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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knew our dear sister Wanda and brother YM for 50+ years, together with them in 

small group home meetings in Berkeley (1960’s) in New York (1980’s to 1990’s) 

and in Hong Kong (1990’s to 2000’s). 

 

We first knew Wanda and YM when we were undergraduates in UC Berkeley in the 

‘60s. She was always very loving and caring even at her younger age. They were the 

ones who gave us rides to the church meetings.  

 

Then we were with YM and Wanda in NY mid 1980’ s to mid 1990’s when we were in 

the same small group home meeting. Our children grew up together. When YM moved 

to Beijing and Michael moved to Hong Kong in early 90’s, Wanda was the person who 

gave me and another sister rides to go to the Lord’s day meetings. In the car, we had 

intimate fellowship for the one hour drive each way. She shared her human and 

spiritual experiences with us.  

 

YM and Wanda were with us on the campus of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rom 1999 to 2007, eight wonderful years! They were a blessing to all the 

saints on campus. We remembered in the prayer meeting when we asked the Lord for 

students because our campus work was not fruitful, Wanda was the one who prayed 

boldly and asked the Lord specifically for 1% of the incoming freshmen (14) to be 

added to us each year. The Lord not only answered our prayers in giving us the new 

ones but also exceeded the number the first year (40 was baptized). Wanda and YM 

opened their homes every Saturday evening and many students were brought to the 

Lord and to the church life. Many students were baptized in their home.  

 

Even though Wanda had “ photographic memory” and she was a very talented and 

successful research biochemist, she was always humble and never proud or boastful.  

She would humbly give her professional expertise to help students with their research 

and experiments.  

 

Wanda was my spiritual companion in Hong Kong. She was indeed a witness for the 

Lord. She would preach gospel in the pool locker room, in the cafeteria, while waiting 



for elevator, in the lab, in the bank. When she invited students to her home for dinner, it 

was difficult for them to refuse her genuine, child-like and smiling face (with the love 

and joy of the Lord flowing out of her). They came out of curiosity but they gained the 

Lord.  

 

Wanda was so “ constituted “ with the Bible that she was like a walking 

“concordance”. When students asked a question in Bible reading, she would quote 

the Bible verses for them instead of answering in her own words. 

 

The last time I talked to her on the phone was about one month before she was 

hospitalized. She was in such peace and joy with no complaints about her health even 

though I knew she was weak. I was encouraged after I talked to her that I saw a sister 

who lived Christ, experienced Christ, and expressed Christ. She loved the Lord and the 

church. She was indeed our pattern and an overcomer! 

 

I missed Wanda but we will see her again! 

 

Ivy and Michael Loy, NY 

  



我們親愛的Wanda姊妹跑完了主為她量好的道路，在主裡安息了。但她愛主、愛聖徒、愛福音

朋友的榜樣一直留在我們中間。她成為一股馨香之氣，裊裊上升，立於天地之間，直到主來，

直到永世。 

 

我還記得，2003年一月，我們剛剛來到香港，弟兄們要我們到香港科大服事。我們來到科大，

就遇見了YM弟兄和Wanda姊妹。YM弟兄白髮蒼蒼，滿面紅光，腰板挺直，帶著親切的笑容。

Wanda姊妹臉上掛著不可抗拒的笑容，就是他們兩人的笑容吸引了許多科大學生，來到他們家

中，被帶到主耶穌的面前，得救了，被餵養了，被成全了，進入了召會生活。他們兩位的家是

科大弟兄姊妹每個週六得餵養的地方。 

 

他們那時已經六十多歲了，住在科大宿舍中，沒有工人幫忙。卻不辭勞苦，一起下山買菜，做

飯，邀請學生到他們家中用餐、聚會，享受主。週週如此，不間斷，直到他們離開香港。  

YM弟兄的辦公室也成為聖徒們早上晨興，週二禱告聚會，和許多小型讀經的場所。 

 

Wanda姊妹是加州柏克萊大學的第一位華人女生物博士，有多年的學術和作實驗的經驗。她雖

然已經退休，卻退而不休，經常自告奮勇到實驗室中幫忙學生們，提供他們作實驗的經驗。在

走廊上，在電梯中，展開她那不可抗拒的笑容，邀請學生們來她家中用餐，然後分享福音給他

們。當他們在科大時，他們家中總是滿了喜樂、歡笑的聲音。她也經常約學生們讀經，個別的

餵養他們。 

 

因為要餵養初信的學生，Wanda姊妹非常追求真理。當我2003年八月開始在沙田園區上全時

間訓練的課時，她報名來旁聽，跟我們一起搭車去沙田，非常用功。這種學到老的精神非常令

我們感動、讚賞，也必定使主滿意。 

 

他們跟我們另外幾個家一同服事配搭，同心合意，沒有意見，只有喜樂，是喜樂與甜美的合一。

那時我覺得科大幾個家庭的配搭，如同一隻手上的手指頭，不僅聽從元首的調動，還彼此協調

合作，真是美麗，顯出基督身體的功用來。 

 

對 YM 弟兄和 Wanda 姊妹，我們有說不完的甜美經歷，這些在主面前都成了美好的馨香之氣，

不但勉勵我們這還存留的信徒，更是在主面前，在永世裡，還要令我們懷念、讚賞的。                   

 

感謝主，給了我們這樣一個恩典的好榜樣，成為神在肉身顯現的標本。主啊，我們謝謝你，這

樣愛我們，恩待我們。如今，Wanda 姊妹先安息了，我們不久也要迎接主的再來。到那時，

我們還要與 Wanda 姊妹再見，永遠不再分離。阿們。 

 

王生台弟兄&Caroline 姊妹 



因為凡實行神旨意的，就是我的弟兄、姊妹和母親了。 - 可三35 

若有人服事我，就當跟從我；我在那裏，服事我的人也要在那裏。若有人服事我，我父必尊重

他。 - 約十二26 

 

2002年9月我們開始到科技大學服事，當時就看見YM弟兄和Wanda姊妹打開家，邀請學生中

午到他們家裏吃飯。Wanda姊妹當時已經是退休教授，但還常常在實驗室義務作實驗，藉此接

觸學生，向他們傳福音。認識了姊妹之後，我們才知道什麼是傳福音者。她在校園無時無刻，

不分時地都會接觸學生，邀請他們到她家裏聚會。她常常對學生說，我給你的不是一個宗教，

我要將新的生命介紹給你。在姊妹身上看見的不是一個宗教，乃是一個活的生命，活的見證。 

 

Wanda姊妹和YM弟兄是不退縮的人，在主的事上滿有活力、主動積極。在2003年，即使全香

港都在沙士的恐慌和陰霾之下，甚至大多數的基督徒都暫停聚會的期間，她和YM弟兄仍是讓

學生到他們家裏去聚會。當時大家都帶著口罩來聚會，但聚會中滿有主的同在，眾人大大的喜

樂。他們的鄰居害怕有這麼多人聚集在這裏，後來顧及鄰居的感覺，我們就轉去音樂廊舉行聖

經講座。在那段期間，聖靈有強烈的工作，很多學生來了一兩次聚會就願意接受主並受浸。 

 

當時，弟兄姊妹對福音非常有負擔，每週有兩次會在YM弟兄的辦公室禱告，藉著這樣同心合

意的禱告，帶下了聖靈的祝福。週六晚上在他們的家中有小排，聚集的學生人數越來越多，常

把房子擠得水洩不通。 

 

Wanda姊妹也是一個很忠信的姊妹，她曾經說她和YM弟兄寧願一星期都吃小排愛筵剩下來的

食物，也不願意少煮食物，限制了聖靈的工作。有時候有些學生說是自己是無神論的，但Wanda

姊妹會很勇敢的告訴他們說：「如果這宇宙沒有神，你們就不可能每週到我家裏都有飯吃得到

（因為他們每天都在經歷這位活的神）。」他們夫婦實在是我們的榜樣，以致很多學生在得救

之後，都說他們以後的家，也要像他們夫婦倆一樣，打開家服事學生。 

 

在我們全時間服事的日子裏，少不免也有疲倦灰心的時候，但一想到他們的家是如何願意的為

主，實際的、無條件的擺上，我們也被他們激勵，願意經歷他們所經歷的主耶穌，承認自己是

一無所有、一無所是，享受神作恩典。 

 

Wanda姊妹每次從美國回來，行李箱都載滿了給學生的食物和禮物。Wanda姊妹和YM弟兄不

單愛學生，他們也很照顧服事的弟兄姊妹。記得在校園開展的時候，他們常常邀請我們到她家

裏休息，又常常幫忙照顧我們兩個女兒到他們的家，好叫我們在外面服事接觸人的時候沒有後

顧之憂。他們也去探望Daniel的父母，與他們吃飯交通，使他們得到牧養。 

 

Wanda姊妹不單用愛筵顧惜學生，每週三早上她會煮早餐給一些交換生，之後她和Ivy, Phoebe



便會一同讀經，每次讀經後大家都是喜樂洋溢的離開。 

 

Wanda姊妹也是一位殷勤服事的姊妹。2004年，當余潔麟弟兄在香港養病的時候，著手準備

李常受的文集，找了姊妹們整理魏光禧弟兄的手稿，Wanda姊妹也參與在其中，她也一同服事

聽抄當時余弟兄交通的初信訓練資訊，作為一位元年長的姊妹，她實在是樂意的配搭，尋求服

事主的機會。 

 

Wanda姊妹平日也會把她很多過往的經歷和見證告訴我，從她的見證中，看見她是一個有寶貝

在瓦器裏的人，彰顯神超越的能力，是出於神，不是出於我們。她分享如何經歷婚姻、婆媳關

係，如何在工作上經營她的實驗室，如何養育她的兒子，姊妹在其中都滿了禱告和主的話。 

 

Wanda姊妹實在是一個愛神並愛人的姊妹，主在她身上是真實的。姊妹今天得著的不僅僅是人

的尊重，她得著的是神的尊重。她實行神的旨意，不單是我們親愛的姊妹，也是我們屬靈的母

親。 

 

Wanda姊妹，我們懷念您，今日暫別，國度再聚！ 

 

Phoebe & Daniel Hui 

2018年 美國  



I was a final year undergraduate student at HKUST when I met Wanda, YM and other 

saints on campus. The first church meeting that I went to was at YM and Wanda’s 

apartment on campus. Wanda and YM were simply the shining testimony of the Lord. 

They both have high positions in the university, but it was soon clear to me that they 

came to HKUST not for their jobs but for the gospel. I was very attracted by their love to 

the Lord and their simple living ( just loving the Lord inwardly and serving the Lord 

outwardly). From then on, I wanted to have such a living. After meeting with the saints 

for about a month, I was baptised at Wanda’s apartment. Praise the Lord! 

 

A few months after my baptism, I went to US for graduate school. But I learned later 

that Wanda and YM and other saints at HKUST, kept praying for me and a few others 

who have left HKUST for several years even after we left Hong Kong! I am sure that 

these prayers were sustaining and strengthening us in those years. 

 

My wife Ivy was one of those who were praying for me in the prayer meeting at YM’s 

office, before we met each other. Maybe that’s the reason why my wife agreed to 

marry me very soon after we met each other! 

 

Wanda and YM set such a pattern of living for me that I really wanted to have a family 

loving the Lord and serving Him on campus. 

 

Praise the Lord that He opened the way for me to come back to HKUST as a faculty and 

serve Him here on campus. May the Lord strengthen my wife and I, that we can finish 

the course like Wanda did. 

 

Vic Law，Hong Kong 

  



我是在2005年以全時間訓練學員的身份認識我們親愛的Wanda姊妹。當時我們每週都會到

Wanda姊妹家進行開展交通。姊妹給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她那無法抗拒的笑容。實在讓人覺

得非常溫暖、親切。我們每次到Wanda姊妹家，她都會很顧惜我們，把家裡的零食都拿出來招

待我們。她也很體貼我們的疲累，經常跟我們說累了可以到臥室裡休息一會兒。我們也經常看

到有學生在Wanda姊妹家裡做功課，而姊妹也很有耐心的教導學生們。姊妹實在給年輕人提供

了一個非常溫暖的安歇之所。至於YM弟兄，他也很忠信的打開辦公室讓我們每週在那裡一同

為主的權益禱告。而且YM弟兄和Wanda姊妹經常把弟兄姊妹掛在心上。連已經出國的弟兄姊

妹們也會經常在禱告中被紀念。感謝主如此恩待我們，讓我們有機會認識Wanda姊妹，看見他

們夫妻倆甜美服事的榜樣。願我們被激勵更多奉獻自己過傳福音、牧養小羊的生活直到見主的

日子！到那日我們也必定有許多可以與Wanda姊妹分享。 

 

Ivy Yong，Hong Kong 

  



我是2002年在香港科技大學認識Wanda 及 YM的。那年暑假有天我在等同學們放學一起吃晚

餐，其中一位同學的實驗室朋友是Wanda 的朋友。在走廊上，Wanda 問我們「明天要不要

來我家吃晚飯？」她和藹、真摯、親切、喜樂的笑容吸引了我。就這樣，我帶著好奇的心，參

加了人生第一個小排。 

 

在小排中，我認識了一班愛主的弟兄姊妹。有教職員也有全時間服侍的。看見他們同心合意，

和諧一致，生活滿有盼望，有愛，充滿「正能量」，令我深受吸引。 

 

記得Wanda 常說，她想將最好的禮物給我們這班年青人，那禮物就是這位又活又真的神。 

 

當時我對信仰帶著很多疑問，對是否有神是半信半疑的。但藉著弟兄姊妹耐心的教導、牧養，

我開始學習讀經、禱告，認識神的心意和計劃，對這位活的神有經歷。就像「箭之歌」的歌詞： 

少年時所憧憬的寬闊校園，今日回首只覺鐘聲遠；若把歷年收穫細細數算，我有主，有召會和

同伴。晨光中我們進入真理的話，星月下每張臉笑如花，聚集時眾人的豐富相加； 這等生活神

聖美如畫。我永遠記得你怎樣服事我，深夜代禱流淚都為我，引我看見神的計劃和經綸，知道

祂肯定我的生存。不知我一生將在多少時間，清純的被祂心意佔滿；願主每天給我裝備訓練，

能成爲祂手中的利箭。 

 

後來，藉著弟兄姊妹的代禱及主興起的環境，我父母、祖母、妹妹都信了主。現在我和妹妹都

各自成家了，生兒育女，我們的另一半及他們各自的父母也在召會生活中。我能見證信主改變

了我和家人的一生。 

 

得知 Wanda 姊妹被主接去了，息了在地上的勞苦。我雖然感到不捨，但也知道我們在永遠的

帳幕裡還要再見。我要衷心謝謝Wanda、 YM 及所有在科大服侍的弟兄姊妹。你們在主裡的

勞苦並不是徒然的。Wanda 姊妹，要不是當天妳在走廊上親切地問我要不要到你們家吃飯，

我和家人的人生可能已改寫。你們就像雲彩一樣圍繞著我們。我也渴望像你們一樣，將這上好

的禮物傳揚開去，讓更多人認識這位又活又真的神。 

 

From Sonia, HK 

  



I came to UST in 2003 and was baptized in the bath tub in the home of Sister Wanda 

and Brother YM. She has always been a grandmother to me in the Lord. I was young in 

the Lord at the time but I was always being impressed by her. She is a sister who loved 

the Lord, love the students and sinners and she took every opportunity to dispense 

Christ into us and to preach the gospel to the students. One time I remember she was 

in a lift with a student, she also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preach the gospel during the lift 

ride and eventually the student came to the home meeting. She had a large heart for 

the students. At her old age, she still made an effort to remember the names of all the 

students she met. Although this seems to be a small thing, it shows me how much she 

cares and loves the students. Their home is always open to us and she always made 

herself available to us. Sometimes I will go to her home to study where she will cook for 

me and even let me stay overnight. She and YM have been a good pattern to me in 

their love towards the Lord, towards the students and the way they opened their home.  

Their living was a mystery to me and always attracts me. I always told myself, in the 

future I will like to have the same living as they have. Their living also encouraged me to 

love and pursue the Lord and always have a burden toward students and opening my 

home.  

 

Thank you sister Wanda for being such a good pattern to me. You brought me to the 

Lord not only through the words you speak but much more through the living that you 

have had before me. 

 

Heb 12:1-2 Therefore let us also, having so great a cloud of witnesses surrounding us, 

put away every encumbrance and the sin which so easily entangles us and run with 

endurance the race which is set before us, Looking away unto Jesus, the Author and 

Perfecter of our faith, who for the joy set before Him endured the cross, despising the 

shame, and has sat down on the right hand of the throne of God. 

 

Mary Wong 

  



求主安慰親愛的YM弟兄和我們的家人。在盼望中，我們一起等待那日的到來和我們愛主的顯

現。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弟兄講過的兩句話，一句是YM弟兄在洗他們家浴缸的事，那個浴缸估計

受浸200多位，何等的榮耀和收成！另外一句，就是在新的日子，我們這些接受Wanda和YM

牧養的人，會在那裡夾道歡迎他們，有人會說：Wanda，你來啦！想起這句話，雖然有些的感

傷，因為我們的親人短暫的離開，但是裡面更多的是喜樂和盼望，他們真的給我們立了極佳的

榜樣！ 

 

我依稀記得每個週六下午，科大總有一個老奶奶，天使般的笑容，看到學生們就問，你有沒有

空啊，到我家來吃飯啊！我們許多人一開始確實是奔著這些好吃的飯菜去的，沒想到，吃著吃

著，就進入神永遠的經綸！現在把家打開，也請人來家裡吃飯，才感受到，基督的愛，在流出

去的時候，總是先溫暖我們！ 

 

有一次特會，給資訊的弟兄說，得救三年以下的，請站起來一下，我站起來的時候，也看到了

Wanda姊妹也站起來，現在還記得，非常深刻！她對主的愛一直就像我們初信時候一樣。但願

我們都像小孩子一樣，所往都是受意！ 

 

感謝主。用這樣的靈加倍感動我們，沒有什麼雄心壯志，簡單愛主，等候祂的回來！阿門 

 

煥陽 於廈門 

  



我是2004年在Wanda家受浸，現在依然記得那個週六晚Wanda姊妹開門時臉上的笑容。隨後，

我在科大的時間時斷時續，參加聚會也是時斷時續，即使是在這些碎片時間裡，Wanda姊妹的

牧養讓我受益至今。她常邀請學生去她家吃飯，在聚會之外的時間去Wanda姊妹家，尤其覺得

親切。她對主的經歷加上主的話一點一點的餵養到我們裡面。有一次，在她家幫她打一篇資訊

的聽抄，而那一篇資訊的內容通過這樣的方式抄在了我裡面，對我影響很大。還有Wanda姊妹

和YM弟兄送給弟兄姊妹的書簽“If God leads you to walk a way that you know, it will not 

benefit you as much as if He would lead you to take the way that you do not know. This 

forces you to hav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of conversations with Him, resulting in a 

journey that is an everlasting memorial between you and Him.”時常供應著我。 

 

更重要的是，Wanda 姊妹和 YM 弟兄打開家服侍年輕人，他們的生活和喜樂是我們羡慕和渴

慕的，也成了我們的榜樣，打開家服侍主、牧養主的羊，趁現在。 

 

馬麗娟，澳門 

 

  



香港科技大學的召會生活是從禱告開始的。藉著聖徒們堅定持續的禱告，主逐漸把幾個家，帶

到香港科技大學的校園裡面，這其中也包括YM弟兄和Wanda姊妹的家。這幾個家在主裡已經

有相當的年日，弟兄姊妹也都滿有生命的經歷和真理的裝備，對於主藉著倪柝聲弟兄和李常受

弟兄所帶進的主恢復的職事，有清楚的看見，並且忠信的跟隨和實行所看見的，所以大家在一

起可以同心合意，彼此配搭，與福音的信仰齊魂努力；並且家家都打開，弟兄姊妹存著歡悅單

純的心，一起過喜樂的召會生活。同時，聖靈也印證這樣在一裡甜美的配搭，不斷把得救的人

加進來，人來到聚會裡非常敞開，幾乎每週都有人受浸得救。在已過的這十幾年間，在香港科

技大學，有六百多位的聖徒受浸。 

 

感謝主，我是2003年七月份來到香港，剛好趕上這樣聖靈的水流和復興的光景。我一到科大就

被實驗室裡一位喜樂的師姐，邀請去參加基督徒家裡的聚集。在聚會裡，YM弟兄和Wanda姊

妹很容易認識，因為每一個聚集裡都有他們的身影：YM弟兄一頭雪亮的白髮，筆挺的身材，

如同玉樹臨風，雖然年長，卻依然“帥氣”十足，站著不用說話，都可以散發因認識基督而有

的香氣（我清楚記得，有位福音朋友在電梯裡看到YM弟兄，便主動詢問他是否是基督徒）。

而Wanda姊妹，滿臉喜樂的笑容，非常容易讓人接近（現在想起來，她的音容笑貌還歷歷在目），

姊妹的笑容傳達著對人的親切與關愛；無論在校園的餐廳、運動場、游泳池或是實驗室，Wanda

姊妹都會用這樣招牌式的笑容，邀請人來家裡吃飯聚會，所以被邀約的人都很難拒絕。 

 

雖然當時我還沒有信主，但是每逢週六晚上，必定會去Wanda姊妹家裡吃飯，因為那裡飯菜樣

式很多，也很好吃。有時候因為人太多，飯菜不夠吃，YM弟兄和Wanda姊妹便很快在廚房里

加多幾道菜出來。所以，弟兄們也常常喜樂地見證說，有弟兄姊妹處，就有食物。特別是Ah Hong

弟兄，他去到聚會裡，一個人可以吃五人的分。我們這些學生，去聚會的時候， 都是“混吃混

喝”， 而且吃完飯，盤子擺在洗碗盆裡，便了事了。後來我才知道，原來Wanda家裡是沒有

工人的。所以，有時候週六上午，我會在校園裡碰到YM弟兄和Wanda姊妹去坑口買菜，有時

還要去上幾趟。藉著一次次的愛宴，以及聚會裡與弟兄姊妹的接觸，雖然我真的沒有親眼見過

神，但是在弟兄姊妹身上，我仿佛可以看見那位看不見的神。於是，2004年2月28號晚上，我

在YM弟兄和Wanda姊妹家中的浴缸裡受浸得救。 

 

受浸後，在神的家裡，弟兄姊妹如同雲彩圍繞，顧惜和牧養我們這些初信的聖徒。Wanda姊妹

常常在校園裡，陪我們一起讀經禱告，正如保羅在帖前2:19所說，我們主耶穌來臨的時候，我

們在他面前的盼望、喜樂、或所誇的冠冕是什麼？不就是你們麼？弟兄姊妹就是Wanda姊妹的

喜樂，她在愛裡常常探望和接待聖徒以及聖徒的家人。我姊妹和我結婚之前，她來香港探望我，

也常被接待在YM和Wanda家裡。不僅他們的家向著召會生活打開，YM弟兄的辦公室也向著聖

徒打開。科大最開始的團體晨興就是在YM弟兄的辦公室裡進行，因為我常常來晨興，YM弟兄

把他辦公室的鑰匙交給我，所以，我也“不得不”操練忠信地每天早起開門，感謝主和弟兄所

給的受成全的機會。另外，當時科大每週三晚都有聖經講座，每次講座的時候，YM弟兄和Wanda 



姊妹都會參加。Wanda姊妹在會場裡接觸來聽講座的福音朋友，而YM弟兄則會站在大學中心

的大堂裡，迎接每一位來聽講座的聖徒和朋友，直到講座開始。 

 

Wanda姊妹很喜歡補充本詩歌751首：遇見你們。從YM弟兄和Wanda姊妹身上，我實在看見

一個愛主的榜樣，他們所有所做的，一切都是為著基督與召會。“你們愛主，常激勵我往前，

也用這愛愛我，何其深遠。”今天，我仍然還留在召會生活當中，並可以盡一點點的功用，一

大部分的原因，就是因為看見像YM弟兄和Wanda姊妹這樣夫婦一同愛主的見證。他們愛主，

是因為可愛的主吸引他們，使他們將自己“枉費”在主身上。 

 

“栽種的和澆灌的都是一樣，但將來各人要照自己的勞苦，得自己的賞賜。”Wanda姊妹曾說

過，她希望自己將來也成為得勝者，當主再來的時候，在國度裡，有一班聖徒們列隊歡迎她，

說：Wanda姊妹，你來啦。我信這樣的場景會在國度裡實現。因為Wanda姊妹家的浴缸裡，

受浸了200多位的聖徒，其中有一位是我。 

 

還有好多的見證要說，但待到國度的時代，Wanda姊妹，我們再與你一起聚集分享。 

 

元樑 

二 0 一八年六月二十六日 於香港  



我也是2004年在科大得救，受浸時YM和Wanda夫婦在旁扶持。那時我還在廣州工作，假期到

香港看望當時的男友元梁時，曾被接待在他們家，也有好幾次參加了週六晚上在他們家中的聚

會。移居香港後，有短暫的時間與他們在科大同過召會生活。感謝主的安排！ 

 

雖然與Wanda姐妹相處的時間不長，但她的笑容仍歷歷在目，我想用“笑靨如花”形容，儘管

Wanda那時已經當奶奶了。後來我慢慢領會到，那是耶穌榮美的彰顯，是因認識基督而散發出

來的香氣。 

 

看到如Wanda這樣愛主、受主變化的年長姐妹們，我不再覺得年紀變大很可怕。相對於許多暮

氣沉沉的青年人，她們滿有活力、滿了對主的享受和經歷、滿有生命的汁漿，能夠滋養身邊的

人。基督真是我們活的盼望！ 

 

感謝主，讓我有機會看到這樣美好的榜樣：對人滿有感覺，對福音朋友的照顧、對聖徒的服事

細心、周到、殷勤、不遺餘力，並在身體裡甜美地配搭。願感動姐妹的靈，加倍地感動我們！ 

 

少真，Hong Kong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是來自蘇州召會的李婷姊妹，于2004年3月在YM弟兄和Wanda姊妹的家中受浸。 

 

我從內地來香港科技大學做交換學生之前對主耶穌一無所知。然而主借著Wanda姊妹打開家，

我在這裡每週和弟兄姊妹們一起聚會、唱詩、愛宴、讀經、分享、見證，非常的喜樂，認識到

主耶穌就是可吃可喝可享受的真神。我嘗到主的甜美，從而被主耶穌深深地吸引。不光是我一

人，還有許多的學生在YM弟兄和Wanda姊妹家中認識了主耶穌並受浸，成為活而長存的果子。

我在科大的室友，劉圓，也在YM弟兄和Wanda姊妹家中受浸。 

 

受浸後有2個多月的時間，Wanda姊妹每週三早晨陪我一起讀約翰福音，做早餐給我吃。她是

如此的愛主，為主殷勤做工，餵養主的小羊，在愛裡用基督的生命供應我們，柔細體貼，在繁

忙的工作之外付出了很多時間和精力。 

自從2004年6月離開香港後我再也沒有見過Wanda姊妹，可是我從來也不曾忘記與姊妹相處的

時光，時常想起她的笑容還有她說話的樣子。這些年來，我輾轉多個城市工作生活，每到一個

地方，第一件事就是找到當地的召會，見到弟兄姊妹，過上召會生活，也會在跟福音朋友傳福

音時說起我得救的經歷，不由地會想起親愛的Wanda姊妹。她為我們這些當年的小羊禱告和祝

福，激勵我們在主的道路上一直奔跑這屬天的賽程。 

 

Wanda姊妹如今被主接去，安息主懷，只是與我們暫別，終有相見的那日。 

 

李婷 于蘇州 

  



親愛的弟兄姊妹， 

 

我是來自巴黎召會的劉圓姊妹，于2004年五月在香港科技大學Wanda和YM的家中受浸。 

 

在我們當年一起受浸的一批交換學生當中，Wanda是我們可親可愛的朋友，像媽媽一樣餵養我

們。還記得當時初信蒙恩，Wanda帶我們唱清晨的日光，陪我們一起讀神的話。我們幾個偷偷

地在背後說Wanda的“壞話“，可愛的Wanda用她一顆真純的心教我們唱跑調的詩歌，可那

種喜樂滿溢的感覺讓我們真真嘗到了主的美善！ 

 

由於我在香港受浸兩個星期後就回到西安交通大學完成學業，一年後又到了巴黎讀書，Wanda 

和香港的弟兄姊妹一直都為我禱告，持續地餵養我。2012年時我生完老大後，有一段時間很是

低落，Wanda和YM竟然從休斯頓打電話給我，用主的話安慰我，鼓勵我好好愛他，珍賞他。 

 

感謝主，從我初蒙恩歸主就看到了像Wanda一樣真純馨香活基督的見證，這個起初嘗到的美善

一直激勵我向前，2005到2018，巴黎召會從微小零丁到生機勃發，我沒有離開過神的家。那

不是出於我自己，乃是像Wanda一樣柔細殷勤的聖徒，堅定持續地為我們這些小子禱告，在愛

裡用基督的生命供應我們。 

 

Wanda與我們暫別，如今在親愛的主懷中。願我們再相見的時候，圍坐主前再一同唱清晨的日

光，跑調也是甜蜜，因為有那一位真實在我們裡面，在我們中間，真真好得無比。 

 

我們愛我們親愛的Wanda, 所以願她安心，我們會繼續好好地愛主。 

 

劉圓姊妹 

6 月 27 日巴黎清晨 

  



每次想起Wanda姊妹，都不能忘記她那親切的笑容，那笑眯眯的眼睛。記得有一次，我們幾個

學員整個下午傳福音，未能邀請一個學生參加小排，Wanda姊妹卻帶了好幾個新人，她説：『我

沒有作什麼，只是在校園向他們笑一笑，他們就來了。』她的笑容總是憾動人心。 

Wanda姊妹不但牧養學生，也很顧惜我們一班學員，每次到她的家交通，她總會預備巧克力給

我們，冬天時更預備熱騰騰的棉花糖巧克力飲料，真的很窩心。 

畢業以後，Wanda姊妹不但沒有忘記我們，還邀請我們吃飯，原來姊妹顧到我們的婚姻，特意

與我們交通。姊妹不只幫助我們過婚姻的關，更為我們立下榜樣，以家為單位，愛主、事奉主。 

感謝Wanda姊妹和YM弟兄的牧養，讓我們經歷有一種愛果真沒有條件；也讓我們曉得我的產

業竟是如此豐盛；弟兄姊妹如同雲彩圍繞，我真滿足活在幸福之中。 

 

Fiona Leung，Hong Kong 

 

 

 

 

 

 

 

-Jesus find me through Wanda 

 

I first met Wanda in a dinner gathering held at her home in HKUST. Honestly, I was 

there because I was very hungry and I heard there were delicious food. I didn’t realize 

back then that through her door, I was not only being fed with food, but also for the 

following 6 years, I harvested love, wisdom and guidance from God. And among all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I met, she was always the most significant one to me. She 

taught me how to design some challenging experiments; she protected me like a 

grandma; she shared tears when my mother got cancer and most importantly, she led 

me to God. Because through her, I had the chance to know Jesus. And I am no longer 

hungry and empty since then. May we meet again in Him. 

 

Yu Lan，Hong Kong 

  



最早認識 YM 是在去坑口的小巴上。他主動攀談，還引用毛語錄 後來知道他是去買菜，再後

來知道是為了做愛筵。 

第一次去參加聖經講座，在門外熱情相迎的就是 YM。講座一結束，Wanda 姊妹和大 Ivy來

邀約我讀聖經，無論何時何地，她們一定出現。有一次是在我家，給我講受浸的意義。他們夫

婦離開科大之後，Wanda 與 Ivy 常常為我的受浸禱告。及至我終於受浸， Ivy 特地告訴我 

Wanda 為我歡喜快樂。 

 

相處時間雖然不算多，交談當中有兩件小事讓當時還在尋求之中的我印象深刻。一是她特會歸

來，談到洗會所廁所時，大家邊禱告邊沖洗，充滿喜樂。二是Wanda姊妹沒有自己的電郵帳號，

她也知道要登記一個很容易。但她曉得丈夫願意包辦電郵通訊，她就完全順服，絕不另生枝節。 

 

他們夫婦都謙遜平易，沒有一點架子。當我從別人那裡得知他們的背景與成就時，就想不通為

什麼 Wanda 禱告時要說自己什麼都不是，什麼都不能。 

 

時光飛去，我也漸漸有一些基督人的情懷。每每述說當年受牧養的經歷，都感動不已。 

 

Xiaolei，Hong Kong 

  



初次認識Wanda姊妹的時候我是香港科技大學一名新入學的新生。跟非常多新生一樣，我那時

是一個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喜歡吃喝玩樂，沒有信仰。有次經朋友的介紹我去參加Wanda

和YM家的基督徒聚會。Wanda給我的第一印象是笑容滿面，熱情的跟每個學生打招呼和聊天，

沒有年長女主人的架子。我一開始只知道她是在我們生化系某個教授實驗室裏“打雜”的，後

來才發現她是加州大學伯克萊分校創校以來首個華裔生化系女博士，是一個比我們系裏任何一

個教授都要老資格的科學家。 

那時的年輕人都很“自我中心”，一般不會跟和自己年齡相差三歲以上的人有過多交流。

Wanda家裏的聚會各種年齡段的人都有，理論上這不會是當時的我喜歡的聚會。但這個聚會卻

很特別，裏面的人（特別是Wanda）都很敞開地和別人分享自己的人生經歷，也很專心地傾聽

別人的分享，與別人共用快樂，同哭悲傷，扶持勉勵，互相代禱。我不知不覺被這聚會吸引，

再次參加，多次參加，信主，受洗，歡喜快樂地度過了我的大學生活。值得一提的是，我是在

Wanda家的浴缸中受浸的。這個浴缸號稱“蒙福的浴缸”，據説已經有100多爲科大的學生、

學者在這浴缸中受浸了。後來我才明白，正如一首Wanda很喜歡的詩歌裏所唱的“奔跑路上，

主恩豐滿，應時、多方，你們供應無限；你們愛主，常激勵我向前，也用這愛愛我，何其深遠；

軟弱，陪我同哭主前；失敗，也要跌在你們中間。走過日子，我心只有感恩，我的成長、喜悅

都在你們。”，這就是真正的church life。 

我的父母都不是基督徒，他們當然有教我很多爲人處世之道，但他們沒有辦法教導我如何做一

名基督徒。但是我很感謝主，在我信主這十幾年中，主在我的生命中一路安放了超過10位“屬

靈的父母”，教導我如何做一名基督徒。Wanda和YM就是我生命中第一對“屬靈的父母”。

Wanda比我母親年長，比我外婆年輕，所以我對她有一種在母親和外婆之間的感覺。既有母親

的關懷，也有外婆的慈祥。Wanda不但只是告訴我們她在過去的人生經驗中如何經歷主。她還

用她的日常生活，例如如何與丈夫相處（其實這點我在YM身上受的啓示更多），如何與兒子

和媳婦相處，如何與弟兄姊妹相處，如何傳福音，如何幫助人，如何鍛煉身體等等，來教導我

們怎麽樣來做一個基督徒。坦白地說，Wanda不是一個完美的人，但是她的生命見證是非常真

實的，這也是最可貴的地方。Wanda傳給我們的不是一個道理，不是一門宗教，而是一個生命，

一種生活。是真實而鮮活的。 

我記得Wanda非常喜愛的另一首詩歌是這樣唱的“哦，願你聽我輕訴， 從此後我無別主， 你

豐富給我享受， 你生命使我成熟。”Wanda跟我們分享說她很喜歡早晨游泳時一邊遊一邊心

裏唱。約翰福音中多馬在摸了復活的主後，呼喊“我的主，我的神！”那是多馬人生中最幸運

的一天，因爲他在那天有了他的主，他的神。如今很多人懂得很多宗教和哲學，認識滿天的神

佛，但是其實沒有一個是他們真正的主，真正的神。他們是可憐的。Wanda姊妹是幸運的。她

雖然有淵博的知識，但她在年輕的時候就有了她的主，她的神。這位不僅是創造宇宙天地的偉

大的神，還是一位願意隨時聼她輕訴的溫柔的主。這，是何等的福氣。Wanda現在在她這位相

愛多年的主懷中睡了。她真的只是睡著了而已。有一天，她與我們都要醒過來，穿上我們得榮

的身體，在新天新地中與主永相親。這，是何等的盼望。Wanda的肉體雖然現在離開了這個世

界，但她的生命卻早已融入了神那永遠的生命中。這生命兩千多年前從十字架上的耶穌流出，



幾十年前湧流到了Wanda裏面，又從Wanda湧流到我們裏面。我盼望，這生命也可以從我們

裏面湧流出去，流到更多更多的人裏面，就像Wanda一生所見證的一般。榮耀頌贊歸於我主耶

穌基督！ 

 

主內弟兄， 

黃之光 

 

 

 

 

 

 

 

When I first met Sister Wanda, I was an exchange student in HKUST and it was my first 

home meeting with Christians. I had no idea that, in one month, in this blessed 

household, I will have my big turn in life, starting from a curious gospel friend to a 

baptized young sister. Soon I left Hongkong and continued my life elsewhere in the 

world, as a Christian. 14 years passed and I really couldn’t recall what sister Wanda 

said or did to me in her home meetings. Instead I remembered the delicious foods, the 

lovely atmosphere, the welcoming hosts, and the happy gatherings which touched my 

heart. I am deeply thankful to Wanda’s home meetings which gave me a great start of 

the Christian life, and led me to know the Lord not by words but by her person. In the 

last 14 years i had ups and downs in my Christian life, but fortunately, with the first 

glance of the Lord in her home meeting, I have always managed to stay in the church 

life. I think Lord listened to her first prayer for me before I could even spell her name 

right. May our Sister Rest In Peace with the Lord. Amen.   

 

-Jessie Kang  



Wanda姊妹被主接去了。感覺有些傷感，但更多卻是喜樂。傷感是因著今世的短暫，今世在地

上再也無法見到親愛的Wanda姊妹，能夠一起聚會的時間太少； 喜樂卻是因為我們的Wanda

姊妹（更是我們的屬靈的母親），已經被接到永遠的帳幕裡去，我們在永世裡，不再有時間的

限制，能一直相見，永遠與主同在並享受神。 

 

2004年讀大一的時候，我在香港科技大學YM和Wanda家的浴缸裡受浸得救了。週六早上在學

校公車站，幾乎都會遇見YM和Wanda，他們要搭公車去買菜，為著準備晚上的愛宴。在等車

的時候，YM弟兄常常會做些高抬腿跳躍的熱身運動，準備搬運許多的食材（除了許多的菜蔬

肉類，還有碩大夠幾十人享用的西瓜，都需要搬回來），Wanda姊妹則會親切的關心詢問我的

學業和生活。許多當時講的話早已模糊，可是Wanda的笑容和類似這樣溫暖的場景，以及這個

在主裡讓人羡慕甜美的家，閉上眼感覺仿佛就在昨日，甚至也就在眼前。週六下午尚早，Wanda

就已經開始醃制要烤的排骨，準備晚上需要的食材。週六晚上去聚會的學生人數常常很難預測，

太少人的時候，YM和Wanda也許在接下來的一周都需要吃週六剩下的“美味“。這些默默的

活出，直到如今也供應並鼓勵著我，使我可以一路跟隨牧長，跟隨榜樣，去牧養神的小羊。 

 

馬太福音24:42說 “所以你們要知道，家主若曉得賊在幾更天要來，他就必儆醒，不容他的房

屋被人挖透。” 聽聞消息後，這一處經節不斷在裡面出現。主已經像賊一樣，隱密的臨到那些

愛祂的人，把他們當作寶貝取去。Wanda姊妹對我們是寶貝的，對主更是寶貝的。主將她取去

了，這是何等的榮耀，對我們亦是何等的激勵，我們也要預備，因為在我們想不到的時辰，人

子就來了！ 

 

 

Brenda Wang, Shanghai  



 I got saved twelve years ago when I was a Ph. D student somehow because of Sister 

Wanda's sweet and joyful smile, which I still remember clearly and endless.  I 

appreciate her care and shepherd very much during that time and I miss her so much at 

this time.  

 

Twelve years ago, I went to a Bible Seminar in HKUST. It was a senior Brother, Y. M. 

Shum, who led me to my seat and later he introduced his wife, Sister Wanda, to me. 

Sister Wanda smiled at me sweetly and greeted me intimately. After the seminar, I 

prayed after the Brother who was the speaker. Sister Wanda congratulated me very 

joyfully " congratulations to you, you are saved". The sincere smile on her face told me 

that I really made a good choice. Sister Wanda also invited me to go to her house for 

home meeting on Saturday night. I went following her instruction because I wanted to 

see her again and find out why she was so joyful. After that meeting I knew she was 

joyful because she has a joyful God in her spirit and her heart.  

 

I was touched deeply that this senior couple went to the market every Saturday 

morning to shop and cooked in the afternoon to prepare for the meeting at night time 

when they were in HKUST. Several days later, I got baptized at their home. They were 

very joyful and asked me to have dinner with them every Lord's day and read bible with 

me after the dinner. I was shepherd and knew how to treasure the Lord's word in Bible 

by their help. Our Lord Jesus is very dear to Sister Wanda and she asked the Lord for 

every decision, even when she was choosing the food for love feast. She made a very 

good example for me in my way to follow and submit the Lord. 

 

Sister Wanda prayed every morning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who were newly saved at 

that time. The Lord's love was expressed on her abundantly, which encouraged many 

student saints to love the Lord to their utmost. I still remember that we cried a lot 

during the time when Sister Wanda was going to leave Hong Kong, but she told us that 

we can see each other at least in New Jerusalem with joyful and pretty sure smile on her 

face.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her in New Jerusalem with many many Brothers and 

Sisters around her like cloud.  

 

Sister Dangli, Shantou, China 

 

 

 



感謝 YM 弟兄和 Wanda 姊妹在科大對我們的牧養。我 06 年在科大得救，每週六在 Wanda

家參加小排聚會，每天早上 7:00，YM 弟兄的辦公室是很多在校弟兄姊妹晨興的地方。我先生

07 年到科大短暫訪問，得救前後也曾在 Wanda 家參加聚會。“神是一切，神賜一切，神做一

切‘’，猶記得 YM 和 Wanda 的教誨，他們在主裡幾十年的生活和經歷是我們的榜樣和鼓勵。

世上的一切都會過去，惟有主的榮耀長存。YM 弟兄多多保重！Wanda 姊妹當跑的賽程已經跑

盡了，有榮耀的冠冕為她存留。 

 

Feng Lin, 濟南 

 

 

 

謝謝 Wanda 姊妹在科大的服事和牧養，小子 07 年在 YM&Wanda 家的浴缸受浸得救，並在

他們的家裡經歷了許多牧養和成全。感謝主帶領姊妹跑完了賽程，進入了安息。姊妹用有限的

一生，走在主的道路上，換來了無限的豐富。我們這些蒙恩的小羊，正是姊妹在主面前的喜樂、

盼望、不能衰殘且榮耀的冠冕。 

求主繼續顧念YM弟兄的身體和心情，作弟兄魂的牧人。 

小子深深的知道，當牧長顯現的時候，我們這些小羊要在祂面前迎接我們忠信的姊妹，一同進

到榮耀裏去。 

 

萬宇，Hong Kong 

 

 

 

我們於 2006 年開始參加科大聚會。每次聚會見到 Wanda 姊妹時,她總是很喜樂,主 動接觸

人,讓人感覺很親切和溫暖。至於 YM 弟兄,他打開他的辦公室讓弟兄姊妹們 使用。我們每週

都會在那裏有午間讀經,週五晚上有初信訓練,讓我們在忙於應付學 業的同時,也可以得著牧

養。  

還記得有一個星期六的早上,我們在彩虹坐公共小巴去科大時,剛巧踫到 YM 弟兄和 Wanda 

姊妹,他們剛買了載滿兩架手拉車的餸菜,原來是準備週六晚聚會的愛筳。他 們每週打開家,接待

聖徒和福音朋友。他們事事親力親為,不辭勞苦,奉獻自己,忠 心服事主,真是我們的榜樣。  

願主安慰 YM 弟兄和他們的家人。姊妹在主裏先安息,到那日,我們還要與她再見!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賽程我已經跑盡了,當守的信仰我已經守住了;從 此以後,有公

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義的審判者,在那日要賞賜我的;不 但賞賜我,也賞賜凡愛祂顯現

的人。" (提摩太後書 4:7-8)  

 

科大區 Marco 和 Amy 2018 年 6 月 2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