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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二月份，我與先生柳經奎一同去Sacremento，參加
一個華語教會的聚會。結束之後，我們和張子江牧師回到
神學院。

回去的路程差不多要兩個鐘頭，那天上午，張牧師兩堂道
講完，我們吃了中飯之後，就往南邊開車。在路上，張牧
師十分疲倦，我們就帶他去喝了一杯咖啡。咖啡喝完，精
神一振。我們臨時起意打算在這次的旅途中，去看一位曾
經在我們餐館團契聚會的弟兄。聽說他在北邊的一家餐廳
打工，我們就順道，借著這個難得的機會去看他。因為路
線不熟，那天我們竟然走錯了路。走錯路時我們心裏有個
聲音：再回去吧！

當我們轉頭回去的時候，終於在很不熟悉的地圖上，找到
了這家小小的餐廳。這家開在一個小購物中心裏面的小小
餐廳，叫做「龍珠」。

除偶像 慶新生
.................................. 角聲餐業迺音使命團主仕柳林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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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內供奉偶像 初與老闆見面
我們一進去，就嗅到一股新油漆味道，顯然是新開沒有多
久；而最顯眼的是店內供奉著非常大的偶像，差不多有三
尺高；還有一些供物。這些與這間新的、小小的餐廳十分
的不相稱！所以，我們一進去，張牧師就說：「哎呀，
要找一個真正的神來依靠！供奉偶像是不能夠幫助生意
的！」

我們找到了弟兄，老闆也很快走出來，他看起來非常年
輕，帶著很可愛的微笑。我們被邀請坐下來談話、喝茶。
之後，張牧師就拿出聖經，帶我們讀了兩段聖經，同時來
為這個餐廳祝福。張牧師語重言深的講了一句話：「偶像
是幫不了生意的，一切都要靠上帝！」在簡短的交談、招
待茶水之後，我們站起來準備離開。

沒想到老闆起來說了一句話：「你們這麼快就走了，那它
怎麼辦？」他回頭指著牆上的偶像說。我們說：「你應該
把它拿去！」他說：「那你們什麼時候回來拿？」我們
說：「我們回來一趟是很不容易的，開車到這裏要兩個小
時，如果你要拿，我們現在就可以拿！」

奉主名拆偶像 老闆即時允許  

張牧師得到了老闆的允許，手按偶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
來拆除偶像。兩個夥計竟然嚇得一腳溜進廚房！很巧的
是，經奎在車裏找到一把大錘頭，就和老闆爬上牆，三兩
下，經奎就把偶像拿下來，放到車子的後備箱裏，準備帶
回去，扔到教會的垃圾桶去！另外一位同行的姐妹，看到
老闆桌上另一些偶像說：「這個也不是太好！」那是一個
瓷製偶像，足有三尺高。老闆也同意拿走！所以我們把它
和牆上貼的一些龍的圖畫，一同拿上車了。

這是一個非常奇妙的經歷！臨走之前，我們邀請老闆第二
天到餐館團契來聚會。第二天，老闆果然開了兩個鐘頭的
車到我們餐館團契來，我們知道他叫Jony。我們為他祝
福、禱告，同時送了他一幅「耶和華是我的牧者」的畫
像，讓他把這幅畫擺到原來放偶像的地方。他帶著那幅
畫，歡喜快樂的回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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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以愛心關懷 渡過喪親之痛
沒多久，我們再回去繼續關心他，得知Jony的媽媽在香港
已經是病入膏肓，一家人都十分著急。我們在每個禮拜六
下午和他一起查聖經，包括Jony的夥計、哥哥、嫂子，
我們一同坐下來為他的母親禱告。嫂嫂心裏非常難過，
Jony的太太也非常難過，因為媽媽身體很不好。我們陪他
們度過了那段悲傷的時間；後來不久就聽說，Jony的媽媽
去世了！他們非常孝順，去香港把母親的遺體運回美國。
但幾個年輕人都不知道怎樣處理這個葬禮，所以我們餐館
團契的幾位伯母相約到三藩市去，參加他媽媽葬禮。葬禮
人數不多，他讓我在前面有一些分享，弟兄姐妹們與他一
同度過了這個葬禮。當天Jony的哥哥嫂嫂以及親友們，都
認識了我們，同時我們也向他們傳福音。

慕道追求真理 接受耶穌基督 
Jony信了耶穌之後，心裏非常喜樂。聽說他以前的脾氣很
壞，常常發脾氣，他的妻子也很害怕他。他的餐廳生意並
不是很好，人員也不是很穩定，但是Jony自從信了耶穌
之後，他心裏非常快樂！他常常告訴我：「耶穌真是好疼
我、耶穌真是好愛我！」所以他也常常問我：「甚什麼時
候我可以受洗？」我告訴他：「我們需要一段穩定的參加
聚會的時間，同時，需要上滿受洗班的課程。」

他的生活非常緊湊，每個禮拜工作七天，可是他為了上受
洗班，特別在星期一提早下班，開車兩個小時過來！我們
教會的海倫伯母非常疼愛Jony，Jony也非常愛她。後來，
Jony認識了郭松，郭松是一個非常可愛的年輕人，剛從
中國大陸來沒多久，非常願意來聚會。在郭松到了他的餐
廳之後，他們變成了好兄弟，一同做工，一同來教會。所
以，海倫伯母帶領他們兩個一同上了受洗班。一段時間之
後，經過迫切的等待，因為他巴不得張牧師來給他受洗；
終於受洗日期來了，是今年2月18號大年初一。

大年初一受洗 新年喜上加喜
新年新希望、辭舊換新。這真是一個大好機會，在這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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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受洗，實在很有意思！那一天，康郡福音教會充滿喜
氣，真是喜上加喜、樂上加樂、福上加福。

本來過年，我們就有包餃子的聚會，大家已經很熱鬧，又
加上Jony受洗，弟兄姐妹更是開心，早早就來預備了，提
前了兩三個小時，把大大的游泳池打上氣、放上水。雖然
天氣寒冷，大家也都擔心他們受不了這麼寒冷的天氣，但
是Jony跟郭松兩個人決定，他們要憑著信心進入冷水中受
洗。我們也提前燒了幾鍋的熱水，但是幾鍋熱水並不能使
那麼大的冷水池熱起來。但是Jony非常興奮，帶了兩套衣
服。

受洗開始，Jony穿上了白衣服，當張牧師按手在他身上，
把他放在冷水當中，我看見他激動的眼淚一直流出來。他
非常激動，也快樂的不得了，因為他終於受洗了，成為神
家中的人了！當張牧師為他受洗的時候，我們全體圍著
他，許多弟兄姐妹都流下了激動的眼淚！接著郭松也接受
洗禮，我們全體鼓掌，同時為他唱「主耶穌復活了」：「
復活的主，十字架，十字架，復活的主，耶穌已經復活
了！」當眾人的歌聲完畢，他們就站起來。

等到換了衣服出來，我看到Jony以前從來沒有過的精神煥
發的樣子。他穿上了西裝、打上了領帶，高興地與大家握
手，跟我們照相。這是一個十分激動地受洗大典！而且來
了不少他的好朋友，連安提阿教會的大明夫婦、Andy也
來到我們當中，雖然他們開車很遠，但是他們為了Jony的
緣故，特別來參加他的受洗大典。大家濟濟一堂，四十多
個人，我們實在是歡喜快樂！

不斷聆聽主話 成為新造的人
Jony受洗之後，繼續由海倫伯母帶領他學習聖經。我們盼
望他不但是聽了主的話，更是能夠遵行主的道。Jony自
己也立下了心願，要從聖經當中，改變他的人格和他的心
態！同時，能從聖經的話語中得到力量讓他一生遵行主
道，愛傳福音，為主作見證，將他這段人生的奇遇、人生
又大又美好的經歷告訴別人。郭松和Jony的受洗成為餐
館團契今年開年的第一大喜事，他們都立定心願，受洗之
後，不斷學習主的話語、參加聚會、改變生命，成為一個
新造的人。這確確實實是辭歲迎新，迎接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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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羅省角聲的單親姊妹會中，認識到幾十位單親媽媽
們，每人背後都有著感人的故事。在這裡服事，最開心
的是看到好些單親媽媽，起初哭哭啼啼的，現在變成笑
靨如花，因為她們都經歷到愛改變的大能。當中有一位
媽媽的見證，令人很是感動。

她有一女一子，小兒子五歲
的時候，突然中風，被診
斷出患有血液凝固得特快
的毛病。吃了藥，血又會
變得太稀薄，醫生囑咐不能
跌倒，若受傷會流血不止。
一年中，她總要經過長遠的
車程，陪他進進出出兒童醫
院幾次。兒子不能跟常人一
樣玩耍，所以，照顧他時，
她總是步步為營，小心翼
翼。每當孩子去上學，她便
會提心吊膽。對於一個單親
媽媽來說，既要負擔生活的
需要，又要特別照顧兒子，
實在為難。為了照顧家庭，

看護兒子，讓他能定期檢查及接受治療，她根本無法工
作，每月只靠一些政府津貼和一些糧食��補助，一家人過
著簡樸節檢的生活。

前年底，房東藉故要她們搬走。可是，要重新找房子並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一則房租貴，二則一個房間難以容
許三人同住。幸得一位單親姊妹帶她到一些機構尋求幫
忙，可暫時在家庭旅館棲身一星期，之後便要另行搬
家，而行李只能寄存在朋友處。那個星期，無法煮食，��
沒有車外出，女兒因這些事變，心情大受影響��，功課成
績下跌。

把她從流淚谷拉上來

大家都很喜歡角聲舉辦的戶外活動，有人大家都很喜歡角聲舉辦的戶外活動，有人
還把子女一同帶來，同享團契生活。還把子女一同帶來，同享團契生活。

....................................................� 羅省角聲單親姊妹會義工

她面對茫茫前路，頓生無家可歸的感覺，加上兒子的病未
有起色，心情極度低落。她躲在旅館房內，越想越難過，
摟著兒子，以淚洗臉。輕生的念頭掠過她的腦海，她想到
了用床單自殺！幸好這時一群愛主的姊妹們到訪，又得到
團契姊妹輪流送來食物，為她們代禱唱歌。神藉著姊妹們
溫暖之手，把她從谷底中拉了上來，重燃希望。

後來，一位好朋友陪她到以前曾住過的地方查問，竟有一單
位剛搬走。最巧合是那個單位就是她的好友住過的那一間，
房租比較便宜，地區不錯；她們一家總算有了合適的棲身之
所。她感謝姊妹們對她的付出與關懷，讓她能從困難中走過
來。好友如雲彩般圍繞她，人人關心她，愛她。

最近，她來到單親姊妹會，都是帶著美麗充滿信心的笑
容。她在聚會裡見證神恩，感謝神的拯救，體恤她的軟
弱，更赦免她的歪念。她在主裡享受豐盛的愛，認為這一
生最美的祝福，就是信靠及認識主耶穌。

後來，她收到了一個好消息，申請低收入房子己被批准，還
是三個��房的。她記得神的教導：「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
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神的恩福沛臨在她身上，
願榮耀歸與神。

我不撇下你

們為孤兒，

我必到你們

這裏來。

約翰福音1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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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惠美姊妹是休士頓角聲癌症協會的義務主任。七年多
前，經醫生診斷確定患上癌症。當時，她剛搬到美國休斯
頓不久，正在適應新的環境與新的生活，不料卻傳來噩
耗：患上乳腺癌，屬末期A級。

當時，惠美心裡很是震驚，如墮落黑暗深淵裡。在艱辛的
境況中，她緊抓著神，向神求三件事，就是：1. 求神賜
話語作她隨時的幫助。2. 求聖靈充滿與她同在。�3. 求神
賜她禱告的人，為她加添力量。

治療的過程相當艱辛痛苦。但神的聲音一再提醒她說：
「我揀選你，並不棄絕你。你不要害怕，因為我與你同
在，我必幫助你。」果然，神的同在和祂所賜下的話
語，以及遠處、近處眾多人的禱告，讓惠美抗癌的日
子，心靈中充滿感恩與愛，驅除了原有的恐懼和孤單。
教會弟兄姊妹和朋友幫助聯繫醫療資源、送書、送音樂

主活著 在花園裡

我們曉得

萬事都互相

效力，叫

愛神的人

得益處 ...

羅馬書8:28

..................................................................................夏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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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送菜、帶小孩、輪流住在家中幫忙… 這一切讓惠美
受感動，受鼓舞。

這期間，神的話語、詩歌常自惠美心中湧現。一個早晨，
惠美的心中繞旋著兩首她很想唱的詩歌：「主活著」和「
在花園裏」。可是，因著搬家的緣故，詩歌集還在箱子未
打開來，她也沒有力氣去翻箱子找。沒想到，幾小時之
後，她收到了一位姊妹轉來一盒詩歌錄音帶。原來該姊妹
在教會的祈禱會中，提名為惠美的病代禱後，就有一位叫
林鴻模的弟兄將這錄音帶送給惠美，並附上安慰鼓勵的字
條。這錄音帶裡收錄的詩歌，是一位曾學聲樂，任歌唱老
師的姊妹唱的。奇妙的是，錄音帶內竟然就有「主活著」
和「在花園裏」這兩首惠美想唱的詩歌！

當時，惠美深深體會到神是何等
愛她，連最自己微小的要求，
也滿足了她。在治療的過程
中，惠美每天在往返醫院
的路途上，都反覆聽著
那錄音帶，當中的詩歌
大大安慰了她，讓她進
到了神的懷裡，經歷了神
的恩慈。

抗癌的路不好走，但是，靠
著神，靠著祂的話，靠著聖靈
的充滿，靠著弟兄姊妹們禱告
的力量，惠美終於戰勝了癌
病，走出了死蔭的幽谷。神再
次把她領到青草地，溪水旁，享受人生的麗日藍天。她
滿懷感恩與讚美，因為她知道「主活著」，並且與她同
「在花園裏」。

多年後的今天，惠美以曾經此苦的「過來人」身份，在休
士頓角聲癌症協會裡積極幫忙，攜手與癌患者渡過痛苦、
困惑、驚惶的抗癌之旅。

去年十二月，惠美知道一位姊妹剛被確診患了乳癌，想給
這位姊妹打個電話，跟她傾談，關顧她。當惠美看到這病
者陸國儀姊妹的名字時，依稀覺得名字很是稔熟，但一

靠著神的恩典，廖惠美走過了抗癌之靠著神的恩典，廖惠美走過了抗癌之
路。今日，她以過來人身份，在角聲路。今日，她以過來人身份，在角聲
幫助癌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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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又記不起她是誰。直到她打電話給這位姊妹，傾談之
下，惠美才驚訝地發現，跟她談話的病者，正是當年惠
美反覆聽上不知多少遍的詩歌錄音帶原唱者！惠美既意
外又驚喜，把幾年前自己如何從這錄音帶的詩歌得著幫
助的真實見證，如數家珍地告訴她，陸姊妹也因而得到
鼓勵。

後來，陸姊妹表示，當天其實並不想接聽她的電話，一
方面因患病而心情低落，另一面也不喜歡跟陌生人對
話；但當她聽到那盒錄音帶曾幫助過惠美時，她整個人
便被提起來，精神為之一振。原來，這位在香港教授聲
樂的陸姊妹，每年往來香港與美國之間，這次在美作身
體檢查，發現癌病後，留在休斯頓治病。

因著當年那盒詩歌錄音帶的
關係，惠美和陸姊妹變得更
投契。陸姊妹明白到神在她
身上有祂的計劃，也曉得為
自己患癌而感恩。因為神讓
她接受聲樂訓練，就是要她
以歌聲來服事人，服事神。

現在，角聲癌症關懷網和休
士頓角聲癌症協會正計劃出
版一張詩歌CD集，以音樂和
神的話語，來安慰和鼓勵癌
患者。陸姊妹感受到神的呼
召，樂於為此CD集獻上美妙
的歌聲。

雖然，陸姊妹一直在接受癌
症治療，但仍全心盡力地和角聲同人一起選歌並勤於練
唱。很快很快，這CD就會在錄音室中展開工作；再過不
久就會面世，供有需要者使用。

聖經說：「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羅馬書8:28) 廖惠美和陸姊妹的故事，正正就是
這節經文的一個最佳寫照。從來，神都是最真實的，主
活著，在花園裡，在廖惠美身邊，在陸姊妹身邊，也在
你和我身邊。

林鴻模(左一)把陸國儀(左三)所唱的詩林鴻模(左一)把陸國儀(左三)所唱的詩
歌錄音帶送給廖惠美(左二)，給她帶來歌錄音帶送給廖惠美(左二)，給她帶來
安慰。右一為參與製作新CD的Joyce。安慰。右一為參與製作新CD的Joy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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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月的一天，走進了加拿大角聲分會的辦公室，看見
一群長者，正在圍住幾張桌子合拼成的長桌，把一扎一
扎原本綑得好好的最新《號角月報》拆開來，然後，每
人又把每份報紙打開，再將一
本薄薄的刊物，藏在報紙裡。
心中好生奇怪，他們在做甚麼
呢？

我找著了主編李鄭玉珊，向她
問個究竟。原來，這些長者，
正在幫助《號角》的一個廣告
客戶，把他們的宣傳刊物，插
進《號角》中，隨報發送出
去。這是一種隨報附送宣傳刊
物的廣告方式。對《號角》而
言，就是多了一筆廣告收入。

這些長者一共有十多人，他們
的任務，就是把客戶交來的刊
物，逐一插進《號角》裡去。
那些已附有小書的報紙，又要
再綑扎妥當，再讓義工派送出
去。

我看見這些長者們，個個都做
得很起勁，而且，大家有說有
笑，把一個原本是工場的環
境，變身成一個充滿喜樂的地
方。他們大部份都是來自同一
個教會的長者團契，怪不得大
家彼此諗熟，做起來如此合拍
了。

李鄭玉珊說，要求隨報附贈刊物以作宣傳的，是一個世
界性的基督教機構，專為盲人服務，他們的工作很有

天使一樣的長者
李虹 ...............................................................................

十多位年長的弟兄姊妹，來到角聲辦公室 的弟兄姊妹，來到角聲辦公室 
，為號角插入客戶的廣告刊物，令號角能，為號角插入客戶的廣告刊物，令號角能
有一項廣告收入。有一項廣告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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