開始一個遙遠的夢
其實，好像黃先生及勞先生的例子是非常普遍的。那時我
有一夢，希望能「有人」成立一所基督教的診所，切實地
幫助這些低收入、又沒有醫療保險的華人。我很希望角聲
能成為這個「有人」，承擔這個使命。2004年，我分別
跟李偉強牧師和勞伯祥牧師分享這個夢，他們兩位都非常
認同，但包括我在內，大家都覺得這個夢好像很遙遠。

同年九月，我選讀了一個公共健康碩士課程 (Master of 
Public Health)，希望能預備自己將來到中國大陸從事醫
療宣教工作。當時我真的沒有想過與在這裡開設診所有甚
麼關係。想不到，因為這個課程，我有機會認識很多有關
的人物，直接為開設診所一事鋪路。

一個特別的禱告會
2005年初，認識了負責本區的公共健康局總監 Dr. Ricardo 
Calderon，我跟他分享我的夢，並邀請他到角聲與我們開
會。會議中，他非常欣賞我們的工作，也很認同我們要開
診所一事。原來他是個很有愛心的基督徒，他分享自己剛
被中國邀請到北京，教授有關非典型肺炎(SARS)及傳染病
的防預工作，還有機會帶領了當地幾位醫生信主。當時我
們一同為成立診所一事禱告。本來是一個政府跟我們的一
個「官方」會議，但在神奇妙的安排下，竟然成為一個分
享禱告會。就是這個禱告，正式為實現這個夢打開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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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來實現這夢想

我
有
一
個
夢

........................................................................ 吳周秀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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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兩個名字
經過差不多兩年的籌備，診所從零開始，到現在一切設
備俱全，準備就緒。回想這段日子，我深深地體會聖經
中記載上帝的兩個名字：

一.  耶和華「拉法」(醫治者)
「因為我耶和華是醫治你的。」(出埃及記15�:26)

在舊約時代，神用不同的方法醫治以色列的百姓。馬
太福音�9�:35「耶穌走遍各城各鄉……又醫治各種的病
症。」早期基督教傳教士在中國開設多間醫院診所，有
許多至今仍然存在。反觀今日洛杉磯華人社區，其他宗
教已經開設了兩間診所，我們有不少基督徒醫生、護士

和其他醫護人員，為甚麼我們
就沒有自己的診所呢？

在教會裡面，我們經常談到心
靈的醫治，當然這很重要，然
而，當一個人患了病，我們總
不能祇談心靈醫治，而對他身
體的病就袖手旁觀吧？今天在
美國的華人，克勤克儉，溫飽
的基本需要尚能解決，然而，
當他們病倒又沒有醫療保險的
時候，往往成為整個人，甚至
整個家庭的危機。

神是一個醫治的上帝，祂要藉
著我們，把心靈與身體的醫治
帶給有需要的人。

二.  耶和華「以勒」(供應者)
「亞伯拉罕給地方起名為耶和華以勒。」(創世記22�:14)

從那天的禱告開始，我親眼看見神不斷地供應。主要可
以分為三部份：

1. 經濟上的供應
首先神為我們在角聲社區中心的旁邊預備了一個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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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又透過10‧10‧10來印証祂的帶領(在十天內向十位醫
療人員籌募十萬元)。在這兩年間，從一無所有，透過「
醫療325」認獻計劃，神為我們預備購址、裝修及開始時
的經費。雖然我們在經濟上仍有很大的需要，但相信神
會按時供應。

2. 人手上的供應
每一個社區診所都需要有一位醫療總監 (Medical Direc�-
tor)，負責診所的醫療標準合乎規格。最初我真不知誰會
願意義務承擔這重大的責任。結果，神為我們預備了陳
清義醫師。陳醫師既是南加州資深的醫生，也曾於台灣
花蓮醫院當過副院長，又是一位愛主的基督徒。此外，
一位資深的牙醫提早退休，花了很多時間，為我們預備
了整個牙醫部門的裝備。另一方面，神也預備了很多擁
有不同專業知識的「天使」，在整個籌備過程中，給我
們寶貴的意見和幫助。

3. 設備上的供應
要開設一間診所，需要大量的
設備和儀器，如果真要用錢去
買，可以說是天文數字。但感
謝神的帶領，有兩位醫生，捐
贈了兩張價值不菲的牙醫床
給我們。有一個名叫 �O�pera�-
tion USA 的機構，為我們免
費提供了兩張診症床及其他醫
療設備。還有一位身兼醫學博
士及電腦博士的弟兄，為我們
設計了一套電腦程式，處理整
個診所的運作及電子醫療檔
案 (�Electronic Medical Re�-
cord)。這些設備，等同最先進的醫療中心所擁有的。

雖然我們現在尚需要安排不同專業的醫護人員來分擔實
際診症的工作；也需要一批弟兄姊妺來擔任福音大使，
幫忙病者登記，並在適當的時間為他們代禱和分享福
音。在整個籌備程中，我們遇上不少的困難和障礙，然
而，當我每次看見神在過往的供應時，我深深相信祂是
耶和華以勒的神，在需要的時候，祂必然供應。

感謝神，祂藉著不同的人，與我一起去實現這個夢。

19

角聲醫療中心

羅省角聲董事與醫療中心籌備委員及聲董事與醫療中心籌備委員及
支持者合照。他們都是令醫療中心好支持者合照。他們都是令醫療中心好
夢成真的功臣。

角聲同工與醫護人員聚首一堂，分享同工與醫護人員聚首一堂，分享
籌辦醫療中心的異象，不少人都認同籌辦醫療中心的異象，不少人都認同
角聲的路向，給予大力支持。角聲的路向，給予大力支持。

Passion #7.indd   18-19 2007/5/13   �� 11:08: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