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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在 Stella於母腹時，已蒙祂所愛，並以恩慈來保守上她⼀⽣。

Stella享年 64歲，⽣於⾹港，祖籍廣東鶴⼭，她是家中最⼩
的⼥兒，但⾃⼩便養成⾃我反思的習慣，做事有恆⼼，不怕
艱難，努⼒的向著標竿直跑。

Stella初中時信主，以聖經教導為⾃⼰的中⼼。她的⼈⽣不
是⼀帆⾵順，中學畢業後先⼯作、進修、結婚、⼯作、⽣孩
⼦、進修、⼯作。移民後開始在教會參與事奉，開始感到⾃
⼰不⾜，便進神學院學習等等，每⼀個階段都充滿挑戰。

如何平衡家庭、⼯作和事奉常在她腦海中盤旋，做⼈真的不
容易。⽣活加上忙碌⼯作已佔了她所有時間，但 Stella沒有
忘記神，她渴望能真的明⽩神的⼼意，讀經、靈修、歸⼼禱
告，好得每事都不偏離神。

與 Stel la 同⾏差不多 40 年，⽽我每年都有 100 多天不在
家，她給我總是包容和愛。當我不在她⾝旁，家中發⽣的⼀
切事都要她⾃⼰⾯對和承擔。 Stella明⽩⾃⼰的限制，有不
懂的就買書看和在網上尋找資料，整理後再與有經驗的⼈商
談，之後才⼩⼼定出⽅案。在推⾏時還要隨時加以調整，與
同⾏者也常溝通，⼤�家有共同的異象同⼼同⾏。

近兩年因疫情的關係，我們每天都在⼀起，回顧過去，展望
將來，如何應對疫情的挑戰。也在這⼀段輕輕鬆鬆的⽇⼦學
習歸⼼禱告，學習安靜，好得能真的�明⽩神的⼼意。

但好景不常， 2021年 1⽉ 6⽇，她證實是第四期肺癌，帶
給我們⼀家很⼤的震驚，很難接受。我們跪下禱告，求神施
恩，求神醫治，求神不要給 Stella痛和害怕。很快醫⽣便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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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靶藥治療，⾝體得以改善。每當精神較佳， Stella便分享
⼀些短⽂說出⾃⼰內⼼的感受，希望能⿎勵⼤家更親近我們
的主。

在病中，每天讀經祈禱，感到與神更近，不知神何⽇會接回
天家。有時會認為有很多年⽉，神只是以病來提醒我們要盡
⼼盡⼒的跟隨祂，把握機會，把握時間，努⼒的事奉神。在
這⼀年中我們有喜有憂，但我們⼀家還有時間開⼼快樂地�
過。

神對我們真的很好，祂賜給我們⼀個很好的⼥兒，這⼀年她
差不多每天都陪伴 Stella， 陪她談天說地、緬懷過去的時
光，與母親⼀起做蛋糕和研究新菜式，我也可從旁協助，兒
⼦當然是試吃的要員了。

2⽉ Stella的⾝體突然轉壞，晚上睡得不好，⽇間胃⼝也不
好，肺積⽔較前多了很多。我們還抱著希望，希望 Stella還
可以多活兩年，可以等到新⼀代的標靶藥，�或是現在的標靶
藥再加上化療，可是 Stella就是害怕，不太願意。

2 ⽉ 17 ⽇，情況轉壞，只好⽴刻送院，但 18 ⽇早上 5 時
30分，醫院告知不能為�Stella做甚麼治療了，我們驚覺時間
近了， Stella要離我們⽽去的⽇⼦不遠了。 19⽇早上 4時
33分，在我們全家⼈陪伴下靜靜地回天家了。

今天 Stella 雖然在世上與我們分開，但我深信每個信主的
⼈，必得着應許，就是我們擁有同⼀盼望，天家相聚，⼀同
享受神的榮美。

夫　尹諾之

引⾔�

以為踏上歸家路是⼀條輕省的路，卻原來是上帝引領我我展開⼀段屬靈探索，深化認識⾃⼰與祂關係的路程。�

從繁忙到引退�

我⽣於⼀個繁華璀璨的⾹港都會。差不多每個⼈都⽤拼命賺
錢，追求名牌，以成功為⾃⼰裝⾝。我感到與他們有不同，
我初中信主，清楚知道根據聖經教導，這些外在東西是虛
浮，不是永恆，不會永遠擁有；反之，從⼩到⼤，我在粵語
⾧⽚的浸淫下，潛移默化，將勤奮、勤⼒、靠⾃⼰成事的想
法，為⾃⼰建⽴⼀套⼈⽣價值觀、做⼈座右銘，是作為⼀個
『有⽤⼈』的指標。此外，我更努⼒更追求知識學問，使⾃
⼰成為有思想的⼈，所以我思想⽐⼀般同齡的朋輩成熟。
『忙碌⼯作』更使我有存在價值的意義。�

⼆⼗四歲那年，正當我慶幸⾃⼰沒有隨波逐流，像世⼈般盲
⽬追求外在物質，⽽是追求內在的東西⽽感到⾃豪時，忽然
我收到⼀位遠親患上末期肝癌的消息。聽到後，我內⼼⼀
沉，⼼中隱隱作痛，我想哭，卻不知為何⽽哭，故哭不出
來，內⼼很難過；但我知道這情感的出現，並不是出於對他
同情、婉惜，卻似是為⾃⼰哭泣，是因為透過他，將我以為
好的價值觀成為幻滅，原來勤⼒並不能與你終⽼，享受成
果，⽣命是脆弱無⼒，不是⾃⼰能掌控。那位遠親，剛踏上
四⼗歲，擁有博⼠學位，在政府任職司級官員，前途光明，
且有美滿家庭，⼈⽣看來是圓滿，卻敵不過重病纏累，叫我
氣綏。原來⼀切勤奮、勤⼒，那⼀刻對我來說是枉然。�

當晚，我睡不著，很多思緒在我腦海中盤旋，我開始反省⼈
⽣的意義。我問上帝如果我只有四⼗的壽歲，我怎樣活得有
意義？難道勤⼒、勤奮不可帶給我⽣命意義嗎？難道知識學
問不可帶給我⽣命的滿⾜嗎？難道『忙碌⼯作』不可賦予我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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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價值嗎？上帝沉默無語，慢慢我靜下來，檢視⾃⼰的內⼼
世界。�

我當時信上帝已有⼗多年，我感到仍像⼀株青苗，無成⾧。
原來勤⼒、勤奮、知識學問等等⼀切似是正⾯價值觀的背
後，卻是隱藏著我對上帝投不信任票。祂無⾔，令我不知祂
的想法；祂無聲，我聽不到祂說話，我還是要靠⾃⼰成事會
有把握。我勤⼒⼯作，原來始於要在⼈的眼中，我是有價
值、有⽤的⼈，更可以得⼈讚賞；我雖然讀書期間，曾有兩
次留級，但仍努⼒讀書，追求知識，⼼靈深處卻原來是利⽤
知識來遮掩⾃⼰被⼈看不起的內⼼羞愧；我害怕別⼈看不起
我，失去存在價值，原來我是在乎別⼈怎樣看我，多於上帝
怎樣看我。我明⽩了解⾃⼰的真正想法，但未有改變，也許
我仍想為⾃⼰作主多於讓上帝為我作主。上帝，我與你的距
離似近卻是遙遠。�

三⼗歲那年，我已婚四載，並且成為兩位孩⼦的母親。⽣活
加上忙碌⼯作，已佔有我⼀切空間，透不過氣。早上如孔雀
東南⾶，把孩⼦分別送到娘家和夫家照顧，晚上，如百⿃歸
巢。我厭倦這種⽣活，營營役役，失去⼈⽣⽅向，我感到迷
惘，不禁反問⾃⼰：我為何忙碌？⼈⽣終極的意義是甚麼？
對於這個問題，在我腦海中揮之不去。這是我第⼆次坦誠⾯
對⾃⼰：忙碌原來是要向別⼈展現我的存在，我的能⼒。上
帝在我⼼中的位置如何？我⿎起勇氣⾯對真正的答案：原來
上帝在我⼼中是與我距離甚遠的神，沒有情感的維繫，我只
是頭腦上認識祂，對祂的屬性似知⾮知，上帝只要在我有需
要時扶我⼀把就可以了。認清我的本相，我為⾃⼰歎息流
淚，原來我多年以來，從沒有真正認識祂。從那時開始，我
有⼀個念頭：離開⾹港，到⼀個平靜的地⽅，與神重建關
係，不再做「 A」貨信徒。然⽽，往那裡展開新⽣活？我不
知道，⾃出娘胎，我未離開過⾹港。我祈禱求上帝帶領。�

從追求到放⼿�

⼋九年民運，從電視機的畫⾯，看到北京⼿無⼨鐵的⼤學⽣
⼀個⼀個被坦克⾞輾過軟弱⾝驅，悲憤之餘，加速我離開⾹
港的決⼼。往那裡⾛？我不知道，只求問上帝。忽然，溫哥
華這地⽅的名字在我腦海中閃過。她是⼀個怎樣的地⽅，我
全不認識，我⼀⼼他往，⼀⼼與神重⽴關係，其他⼀切，將
來的⽇⼦如何，已不在我考慮之列。申請批准後，預備⼀家
離開⾹港。對在⾹港所擁有的⼀切，我告訴⾃⼰放⼿，並放
下專業⾝段，在加國重新開始新⽣活。�

移居溫哥華，原打算⼀家⼈⼀起⽣活，奈何⽼爺不捨得丈夫
的離開，縱然我不願意，卻想到親情的重要。⼗⼆歲那年，
我⽗親因中⾵突然離世，沒有留下遺⾔，⼀句也沒有。失去
⽗親，是我第⼀次經歷⾄親死亡，對我打擊很⼤，死亡原來
可以在你毫無準備下，隨時來到。⽗親死後兩年，我每晚睡
前祈禱，求上帝在五年後，於和合⽯起⾻灰時⽗親會復活。
我知是不可能會出現，但每個晚上，我仍向著上帝作同⼀的祈
求；雖然最終沒有神蹟出現，卻是我在這五年來，與神最親近
的⽇⼦，慢慢已將祂成為傾訴對象，已將祂藏在⼼裡，縱然我
未深⼊認識祂。�

因著這經歷，我不想丈夫步我後塵，想到為何不趁⽼爺還健
在，讓⽗⼦⼆⼈珍惜相處的⽇⼦呢，免得⼦欲養⽽親不再，
後悔⼀⽣！我放⼿讓丈夫回港，結果我有七年成為太空⼈。
丈夫不在⾝邊的⽇⼦，我獨⼒帶孩⼦。我⾝在加國，無親無
故，誰是我的依靠？只有上帝，這是我真正放下⾃⼰的能
⼒、全⼼全意讓祂導我前⾏，也是信靠祂的開始。我向祂細
訴我的⼼事、難處，向祂哭泣申訴我的孤獨無助。�

每⽇我勤讀聖經，從創世記開始，但讀到利末記時已不明⽩
裡⾯想表達甚麼意思。為了對上帝話語認真的追求，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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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追求到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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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慢慢已將祂成為傾訴對象，已將祂藏在⼼裡，縱然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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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全意讓祂導我前⾏，也是信靠祂的開始。我向祂細
訴我的⼼事、難處，向祂哭泣申訴我的孤獨無助。�

每⽇我勤讀聖經，從創世記開始，但讀到利末記時已不明⽩
裡⾯想表達甚麼意思。為了對上帝話語認真的追求，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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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導本和靈修版聖經，幫助⾃⼰認識上帝，我對祂認識多了
⼀點。教會的事奉，除了讓我有機會擴闊視野外，也開始感
到⾃⼰不再是青苗，慢慢成⾧。教會牧者成為我屬靈導師，
每次與他⾒⾯後，總是要我回家思想週遭的⼈與事，所發⽣
的⼀切，與我有何關連，上帝在那裡，上帝的⼼意⼜如何？
如是者，操練了兩年。我感到上帝與我的距離近了，祂再不
是我頭腦上的上帝，我與祂發⽣了情感的聯繫，祈禱讀經，
不再是履⾏責任，⽽是我在祂裡⾯，祂在我裡⾯；每時每
刻，亦師亦友地與祂無所不談；就是連泊⾞位⼀件⼩事，也
會問上帝那個⾞位好，那個⾞位⽅便接送⽼⼈家上落。驀然
回⾸，這段⽇⼦是我從繁忙中回歸休息的⽇⼦，這段⽇⼦，
是我學會放⼿的⽇⼦。當初決定放⼿讓丈夫回港，以為是成
⼈之美；卻是神的悉⼼安排，除去我的安全感和依靠，讓無
助來帶領我專⼼認識祂，信靠祂的安排，從孤單中經歷祂的
同在。然⽽，屬靈的成⾧，並⾮到此為⽌。�

從塑造到更新�

神學院的⼋年造就，不但擴闊我神學視野，更讓我發現聖經
裡有許多珍藏，上帝話語的寶貴。⽼師對學⽣那份真摯關
懷，祈禱⼩組的坦誠分享，對⼈的恩慈（be�gracious），成
為我⽇後牧會應有的⼼態和態度。�

⼋年牧會的經歷，是⼀段漫⾧屬靈成⾧的路，上帝要剔除我
內⼼對⼈的恐懼，要我學習⾯對⼈的問題。從前在⾹港，我
不參與教會任何事奉。我知道只要你積極出席教會活動，很
快會被邀請參與事奉。那時我對⾃⼰說，有⼈的地⽅，就有
很多⿇煩，為免捲⼊是⾮圈，最好是與⼈保持距離，做君⼦
之交就夠了。上帝在這點上，操練我屬靈品格。既然被呼召
作牧⽺⼈，牧養⼯作⾃然是⽣命關懷，進⼊⼈的⽣命，與⼈
同⾏，豈何對⼈有保留。�

⼀位姊妹因我錯串她的英⽂名字，開始對我有點不滿意，再
加上她對事物反應甚快，⽽我反應慢，漸漸地加深她認為我
無能⼒牧會的偏⾒。每當她在場時，我會感到害怕，感到⽐
不上她，感到⾃⼰無能⼒、失去⾃信。�

有⼀次帶領查經時，因⼤家對經⽂理解不同，發⽣意⾒。翌
⽇，她到處講述這事，令我⼗分難堪，無⼒招架。我雖外表
保持緘默，內⼼卻是驚慌失措和恐懼。我的⼼，我害怕甚
麼？原來⽼問題⼜出來了：⼼裡盤旋著其他會眾怎樣看我，
我的⾃尊盡失，我仍看重⼈怎樣看我多於上帝視我為寶，我
質疑⾃⼰對上帝的呼召和信⼼。�

每早返回教會，祈禱讀詩篇，但總不⼊⼼，知祂是公義的上
帝，卻感受不到祂的保護和同在，但上帝仍然⽤詩篇安慰
我。直⾄有⼀天，我從祂話語中得著安慰，我不再懼怕，我
要⾯對這位姊妹，因耶穌曾在⼗架上向上帝說了句話：「⽗
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不知⾃⼰所作的」。我反覆思量這
話，如果她知道做甚麼，她不會這樣對我，從神學院所學
的 :對⼈要存恩慈的⼼去了那裡。想到神過去對我的包容、寬
恕，想到我任⼰意⽽⾏，想到基督愛我們，為我們受苦，今
⽇我的遭遇，算得甚麼呢！只有愛才可化解恨。我⼼得釋
然，重新接納姊妹，縱然她不會⽤好⾯⼝對我，我仍要愛
她，有⼀天，她會明⽩。我繼續關⼼她的需要，為她祈禱。
離開牧會時，她親⾃向我說對不起過往她對我的惡劣態度。
她不知道在她未說這話前，上帝已醫治我傷了的⼼。我真正
屬靈⽣命開始，是從牧會中打碎⾃⼰，離開牧會前，上帝重
新建⽴我的⽣命，認定我的價值。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仍是基督。以後的屬靈道路怎樣⾏，是順服上帝帶領。�

尹王笑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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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la ⽣於 1958 年 7⽉ 4⽇，是我家四兄弟姊妹中排⾏S最幼。出⽣時體重僅得三磅，因此姑母和母親均不許較
她⼤三歲的哥哥抱她，免他⼀不⼩⼼會⽣意外。誰想到這⼩
妹妹⼀歲多時卻⾧得胖嘟嘟的，夏天的時候母親怕她會⽣熱
痱，便⽤燈芯隔開她那雙胖胖的⼩⼿和⼤腿。

年僅六歲已常常思考⼀個問題：「我是從哪裏來的？」因此
她養成⼀個有思想有⾒地能明辨是⾮的⼥孩。及⾧，有志於
服務社會⼯作，後考進理⼯學院社⼯系。致⼒服務⼈群，對
服務⾧者尤有⼼得，她⾮常明⽩⾧者的需要和感受，臉上常
掛笑容地關⼼和耐⼼地聆聽他們的傾訴。能做到⽼吾⽼以及
⼈之⽼。

回憶往事，點滴在⼼頭。兒時⼀同玩耍，⼀同唱粵曲。她唱
⼦喉如出⾕⿈鶯般的歌聲，⾄今仍歷歷在⽬。過往歲⽉，每
當家中各⼈遇有困難時，無論在經濟上、感情上等，她都會
詳加分析，竭盡所能幫助我們。她成為家中各⼈的守護天
使。不僅對家⼈，對其他有需要幫助的朋友，她都不遺餘⼒
竭盡所能幫助他們。她常說：「賞賜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
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

1993年我們⼀同移居溫哥華，同住在⼀起，她很快便適應
此地⽣活，幸虧有她⾒多識廣，每遇難處都能迎刃⽽解。我
在溫哥華能有⼯作，都是她穿針引線所致，所以我⾮常感激
她的愛⼼關顧，銘感於⼼。她亦是烹飪能⼿，⼀對巧⼿能做
粵菜和西菜外，還能創新菜式，令我們⼤快朵頤。她不但照
顧我們⼝腹之慾，更着重餵養我們靈糧，看重我們靈命的成
⾧。從⽽令我們得蒙拯救歸信主。她更盡⼒向遠在⾹港的家
⼈傳福⾳，常為他們禱告，先後帶領姑母、母親、翁姑、⼤

永遠的懷念��

姊和姨甥信主，得蒙主恩。她亦視姨甥和姪⼥們如同⼦⼥般
愛錫和教導，令他們獲益良多。�

她更以⾝作則努⼒不懈地完成神學學⼠和道學碩⼠學位，為
的是充實⾃⼰對聖經有更深的認識和理解，以裝備⾃⼰作基
督精兵，⼼無旁騖地以廣傳福⾳為⼰任。縱使知道⾃⼰⾎壓
超⾼要⽴刻⼊院，但她仍堅持要完成當天的事⼯才肯⼊院接
受治療。患病期間雖不能如常⼯作，但她仍會為有需要的⼈
代禱，不忘初衷。能做到忠⼼事主、侍母⾄孝、敬重翁姑、
尊重丈夫、愛錫⼦⼥、友愛弟兄姊妹，實是我們的典範。�����

今年 2⽉ 19⽇她在寵愛有加的丈夫和⼀對孝順乖巧的兒⼥
陪伴在側安然回天家。她最喜歡念曹植之贈⽩⾺王彪。「⽞
⿈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處
⼀世，去若朝露晞，倉卒⾻⾁情，能不懷苦⾟ ?」正是我們
兄姐三⼈內⼼的寫照。但⼀念到此刻你已在天家，住在耶和
華殿中得享永恆的快樂。有⼀天我們終能在天家相聚，⼼中
便釋懷了。阿笑，我們會永遠懷念您，您仍活在我們⼼坎
裏。�

王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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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遠的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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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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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年�1�⽉�7�⽇，噩耗傳來， Pastor�Stella�告訴我，她2患上肺癌，⽽且懷疑擴散了。我的第⼀個反應是震
驚。正如� Stella� 坦然地表達⾃⼰的感受：「刺穿我⼼的報
告——它是何等的冷漠、直接了當落⼊我⼼腸和肺腑。」�

我和�Stella�於�2008�年認識，從此便成為朝聖路上的摯友，⼀
同訴苦、彼此⿎勵、互相分擔、在禱告裡同流淚、同感恩。
她是我和太太的屬靈友伴。�

Stella� 是個觀⼈於微、樂觀、有正義感的⼈；她對⽣命有深
刻的反思、⾯對叫⼈⼼驚的癌症⽽處之泰然的⼼境，都叫我
由衷敬佩；更觸動我⼼深處的是她對上帝的信⼼，她⾯對惡
疾卻仍然持守「我⼼尊主為⼤，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
這是上帝給她的安慰。她對上帝只有⼀顆單純的⼼：「我⼀
⽣的追求，是與上帝有更深的關係，明⽩祂的⼼意，不求外
間的知識和成功，因為我知道果效是上帝所做。我要追求是
屬靈的明辨⼒。」�

Stella� 是個重情的⼈，她知道我為她的病情擔憂，她反過來
安慰摯友：「在事奉當中能有這份屬靈的友誼，是很難能可
貴的。我也感恩有你和�Grace�與我同⾏。回想昔⽇在同⼀教
會事奉的⽇⼦，是很開⼼的。⼀直以來，我也希望能與你在
同⼀教會事奉。雖然會遇到很多⾵⾵⾬⾬，但也為你祈禱，
求主賜你有剛強壯膽的⼼，有屬靈的分辨能⼒，繼續堅持上
帝所託付的使命。」�

Stella� 也是個⼗分積極推動普世宣教、關⼼靈魂得救的牧
者。在本地、⼩城、海外都留下佳美的腳蹤。�

列治⽂華⼈播道會�� 列治⽂華⼈播道會��

Stella�⼀⽣⾒證著：�

「⽣命」不是⽤⾧短來衡量，只要活得燦爛、活得真誠、與
主同⾏、留下榜樣。�

「死亡」不是⼈⽣的句號，卻叫⼈更多珍惜、感恩上帝所賜
的⼀切。�

「友情」在⽣命與死亡之間，成了其中⼀點最值得擁有、照
耀著⼈間的燭光。�

Pastor��Stella，我懷念妳！�

您的摯友�
⽅展啟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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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morial Note of  Pastor Stella  

astor Stella joined our church as a pastor on April 17, 2008 and Pconcluded her service in April 2016 ministering to our Chinese 

congregation. Being a Pastor under the Chief Shepherd Jesus Christ 

was a fulfillment of her call to God. During this time, she spoke the 

Words, shepherded the congregants and set a good example of 

disciple in Christ. 

She fought the cancer battle in the past one year with great courage 

and determination despite the chemotherapy had caused nausea, 

vomiting, fatigue and physical weakness. She shared in her regular 

journal to brothers and sisters how she had been comforted by the 

Lord with the verses from the Bible and the experiences of the 

apostles and Christ himself. Her short stories included at the end of the 

journal were always insightful and conveyed a message of humour as 

well as challenging the readers to trust and obey with hope from 

Above. Her steadfast focus in Christ during the treatment time is so 

comforting to readers!  

Our church members had been praying earnestly for the Lord's hands 

to lay on her for recovery and it was heart-breaking to learn of the 

news she rested with the Lord. We are encouraged that she had 

finished the ministries entrusted to her by the Chief Shepherd 

faithfully and with great faith. 

Pastor Stella will be missed from our congregants and we look 

forward to be with her again in Heaven. 

Kenneth Tsang 

Chair of Church Board 

Richmond Chinese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列治⽂華⼈播道會��

傷、不捨、懷念……百般滋味在⼼頭。當回想過去哀多年與 Pastor�Stella相遇、相聚、相交的多個年頭，
她因著所愛的弟兄姊妹開⼼、扎⼼、歡笑、流淚⼀⼀湧上⼼
頭。從⼆零零⼋年⾄⼆零⼀六年， Pastor� Stella在教會熱⼼
牧養，建⽴婦⼥事⼯；她對弟兄姊妹衷⼼的關懷，陪伴他們
渡過⼈⽣不同階段。 Pastor� Stella領受神的呼喚，在離開教
會牧者職位後，繼續在中信⼩城宣教的事⼯上事奉；但她仍
然以會友的⾝份留在教會服侍。教會在⼆零⼀九年成⽴中⽂
堂堂委後，她⼼感弟兄姊妹在學習神的話語上的需要，毅然
出任基教部部⾧⼀職，與中⽂堂各部⾨互相配合，定下了教
會「帶領⾨徒、建⽴⾨徒、佈道傳道」的⽅向。在 Pastor�
Stella患病之後，她仍然樂觀⾯對；在病榻中依然關⼼慰問
其他患病的弟兄姊妹，神仍然重⽤ Pastor� Stella在地上的每
⼀天，為我們帶來祝福。�

對基督徒⽽⾔，死亡是與逝者短暫的分離，雖是痛苦和惆
悵，亦會帶來傷感，但是我們深信我們與 Pastor� Stella的愛
與關係並沒有終結，亦會延續⾄我們在天家再相聚。�

陳國衡��
中⽂堂堂委會主席�

列治⽂華⼈播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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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念�Pastor�Stella

astor� Stella對上帝單純、專⼀的信⼼和她對肢體無私P的愛⼼有如⼀份⾹氣先感染著教會的弟兄姊妹，及⾄⼩
城、鄉鎮和海外⼈羣的萬千⽣命。

2021年 1⽉她被確診患上末期肺癌。她形容這是⼀份「刺
穿她⼼的報告」。她在 1⽉份分享她向上帝的呼求展開了抗
癌爭戰的序幕。她說：「神啊，救我。祢是我的避難所，是
我的投靠。我禱告，我呼求，我回轉，我投靠祢，我要專⼼
仰望祢。」

Pastor� Stella是⼀個英勇的屬靈戰⼠。她在重病中持守著：
「我⼼尊主為⼤，我靈以神我的救主為樂。」她告訴我們神
回應給她的醫治良⽅是「喜樂的⼼」�。她堅定的宣告癌病不
能奪去她與上帝的關係，反之，她更能體會上帝的⼼意，在
軟弱破碎中作代禱⼈。

Pastor�Stella,�妳已經打勝了⼀場美好的仗。妳在疾病和死亡
⾯前展現出妳對上帝的忠⼼、信⼼和順服，同時妳成為我們
眾⼈的佳美榜樣。期待我們在天家歡聚。

主內
Diana�Chan

列治⽂華⼈播道會��

分離確實很痛，過往與 Pastor�Stella�共處及⼀起服侍這的⽇⼦歷歷在⽬，怎能忘記呢？她的笑容，永遠在我
⼼中，這年間， Pastor� Stella雖然病倒了，但仍不遺餘⼒推
動⼩城兒童宣教栽培事⼯，她帶領我，⿎勵我進⼊新⼯場服
侍，不但擴闊我宣教視野，更讓我經歷神⼤能的作為。�

Pastor�Stella,�妳是我屬靈導師、⽣命教練，在妳⾝上我⾒到
主耶穌的溫柔、謙卑，更活出真、善、美的⼈⽣。妳已歸回
安息，享受上好福份，就像瑪利亞⼀樣坐在主耶穌的腳下，
看著祂，永永遠遠與妳同在！��

Miranda�Sin�

astor� Stella是我的好牧者，令我敬佩的事情：在疫情P中仍與 Otto出隊探訪⼩城朋友，在患病中當有點精神
也慰問⼩城朋友和輔導需要安慰的家庭。她安排好⼩城核⼼
成員，培訓⼩城探訪的接棒⼈。她愛⼩城朋友的⼼是我欣賞
和學習的。在教會中她很關⼼主內弟兄姊妹，她會寄出很美
麗的慰問咭給患病的。在我⽣命中：她很細⼼送上護⼿霜，
她的⾏動是默默地背後⽀持你，她會為你的需要祈禱。�

永遠懷念 Pastor�Stella。�

Colina�Lu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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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內
Diana�Chan

列治⽂華⼈播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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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randa�S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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麗的慰問咭給患病的。在我⽣命中：她很細⼼送上護⼿霜，
她的⾏動是默默地背後⽀持你，她會為你的需要祈禱。�

永遠懷念 Pastor�Stella。�

Colina�Lui�



16 17

親密同⼯�

玲對我說：「我多年來的⼼願，就是奉獻傳道。」她笑的分享，使我對這個新來賓家庭，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笑玲進⼊神學院進修前，努⼒地在教會中，學習服事
主，九五年開始擔任青年團契導師、主⽇學⽼師，⼜參與兒
童⼯作，在基督少年軍中服事，並在教會差傳部中擔任部
員；此外，探訪⼯作和宣教⼯作，都留下了她殷勤服事的蹤
跡。她很關⼼弟兄姊妹，暗中幫助了很多在經濟上有需要的
肢體，在為她奔⾛的同時，我得著很⼤的⿎勵，也從她的愛
⼼中，學習肢體彼此相顧的功課，我為每⼀項收⽀，作了詳
細的記錄，向她清楚交代所託辦的事。但最重要的，是每⼀
項收⽀，都已經記在神的賬上，主必記念。�

笑玲的⼀⽣，散發著光芒，不但照亮⼈的路程，也溫暖了⼈
的⼼，和她⼀起事奉，⼼中充滿喜樂，在我內⼼的深處，她
永遠是我的親密同⼯。��

⿈李慧梅�

溫哥華華⼈播道會��

記念我所親愛的�Stella�姊妹�

憶與姊妹相聚的時間，她的離別真的帶給我很多傷感回和不捨。�

教會裡，是她帶我學習在會友部事奉。社區中，她是我的好
鄰居。她在鄰舍中開設查經班；祈願我們更親近神、更愛
神。這份對神，對⼈的認真態度，令我很難忘記。�

她陪我去過很多探訪。⾯對疾病的煎熬，她往往幫助病⼈找
到可以感恩的地⽅。⿎勵病⼈看到神的恩典與終極的盼望。�

很多事情，對我來說，好像毫無出路，但她始終要指導我怎
樣倚靠神，從神那裏找出路。她是我的屬靈⽣命良師，更是
督促我⽣命繼續⾧進的益友。盼望她留下的愛、真誠與忠⼼
都能影響我們每⼀個⼈。�

永遠懷念妳的姊妹�
Temmy�Ng�

溫哥華華⼈播道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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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尹王笑玲傳道��

溫柔體貼⼈和善　為⼈節儉不奢華�
相夫教⼦樂不倦　養兒育⼥好媽媽��

助⼈不倦得尊敬　喜傳福⾳樂跋涉�
勤去⼩城揚真道　愛主愛⼈⽢捨⼰��

遭遇困境仰望神　病中堅忍信靠主�
笑著離世到主懷　期盼他⽇天家聚�

Pastor�Amelia�Lai�
BCEFC

本⽴⽐華⼈播道會��

tella�是我很親愛的主內姊妹，是主賜給我們的天使，她S是⽤⽣命為我們作美好的⾒証。近年我姊姊病了，她很
關⼼，經常問候，甚⾄她⾃⼰病了，也不忘在電話中為我姊
姊禱告，⿎勵她。 Stella是永遠看別⼈⽐⾃⼰重要，去年郭
⽂池牧師夫婦來溫哥華，因為郭師母為 Stella代禱，疫情中
她仍拖著被病折磨得很疲累的⾝軀來教會參加崇拜，為要親
⾃多謝師母，還做了點⼼。種種點滴在⼼頭，令我對這位好
姊妹：主的⼜善良、⼜忠⼼的僕⼈、⽣命的戰⼠，除了懷
念，更多的是敬佩！

Ada�Fok�

溫哥華華⼈播道會��

加拿⼤中信全體董事及同⼯致尹王笑玲傳道的信

親愛的 Pastor�Stella：��

中信眾董事及同⼯對妳的離開，有著萬般的不捨及懷念。

妳雖嬌⼩玲瓏，說話溫柔，但卻負起海外及⼩城宣教事⼯的
領導責任。因妳清楚體會「傳福⾳、報喜信的⼈、他們的腳
蹤何等佳美」，不但⾃⼰成為傳喜信的⼈，更希望能⿎勵更
多的⼈像妳⼀樣，踏出安舒區並留下佳美的腳蹤。妳更常
說，⼤使命不單只是向⼈傳福⾳，也要領⼈作主⾨徒。因
此，妳⾝體⼒⾏地花時間與信徒個別傾談，像使徒保羅⼀
樣，栽培及教導妳的提摩太，使他們發揮恩賜，勇敢承擔主
的託付。�

妳對神堅定的信⼼、對宣教事⼯清晰的理念、充滿洞⾒和智
慧的策劃，實在是⼀個僕⼈領袖的好榜樣。在妳的帶領下，
⼩城隊員們會定期⼀起禱告及靈修分享，在主內彼此勉勵。
探訪⼩城時不單與未信朋友分享⾒證及福⾳，並與⼩城信徒
查經及為⼩孩⼦舉⾏網上主⽇學。妳也不忘舉辦訓練課程，
裝備信徒。這樣精⼼細緻的安排，使我們看到妳在宣教事⼯
上的盡⼼盡⼒。��

妳對⼈充滿關懷及愛⼼，因為妳知道聖經的教導：「我們愛
⼈，不要只在⾔語和⾆頭上，總要在⾏動和真誠上表現出
來。」也落實地遵⾏。因此，作妳的實習⽣很有福，妳總是
以他們的需要和⾝⼼靈健康為優先，不會指派過量的⼯作，
因妳更著重栽培他們的屬靈素質。作為妳的同事也很有福，

加拿⼤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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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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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年過節妳會為每個⼈準備精緻⼩禮物，以愛把同⼯們連繫
在⼀起。

在患病期間，妳坦誠與我們分享妳的掙扎和⼼路歷程，勇敢
地將⾃⼰軟弱的⼀⾯擺在⼈前，但同時妳對神全然的順服及
依靠，使我們在妳的⾝上更看⾒神的能⼒遠遠⼤過病患的威
嚇。每當妳狀態好⼀點時，妳就打電話關⼼⾝邊患病和有需
要的同⼯。妳也著緊參與中信服事，不願同事因要兼顧妳的
事⼯⽽過勞。�

在妳最後的⽇⼦裏，⾁體的軟弱無阻妳對宣教的熱情，多次
與中信基⾦會商討為⼩城及海外宣教事⼯設⽴永久基⾦，希
望能夠⽀持牧者短期駐守⼩城傳道，以及為⾸次出⼯場的宣
教⼠提供經濟補助；加上妳希望挑旺信徒的宣教⼼，我們會
在這兩⽅⾯繼續探討和努⼒。�

Pastor�Stella，多謝妳在中信這些年來的服事。感謝妳對同
⼯的細⼼和關懷，我們會永遠懷念妳 !��

主內�
加拿⼤中信全體董事及同⼯謹上�

加拿⼤中信

帶着微笑的勇⼠�

tella� 於 2016年 8⽉加⼊中信，負責推廣中信的⼩城宣S教發展。當時，我亦是剛剛上任中信總幹事⼀職。
Stella� 給我第⼀個印象，是⼀位⼯作認真，勇於嘗試的同
⼯。憑著神給她⼀份宣教的託付，她就毅然離開多年教會牧
養的事奉，到中信全時間，推動⼩城宣教。其後更接受新的
挑戰，兼負海外宣教的統籌⼯作。�

重新建構中信的宣教事⼯，雖然困難重重，但她從來沒有氣
餒。反之，她更努⼒進修⾃學，組織祈禱會，聯絡各地教會
及資深牧者，開創宣教新出路。每次她跑進我辦公室，分享
⼤⼤⼩⼩難題之後，她⾯上經常帶著微笑，滿懷信⼼地離
去。�

憑着對神的信靠，加上她堅毅樂觀的個性，我們摰愛的
Stella�同⼯，真是⼀位帶着微笑的勇⼠。�

Thomas�Tam�

加拿⼤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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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君基督⼼為⼼�
笑容可掬⼈可敬�

玲瓏剔透屬靈事�

安歇歸回主懷中�

息息相通相護愛�

主賜⽣命散芬芳�

懷搋保抱愛不息�

中信國際差會敬輓�
協調主任施麗輝書�
2022年 2⽉ 19⽇

中信國際差會

為 Pastor�Stella�

恩能與尹王笑玲傳道⼀起在中南美洲地區⼩組服事，感⾒證著她從認識⼯場、與前線宣教⼠配搭及與各地中
信協調等；及⾄熟稔後，更欣賞她滿有喜樂的⼼：遇到挑戰
時她從不氣餒，以喜樂的⼼⾯對（包括她的癌病）、以堅忍
的態度向每個難關說「不」，⽤信⼼和禱告緊緊抓住神的應
許，活出美好的⽣命。今痛失寶貴同⼯，求主激勵我們學效
她，如同她效法基督，同⼼完成使命。�

美國中信敬輓
海外差傳部部⾧⿈宇奇傳道

⽬中的� Stella：坦誠、關⼼⼈、樂意為⼈多⾛⼀⾥⼼路。這些印象是從她承擔中信海外宣教後，有機會
聯繫交往，並 2019年到溫哥華開會時，得她細⼼接待照顧
⽽得的。當然，還有她⼀年前患病後，⼀直在WhatsApp與
她分享和禱告，更看到她的「真」！懷念主忠⼼的僕⼈。感
恩她今天已完成⼯作與學習，畢業了！回到她所愛的上主的
懷中，領獎了！�

劉雅璧
⾹港中信

美國中信

⾹港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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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1 年 1⽉ 12⽇傳來晴天霹靂的消息：你可能罹患肺2癌，並已經擴散⾄淋巴和⾻頭。我們聞癌⾊變，膽顫⼼
跳。你卻勇者無懼，靠主剛強接受治療。眾⼈迫切代求：願主
帶領 Biopsy順利進⾏，更為你制定最適合的醫療⽅案。求主
醫治祢的使⼥，使她的⾝體和靈魂都興盛。之後⾺不停蹄的化
療、電療、標靶，在⽕般的試煉中你仍然⼼系天國，渴望為主
作⾒證；你珍惜跟家⼈相聚，在病痛中堅持讀經、禱告、默
想。你分享靈修⼼得，常出⼈意表爆出幽默的笑話，逗得我們
莞爾⼀笑。遭逢⼈⽣劇變，你⾯不改⾊，談笑⾵⽣，不折不扣
的⽣命⾾⼠。⼀直到你榮陞天家，癌症都無法把你擊垮！死亡
別狂傲！在榮耀中你的⾝體和靈魂已蒙百分百治愈。願你安
息，天家再⾒！永在懷念中！

溫⽻明牧師
新加坡中信總幹事

新加坡中信

悼念神的忠僕 Pastor�Stella

回想初識於五年前線上會議
最後⾒是您開⾞送我去機場
謝謝您坦誠分享患病的⼼聲
軟弱中靠主得信⼼剛強喜樂
病痛中仍⼼系天國傳揚福⾳
懷念您真誠仁愛謙卑的⽣命�
難忘您殷勤熱忱忠誠的服事
與您暫別雖有滿懷不捨難過�
天⽗家再相聚是我們的盼望
願主親⾃安慰家屬同⼯⽺群�
願主愛擁抱愛您和您愛的⼈
願我們效法您如同您效法主�

葉淑芳傳道�
⾺來西亞中信總幹事

⾺來西亞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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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念忠⼼使⼥尹王笑玲傳道�

識她不算太⾧時間，但已感受到那份濃厚「⾛出認去」宣教味道，她那股熱熾的宣教⼼不因她⾝體受
癌病纏繞⽽中斷，反之鍥⽽不捨的完成神在她⾝上的召命，
患病後期⼀次邀請我和師母在她家中及⼀次在視頻中商討本
地及海外宣教⼯作。從她患病時定期分享她的⼼路歷程，她
怕打針和每星期都要抽兩次肺積⽔都帶來不適，但卻仍充滿
感恩和對神的順服，她的屬靈⽣命是擲地有聲！感謝神與她
同⼯是我的福份！�

⿈學富牧師�

愛的 � 姊妹，真捨不得妳 � ，妳是好妻⼦、好媽親媽、好牧者、傳好信息福⾳的領導、好隊友、充滿幽
默帶來歡笑的，妳在每⼀個⾓⾊每⼀項成績都是 straight�
A。神預備了榮美的冠�冕�要戴在妳的頭上。今天妳已經完
成神所託負妳的，坐早班⾞去樂園；我們仍需努⼒侍主完成
⼯作，也要坐下班⾞在天家再相�⾒�。�

James�&�Cecilia

⼩城探訪隊

e had the honor of meeting Pastor Stella on a short-term Wmission trip she made to Costa Rica in 2019 together with 

CCM Canada’s brothers and sisters. During her visit she taught, 

preached, and visited different peop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shared the gospel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d to serve alongside her, 

we saw her genuine interest in each person she met; she wanted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each one of them, get to know them, and 

simply love them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We learned from her that 

sharing the gospel is more than preaching, but it is about our earnest 

care for others. Also, by the end of 2019, we saw her in Vancouver. She 

hosted us greatly and we saw her hard-working, yet joyful character; 

we were warmed and inspired by her faithful and diligent work in her 

minist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er as a passionate servant and a 

loving sister. Even though the times we physically crossed paths were 

few, her impact in our lives, our church, and our community was big 

and memorable. We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e see her again.  

Rev. Sit

CCM Costa Rica

哥斯達黎加中信



26 27

懷念忠⼼使⼥尹王笑玲傳道�

識她不算太⾧時間，但已感受到那份濃厚「⾛出認去」宣教味道，她那股熱熾的宣教⼼不因她⾝體受
癌病纏繞⽽中斷，反之鍥⽽不捨的完成神在她⾝上的召命，
患病後期⼀次邀請我和師母在她家中及⼀次在視頻中商討本
地及海外宣教⼯作。從她患病時定期分享她的⼼路歷程，她
怕打針和每星期都要抽兩次肺積⽔都帶來不適，但卻仍充滿
感恩和對神的順服，她的屬靈⽣命是擲地有聲！感謝神與她
同⼯是我的福份！�

⿈學富牧師�

愛的 � 姊妹，真捨不得妳 � ，妳是好妻⼦、好媽親媽、好牧者、傳好信息福⾳的領導、好隊友、充滿幽
默帶來歡笑的，妳在每⼀個⾓⾊每⼀項成績都是 straight�
A。神預備了榮美的冠�冕�要戴在妳的頭上。今天妳已經完
成神所託負妳的，坐早班⾞去樂園；我們仍需努⼒侍主完成
⼯作，也要坐下班⾞在天家再相�⾒�。�

James�&�Cecilia

⼩城探訪隊

e had the honor of meeting Pastor Stella on a short-term Wmission trip she made to Costa Rica in 2019 together with 

CCM Canada’s brothers and sisters. During her visit she taught, 

preached, and visited different peopl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and 

shared the gospel with them. As we continued to serve alongside her, 

we saw her genuine interest in each person she met; she wanted to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each one of them, get to know them, and 

simply love them with the love of Christ. We learned from her that 

sharing the gospel is more than preaching, but it is about our earnest 

care for others. Also, by the end of 2019, we saw her in Vancouver. She 

hosted us greatly and we saw her hard-working, yet joyful character; 

we were warmed and inspired by her faithful and diligent work in her 

ministry. We will always remember her as a passionate servant and a 

loving sister. Even though the times we physically crossed paths were 

few, her impact in our lives, our church, and our community was big 

and memorable. We look forward to the day we see her again.  

Rev. Sit

CCM Costa Rica

哥斯達黎加中信



28 29

識 Stella� 於 23年前的英國短宣之旅。我們的領隊是認李紹光牧師，短宣回來後⼤家不願解散，就經常在
李牧師家相聚。神的計劃奇妙，我們當中四⼈先後回應神的
呼召，獻⾝踏⼊全時間事奉！�

我⾃⼰踏上了宣教之路，⽽ Stella�則在�Regent�College�進修
後開始牧會。每次我放假回來 Vancouver,� 我倆⼀定會⾒⾯
分享事奉體驗，彼此提醒、互相「打氣」 !� �多次她還有愛⼼
的奉獻給我，說是為我⽣活上的需⽤�（她怕我太慳儉！）。�

我們之間最珍貴是彼此坦誠相交，事奉路上不會總是順暢，
兩⼈能敞開⼼扉訴訴苦，彼此勉勵⽀持，實在是難能可貴！
我在她⾝上看到的，是⼀個以純淨⼼態去事奉神、真摯愛⼼
去服侍⼈的神的僕⼈！她那種虛⼰惟主的⽣命是我繼續前⾏
的榜樣！�

Winnie�Ting�（丁建玲）

摯友

Pastor�Stella,��

某天，我們縱然相識於偶然，那有異象，有堅持，專主為⼤
的你，充滿魅⼒地吸引著我。「⾨徒訓練與宣教息息相關，
和牧靈與品格塑造的理念」，使我們在主裡相交，不其然的
憧憬著⼀起退修尋求神說：「我們相約在明年！」。那知，
在你抗癌和在我讀神學時，彼此扶持，分享⼼靈的掙扎，及
憂怒哀樂的⽇⼦，却促成了⼀段與你⼀同靠恩得堅固的情
誼。回望中，⽐失落了的「約會」更形可貴。你的關愛、勸
勉、和樂於共融；⼜你在無奈的制肘中，調整視野，活出精
彩；都在我⼼坎裡奏起⼀段段扣⼈⼼弦的美妙的樂章。難以
忘懷！�

謝謝你 !�

Sylvia

⼩城探訪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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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Stella�的信�

H i��Stella,�

你好嗎？我相信你回歸天家之後，⼀定安享著無⽐的福樂！�

我們在地上掛念著你！雖然你叫我們不要哭，但時不時看到
與你有關的東西，都會有些感觸。我想這是⼈之常情吧。�

回想起我們相識、相交、相知� 38� 年，已超過四分⼀世紀，
何等珍貴！當中有數不盡的歡樂⽇⼦。我很榮幸能⾒證過你
的求學、結婚、⽣孩⼦、移民、成為傳道⼈、乃⾄⽣命的最
後⼀程等重要⼈⽣階段。這⼀⽣，你遇過不少艱難及受考驗
的時刻，但你都能迎上前去，⼀⼀解決。你的持久⼒及勇氣
真令⼈敬佩！�

你對神及⼈的愛，不斷地流露在你待⼈接物中。對有需要的
⼈，你能給予親切溫婉的安慰及⽀持；對你認識的及⾝邊的
⼈，你常常⽤不同的⽅式，例如：禮物、⼼意咭、親⾝探望
等，來表達關懷；對不合理或不公義的事，你會勇敢地據理
⼒爭；對神的侍奉，你更是竭盡所能去承擔及順服，乃⾄以
你的⽣命作⾒證。�

我為你這⼀⽣的成就⽽感到驕傲！�

離別總有不捨之情，但願我們此⽣暫別，將來必有緣重聚！�

你的⽼同學�

Ophe�
2022年 3⽉ 12⽇

摯友摯友

悼我敬愛的尹王笑玲傳道�

識 Stella�廿多年，當時她是我教會的兒童牧者，她不認單悉⼼牧養我的⼥兒，也牧養了我們⼀羣孩⼦的母
親，在她事奉我會離開以後⼗餘年也沒有間斷與我們⼀起查
經，那份⾄深的情誼就在我們⼀起⾛過⼈⽣⾼低，⼀起在主
前查經、禱告中穩固地建⽴。我們兩個名字⼀樣，都叫
Stella，但性格是南轅北轍，我是急燥⽕爆；她都報以溫柔
甜美的聲⾳，耐⼼聆聽、給予樂觀積極、幽默抵死的回應，
叫我們⼀羣姊妹跟她查經，每能傾⼼吐意，⾔無不盡，少有
悶場，查經時間的分享、討論問題往往談⾄夜深；她更深愛
著我們的家庭，姊妹家中有困難，她領我們⼀同懇切禱告，
直⾄⼀切都可以卸下交給神。 Stella� 我深信你在神家必得⼤
獎賞，上⾯間屋⼀定⼤得厲害，為妳感恩，為你驕傲！�

基督教主愛堂Stella�Ko��
2022年 2⽉ 28�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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忘不了！忘不了！妳的諄諄教誨，妳的傾聽同感，妳的⽣命
真實；妳沒有隱瞞因病痛難熬⽽向神的傾⼼吐意，就如詩篇
詩⼈活在我們當中…�…

忘不了啊！�

這就是神所愛牧者的⼼腸，耶穌在妳的⾝上被彰顯被榮耀的
美善……�

感謝神應許，今天的告別是等候相逢的開始��

親愛的 Stella，我的導師、姊妹、基督裡的家⼈，如今妳已
被天⽗抱在懷裡，妳已跑完當跑的路，妳已盡了當盡的責
任，妳已得了當得的獎賞，妳已得安息。�

以⾺內利！�

峻梅 Janet�等候相逢的那⼀天

摯友

告別與相逢�

愛的 Stella，真的要告別了，千⾔萬語卻無法道盡我親要說的話，無法形容我⼼中的感受

願把⼼思意念交予那隨時隨地垂聽禱告的天⽗：我要感謝讚
美祢讓我認識了這位亦師亦友的屬祢的忠⼼僕⼈，這份恩
情、誼情我會永遠銘記在⼼，過去幾年的時間，祢讓我們成
為靈友，同學、同路⼈……�

親愛的 Stella：�

忘不了 !那些每天彼此問安的⽇⼦；妳對我發出「可否作我
的屬靈導師」的邀請⾺上以愛回應「好啊！我們就是同路⼈
啦！⼀起繼續同⾛恩典之路吧！」

忘不了！妳常常以溫暖親切的⽂字或電話帶給我的肯定與⿎
勵；�

忘不了！妳認真仔細檢查我的神學作業，切切地為我禱告；

忘不了！妳以⾝體⼒⾏來活出那份從天⽽來的愛，妳每⼀份
精⼼預備的⼩禮物總是承載著許多⽤⼼和體貼；�

忘不了！那些看似偶爾不經意卻滿有安慰的詢問：「 Janet,��
不經不覺你已全職事奉了 2個多⽉了，⼀切適應嗎？與上帝
的關係仍否緊密呢？珍重」�

忘不了！那個特別的⽇⼦，我們為妳慶賀⽣⽇的珍貴時光，
我們在妳⾯前載歌載舞、歡聲笑語；�

忘不了！妳的笑容那麼美，那麽滿⾜…�…

摯友



32 33

忘不了！忘不了！妳的諄諄教誨，妳的傾聽同感，妳的⽣命
真實；妳沒有隱瞞因病痛難熬⽽向神的傾⼼吐意，就如詩篇
詩⼈活在我們當中…�…

忘不了啊！�

這就是神所愛牧者的⼼腸，耶穌在妳的⾝上被彰顯被榮耀的
美善……�

感謝神應許，今天的告別是等候相逢的開始��

親愛的 Stella，我的導師、姊妹、基督裡的家⼈，如今妳已
被天⽗抱在懷裡，妳已跑完當跑的路，妳已盡了當盡的責
任，妳已得了當得的獎賞，妳已得安息。�

以⾺內利！�

峻梅 Janet�等候相逢的那⼀天

摯友

告別與相逢�

愛的 Stella，真的要告別了，千⾔萬語卻無法道盡我親要說的話，無法形容我⼼中的感受

願把⼼思意念交予那隨時隨地垂聽禱告的天⽗：我要感謝讚
美祢讓我認識了這位亦師亦友的屬祢的忠⼼僕⼈，這份恩
情、誼情我會永遠銘記在⼼，過去幾年的時間，祢讓我們成
為靈友，同學、同路⼈……�

親愛的 Stella：�

忘不了 !那些每天彼此問安的⽇⼦；妳對我發出「可否作我
的屬靈導師」的邀請⾺上以愛回應「好啊！我們就是同路⼈
啦！⼀起繼續同⾛恩典之路吧！」

忘不了！妳常常以溫暖親切的⽂字或電話帶給我的肯定與⿎
勵；�

忘不了！妳認真仔細檢查我的神學作業，切切地為我禱告；

忘不了！妳以⾝體⼒⾏來活出那份從天⽽來的愛，妳每⼀份
精⼼預備的⼩禮物總是承載著許多⽤⼼和體貼；�

忘不了！那些看似偶爾不經意卻滿有安慰的詢問：「 Janet,��
不經不覺你已全職事奉了 2個多⽉了，⼀切適應嗎？與上帝
的關係仍否緊密呢？珍重」�

忘不了！那個特別的⽇⼦，我們為妳慶賀⽣⽇的珍貴時光，
我們在妳⾯前載歌載舞、歡聲笑語；�

忘不了！妳的笑容那麼美，那麽滿⾜…�…

摯友



34 35

astor� Stella是我的導師、牧者和良友。她平易近⼈，P滿有愛⼼、忠⼼事主。我被她的宣教⼼志和⽣命故事所
感染。感謝神賜我這位恩師！�

Tiffany�Tam

懷念 Pastor�Stella�

astor� Stella，感謝妳對我的關懷及愛，令我感動很溫P暖，也成為我軟弱無⼒時的幫助。⼼裏實在不捨得妳的
離開，但我深信妳在世時付出的愛是沒有⽩費的，因這愛已
在各⼈的⼼裏動⼯，這愛的⽕是會繼續燃燒下去的。永遠懷
念妳！�

Winnie�Lam

王家有⼥⾾志強�

笑臉助⼈好⼼腸�
玲瓏聰慧宣教⼼�
⼩川⼤⼭越邊疆�
城鎮路上尋迷⽺�
宣揚基督傳救恩�
教會⿑集趕⽲場�

Venita�Yuen�

加拿⼤中信同⼯

思念

念與您經歷的⽇⼦，有喜有悲，思念您的柔和謙卑。思不能忘記您對我及別⼈的關愛，欣賞您的勤奮努⼒與
幹勁，在患病中，仍然對主⽮志不渝。感恩有您同⾏，永遠
懷念您 !

何鳳鳴�Dorothy�Ho�
事⼯統籌 (⼩城及海外宣教 )

astor� Stella在病患中仍藉「上帝的幽默」⿎勵同⼯。P每逢節⽇，她都很細⼼地為同⼯預備禮物，令我感到⾮
常窩⼼。她燦爛的笑容將永遠留在我⼼中。�

Marisa�Lee

加拿⼤中信同⼯

Pastor�Stella,�

You�have�led�me�to�spread�the�gospel�to�BC�Small�Town.��I�have�
realized�it�is�not�an�easy�task�at�all.��I�can�see�the�patience,�time�
and�love�that�you,�Otto�and�your�team�have�put�in�this�mission�
work.��I�remember�that�all�the�little�gifts�that�you�have�given�us�on�
Christmas�and�Chinese�New�Year.��These�gifts�showed�your�love�
to�CCM�staffs�and�people�that�you�know.��We�will�remember�your�
smile�always!��

Patrick�P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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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tor� Stella� 的那種愛主渴慕為主擺上的事奉熱情打動P了無數⼈的⼼，那種樂意付出的宣教熱情也影響了很多
⼈願意跟隨她，同⼼事奉，并且願意接續她作主⼯永不停
息。�

Yan�Qiao�

加拿⼤中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