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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萬物都

從你而來，

我們把從你而

得的獻給你。

歷代志上29:14

俗村」的老闆奉獻的。

E sushi 的老闆娘邀請我到她家，告訴我她把這兩個月
的小費都攢起來放在這個紅包裏了。當她把這個寫有「大
姐，謝謝主用我」的紅包交給我時，我的眼睛濕潤了！因
為她的這些錢都是她每天一點一點積攢出來的愛。這些弟
兄姐妹竟然這樣的樂意奉獻，我們真的是要把這個福音中
心獻為主用。

迎接操練營來臨
我們盼望的日子終於來了，4月16日是「餐福之家」的開
張典禮。我們邀請來許許多多的屬靈的長輩和各地餐福的
領袖，一同來與我們慶祝。主啊！我只能說：「我算甚
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都從你
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神為我們預備的是這
樣豐富、這樣美好！在灣區房價高漲，而我們卻在最繁榮
的南灣擁有這樣寬敞、美麗的地方作為「餐福之家」，除
了心存感謝之外，我們願意把「餐福之家」獻為主用，能
夠真正幫助到全美國，甚至全世界的在餐飲業中工作的每
一個人！

《美味人生》中的「生活英文」就是她寫的。有了她的加
入，我們的英文事工有了大大的長進。還有她為我們聯絡
各個教會，以及發代禱信，使得很多牧長都知道了我們的
事工。有一天，明儀的母親來看我們，當時我們正在討論
開幕典禮所用的禮物；明儀的母親只來美國幾天，竟然慷
慨的捐贈了所有的禮物以及費用！

第二位天使就是Minnie和Daniel夫婦。有一天，我的神
學院的熊老師給我打電話說，有位姊妹學了正式的烹飪課
程，她願意用烹飪來服事主。熊老師一想，這就是餐福的
工作！我邀請他們到我們家來吃飯，四個人一同跪在地上
禱告，願意一同委身在餐福的工作中。自從這一次允諾，
他們就進入了漫長的等待，一等就是兩年。期間，Min�-
nie要出去找全職工作，可是Daniel對她說：「別忘了我
們答應了餐福的事工！」到哪裡去找這樣的同工呢？

癌友關懷網與餐福
去年，跟「癌友關懷網」的龔振成弟兄商量後才知道他就
住在南灣，比我到中心更方便。龔弟兄原來是在家裏辦
公，一直盼望能有一個正式的辦公室來接待癌友。「癌友
關懷網」和「餐福」都是聯絡眾教會、關心弱勢群體的事
工。龔弟兄非常有愛心、有忍耐，又非常穩重，補充了我
們餐福弟兄姊妹的不足。「癌友關懷網」加強了「餐福之
家」陣容，讓我們兩個事工攜手關心全美國許許多多處於
弱勢中的朋友。

謝謝主用我
有一天，我跟同工李瑄商量，該為我們的會議室買兩個大
黑板。當李瑄跟一位在速遞店工作的弟兄狄龍提起這件事
的時候，他笑了起來。他表示前幾天，有個人到他店裏
來，要寄兩個大黑板。狄龍告訴他，黑板太大不能寄。那
人就說：「算了，我也不想再把這兩個黑板帶走，就送給
你吧！」這兩個黑板就這樣白白的留在了這個UPS的店
裏。狄龍就把這兩個全新的黑板送給了中心！我們都會心
的笑了起來，我們的神真是無微不至，凡是我們需用的祂
都為我們供應！當我們要買冰箱時，狄龍又給中心提供了
一個別人搬家時不要的冰箱；還有我們的電視，也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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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六月，神讓我在紐約的中華商台，有機會主持一個
名為「談情說理 Uncle B」的節目。Uncle B 這個「藝
名」是多年前探討網上事工時，瀏覽聊天室和討論區時選
用的名字。後來有一位基督徒的主持經常邀請我作嘉賓，
就把這名字用開了。

剛開始製作節目的時候，甚麼都不懂，但卻要從寫稿到錄
音，到剪接，全部一腳踢，而當時做得真是非常之吃力，
事實上，現在還是吃力。回想起來，也不知自己怎會有那
種膽量，也許只因為那種「你敢要我去作，我就有膽去
作」的傻勁罷。

開始構思「談情說理 Uncle B」這節目時，我就定下了
一些方針為個人的製作導引。

第一是避免給人說教的感覺。我覺得一般人都不會抗拒耶
穌，但他們對基督教卻有一種先入為主的錯覺。假如擺明
是一個宗教節目，他未聽清楚就會把收音機關掉。不過，
非宗教並不代表不能及不會說宗教。只是不會說教。我的
想法是「聽眾聽出，好過我直接說明」，重要的是不要
刻意地把基督教的述語套進去，而是要來得自然。簡單來
說，聽眾感覺出來的，會比明明白白地說來的，有更強的

談情自白

  你曾想過自己也可能是個流浪客嗎？ 

  阿信與大長今跟你有甚麼相似的地方？

  旅遊是件普通的事，但志雄夫婦卻踏上一次另類旅程...

  阿Ben初為人父，問他有何計劃？他說....

以上都是角聲網上電台播出的「談情說理 Uncle B」各集

內容。Uncle B 原來就是角聲的葉啟明牧師。本文是他對

「談情說理 Uncle B」的自白。

Uncle B

會說宗教 不會說教

........................................................................ Uncle B

1.

63

感染力。所以，我盼望的是：聽眾能夠聽出我的基督徒身
份，而不是我去把自己的基督徒身份告訴聽眾。

一次，我收到一封電郵。在電郵中，一位非基督徒聽眾直
接了當的問我是不是屬於基督教。我也直接了當的回答
他，我不單是個基督徒，我乃是一位牧師。後來，我們還
相約見面，成了朋友。

第二是「要真、要親、要Fun」。現今的人雖然會附和，
卻不會緊張道理；他們雖然會崇拜偶象，會跟風，卻不會
容易地接受明顯的權威。「我話你知」和「讓我來教教
你」這一套不是不可以，但在使用之前，必須先得到他
們的信任。反過來，今日的人所著重的乃是感觀，個人
Feel對於現代人是很重要的。所以，單單聽到你的聲音是
不夠的，他們還想感覺到所聽見的真不真，就是：講的事
和講的人是否一致。

那怎樣可以達到一致呢？就是要講得真實，說得真誠。耶
穌責備法利賽人，不是責備他們教導錯誤，而是責備他們
假冒為善──講得不真實，說得不真誠。無疑，我們是在
天使和人面前成了一台戲，但我們卻不能在戲台上做戲，
否則，就很難得人信任。節目要做得真，就是要講我在活
出來的東西，說我在生活中所得的領會。

使人覺得真實，真誠，就會生發信任。如果真實和真誠的
話，同時又說得夠「親」的話，那麼，講者和聽者的關係
就可以從信任之中拉近。我想耶穌之「道」成肉身，就是
把「理」用最「親」的態度傳遞給人。而我們最受感動
的，豈不就是這道「成」肉身的親切和接近？

除了「要真和要親」之外，我還要我節目「有Fun」，要
有樂趣在其中，樂趣乃是一種氣氛，氣氛就是滲透。當一
個節目從「真」生發出信任，再由「親」將關係拉近，
然後還加上樂趣的氣氛，讓Fun的樂趣滲透在其中。有了
Fun的樂趣，收聽的時刻就轉化成為一個享受的時刻；一
個令人感覺享受的節目，當然就會是個吸引人收聽的節
目。

要真 要親 要Fun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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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談情說理這個節目已經製作了近50集。除了幾
個朋友之外，我只收過一個聽眾直接的回應。不過，近日
從弟兄姊妹口中，慢慢開始聽到一些由他們轉達回來的聽
眾回應：
  「葉牧師，我的工友知道我去教會，她們問我，那個談
    情說理節目的主持是你不是？她們都好喜歡聽你。」
  「星期六晚上，是不是你在電台講話呀？」
  「我昨晚又聽到你的聲音呀。」
  「我媽媽很喜歡你的節目，我們多是全家一齊聽。」
從這些說話，我得到肯定，相信這製作的方針應該是一條
通往廣播康莊大道的小徑。

角聲在開始時就定下了一個「事工的進程」，就是：建立
接觸點 → 建立友誼 → 建立信仰。而我現時的製作目標
就是要跟聽眾建立接觸點。而第二步乃是要通過與教會聯
合舉辨聚會，與聽眾有真正的接觸，進而建立友誼，再進
而建立信仰。

舉例來說：假如一間教會看見了單親媽媽的需要，我們就
可以跟這間教會合作，預備一系列有關單親媽媽的廣播節
目在電台上播放，在節目中可以宣傳有關單親媽媽的講
座。由於電台已經在聽眾心目中有了信任，所以有需要的
聽眾就會更有信心參加。在教會方面，可以鼓勵有單親媽
媽需要的姊妹參加講座，並加以訓練，把傳福音的異象和
付擔帶給她們。這些姊妹在講座中，就會與聽眾認識，而
且很自然就可以開始跟進工作。

這樣的流程可以應用到任何的聽眾群體之中。而這樣的策
略在跟進上比轉介的策略自然得多了，因此，相信亦都會
是有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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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網上電台是角聲的新嘗試，透過網絡，
廿四小時為聽眾帶來美好訊息。歡迎上網至
http://www2.cchc.org/cchcradio/html/ 收聽不
同節目。「談情說理 Uncle B」於太平洋時間
早上四時及下午四時播出。

藉節目建立接觸點3.

65

........................................角聲副總幹事葉啟明牧師

角聲網上電台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為了讓更多人有機
會收聽到這網上電台的節目，角聲紐約總部的同工，提議
在紐約角聲大樓的入口大堂和社區部客廳，播放角聲網上
電台節目。而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把電腦的喇叭，接駁到這
兩處地方，讓節目從電腦直接播放出來。事情雖然簡單，
但仍需要有人負責上網到角聲電台的網站，接收網上電台
節目。

大家都認為這個最合適的人選，就是在社區部工作的陳珠
欽姊妹。但有一個問題，就是：陳姊妹並不懂得如何使用
電腦。怎辦？解決辦法好簡單，就是讓陳姊妹學懂如何操
作。換言之，即是要陳姊妹「臨老學吹笛」了。

陳姊妹二話不說，憑著角聲敢於嘗試的精神，不出兩下工
夫，就把電腦這台怪獸完全征服了。現在，從角聲開放的
時間至關門的時間，進到角聲的人，都可以聽到角聲網上
電台節目了。陳姊妹，謝謝你！

播放角聲網上電台節目

征服電腦“怪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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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省角聲策劃委員主席王慶元(上圖)，於長途駕車之後翌

日，如常開車送兒子至導師處，突感極度不適，原來心臟

病發。在急往醫院途中，卻遇路面大塞車，正是千鈞一

髲… 本文是他親自撰寫的經歷。

 

以下是父神在今年三月廿二日保存了我性命的見証。

三月二十日，午飯後，我從辦工室出發往北加洲去，預備
運載十台由一家電腦公司捐贈給路加國際服務團的電腦回
洛杉磯。北上時，雖然下著雨，但車程十分順利。駕車沿
著太平洋旁的101公路走，是唱誦詩歌和默想的好時間，
這也是我常常喜歡作單獨長途駕駛的原因。

在離開洛杉磯前，我預約了退休後遷居加洲Central Coast 
的建築師老友Stuebinger夫婦，在聖路易奧必斯堡共進晚
餐。晚餐後，即繼續駕駛一百多哩，然後在汽車旅館休
息。當晚睡覺時，感覺到左手及胸部有點不適，但我想是
消化不良的緣故而已。

.......................................... 羅省角聲策劃委員主席王慶元

我的    啊 !心    

67

獨自駕駛路程遠 
初感不適未為意

二十一日早上，我繼續北上往大使命中心去，因這些電腦
自一月頭便寄存在那裡。抵達後，我首先到二樓向王永信
博士和陳惠民博士問安。當時惠民姐妹問我為什麼說話時
氣喘 (都是女孩子細心)，我也同意不知道為何上一層樓就
會氣喘。 她立刻找來兩位男同工，到樓下幫我一同搬電
腦。我們三人，在二十分鐘內便把二十箱的電腦搬上了我
的客貨車上。跟同工們告別後，我便繼續北上，與預約定
的潘士端牧師午膳，潘牧師是我的老友和導師。

啟程後，我打電話告訢太太胸口感到很不舒適；她覺得可
能是消化不良而引至不適。在四十分鐘的車程中，不舒適
的壓力漸漸消失；到達潘牧師辦工室時，一切感覺正常。
潘牧師和我便到一家小店吃午飯。言談中不離有關我在路
加的工作及個人對回宣的負擔。我們還在行人路上一同禱
告，然後才分道揚鑣。他去探訪，我即回洛杉磯。

我的計劃是從灣區南下至Gilroy市，然後轉接較短而快捷
的五號公路回家，若時間許可，還可順道參加教會晚上七
時半的祈禱會。當我在聖荷西市附近時，收到一個長途電
話, 是我從前的行政助理打來的。她在美國東岸當老師，
打電話時正是她下班的時間。午膳後，與她在電話中交談
有提神的作用。

掛上電話後，我覺得有點「頭輕輕」的頭暈感覺，便格
外集中精神，記得這情況維持了一段蠻長的時間，一直
至經過了Gilroy市的公路出口。只是自己不記得怎麼過了
那十幾分鐘，我只有原101公路回洛杉磯去。從那時候開
始，一切感覺正常，中途加油小息後，便一口氣開車回到
South Pasadena朋友的餐館吃晚飯。到了九時一刻左右回
抵家中，不久便上床睡覺。

心臟病發遇塞車 
千鈞一髲危險極

每天早晨，我都會為兒子德立預備早餐，然後在七時半
前，把他送交在祖母家門前接他的職業教練。當日七時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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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分，我忽然感到非常不適，胸口很不舒服，汗流如雨。
我確定這回不是消化不良。把德立交給導師後，我便連忙
告訴母親，我要立刻開車到Kaiser醫院的急症部去。當時
是早上七時半，十號公路的交通十分繁忙，我便選擇了附
近橫貫東西方向的Badillo大街，朝醫院方向去。當時我
感到越來越不舒適，又出了一身大汗，全身濕透。

在途中打電給太太，告訴她我正在開車去醫院。她立刻「
命令」我停車，以免在失去知覺時發生意外。當時我正橫
過 Citrus大道，便遵命回頭，把車子停在附近圖書館的停
車場，等候救援。

同一時間，太太從六十五哩外之辦工室急電911，但因相
距太遠，無法接上家居地區之911，她便打電話去找我的
舅母。舅母是一位資深深切治療護士，正巧當晨不用值
班；她便接了我媽媽一同趕來，打算一個人把我送去醫
院，另一人即把我的車開回家。

等侯她們的那十五分鐘，是最難過和感覺最長的時間。辛
苦是因為不舒服，恐懼是不知何時會不省人事，惱懊是需
要等侯，自已卻不能把車子開到醫院去。

舅母和媽媽終於來到。舅母一看我的樣子，便決定要在最
快的時間，把我送到最近的醫院去，因為她怕我來不及趕
到 Kaiser。最近的是 Citrus Valley 醫院，離我們所在
地只有四個街口。

我從來不曾知道舅母可以開快車，媽媽想跟著後面也無法
跟得上她，就只好回家去了。舅母把車開到醫院救護車停
車處，發現急救部之大門是鎖上的，她便拍門並用對講機
告知有心臟病患者在外面。很快，便有救護人員出來，用
輪椅把我推進急救室，並搬到病床上。

心臟血管大堵塞  
兩小時內做手術

這時，立刻有六至八個醫療人員把我包圍。記得有三個
人不約而同告訢我，要把針插在我兩隻手不同的位置，
另一人做心電圖，一人做X光，一人要我吞藥。幾分鐘
後，一個穿醫生袍的人來了，他介紹自已是心臟科醫生

Dr.Yen，他手上拿著我的心電圖，告訢我正在心臟病發
作。X光顯示，左右兩條通到心臟的大血管都塞了，一條
完全塞住，另一條百份之九十塞了，必須在兩個小時內動
手術，以防止短期內心臟病再發作。

他為我解釋手術的步驟、成功率和危險性，並建議立即接
受手術，當然我同意了。他們立即把我推往手術室。所有
事情都發生得很快，在舅母回到救護車停車處把車子移到
醫院的停車埸時，我已經被推進手術室。後來才知道，當
我被推進急救室時，醫院廣播了一個「心臟急救暗號」：
急救室的醫療人員，要立即放下工作來為心臟病人急救。

手術後，在深切病房康復時，我才知道Kaiser醫院最近決
定，所有心臟病人如有需要可立即到附近任何醫院求診，
所以我無需跑到我家附近的Kaiser。再者，為我進行急救
的Citrus Valley醫院，三個星期前剛被加洲醫管處指定為
地區性之心臟醫療中心。若我當日趕到Kaiser醫院，Kai�-
ser也可能會把我送回 Citrus Valley 接受該手術。還有
一件奇妙的事，當日的心臟科醫生Dr. Yen，原來一早已
抵達醫院，是要為三個預約的病人做同樣手術，而我就即
時「插隊」，在他們之前接受手術。我真是在最適當的時
侯，跑到最適當的醫院，遇到最適當的醫生。感謝主!

遇上適當時地人  
死亡邊緣經歷神  

我在手術室約兩小時，通血管和放支架 (Stent) 手術是在
半清醒中進行的。感謝主，手術過程一切順利。手術後，
在深切病房接受觀察及休息了一晚，次日早晨下床走路，
九時半醫生批准回家。

三月廿六日，去見了我的家庭醫生；廿七日又見到了以後
照顧我的心臟科醫生。他們使用藥物和按時檢驗，來觀察
我的情況。心臟科醫生要我最少休息四週才恢復工作，又
囑我三個月內不可遠行。

我深深相信，這一次的死亡邊緣經歷，與及在最適當的時
侯，來到最適當的醫院，遇到最適當的醫生，這一切都完
全是神的安排。在我餘下一生，我必定要好好地為主而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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