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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主同在直到再相會
God Be with You till We Meet Again

聖經
「論到睡了的人，我們不願意弟兄們不知道，
恐怕你們憂傷，像那些沒有指望的人一樣。
我們若信耶穌死而復活了，
那已經在耶穌裡睡了的人，神也必將他與耶穌一同帶來。
我們現在照主的話告訴你們一件事。
我們這活著還存留到主降臨的人，斷不能在那已經睡了的人之先；
因為主必親自從天降臨，
有呼叫的聲音、和天使長的聲音、又有神的號吹響；
那在基督裡死了的人必先復活。
以後我們這活著還存留的人，
必和他們一同被提到雲裡，在空中與主相遇。
這樣，我們就要和主永遠同在。
所以你們當用這些話彼此勸慰」
“But we do not want you to be uninformed, brethren,
about those who are asleep, that you may not grieve,
as do the rest who have no hope.
For if we believe that Jesus died and rose again,
even so God will bring with Him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in Jesus.
For this we say to you by the word of the Lord,
that we who are alive, and remain until the coming of the Lord,
shall not precede those who have fallen asleep.
For the Lord Himself will descend from heaven
with a shout, with the voice of the archangel, and with the trumpet of God;
and the dead in Christ shall rise first.
Then we who are alive and remain shall be caught up together with them
in the clouds to meet the Lord in the air,
and thus we shall always be with the Lord.
Therefore comfort one another with these words.

~ 帖撒羅尼迦前書4:13-18；1 Thessalonians 4:13-18 ~

何曉東弟兄生平簡介：從夢想到現實
何曉東弟兄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廿二曰出生於中國上海一個有佛教道教背景的家庭裏。他從小到大，就是
個有夢想的人，他的前廿多年幾乎都是活在夢境裏面。歸納起來，他有四個不同的夢想，都是由於不滿
現實而產生：第一個夢，他九歲喪母，失去母愛，因此很孤單，他想用玩“碟仙＂一類召魂的方法與母
親通話，因此就被邪靈蒙騙，交了些鬼靈之友，一直在這個夢裏打轉。
第二個夢，他父親天資超人，精通英文俄文，是當年上海名律師中的五虎將之一。所以，父親對他期望
極高，管教極嚴，使他畏父如虎，於是他就自我陶醉於一些童話與神仙故事中，希望可以逃避現實，進
入故事裏面。第三個夢，他喜好文藝寫作，希望能像當代的大文豪，可以寫出一本巨著，改良人生和社
會上的弊病。第四個夢，也是當代愛國青年的夢，面對國難家仇，每個人都希望中國會強起來，把列強
打倒。所以，由抗日運動起，一直到共產運動開始，他都有參與。一九四八年的夏天，他患上「小兒痳
痺症」，在病床上，他仿效隣床的基督徒病人向神禱告，蒙神憐憫，使他的舅舅介紹他去一位物理治療
名醫處做電療，以致他身體恢復到百分之八十，可以不用柺杖走路。
一九四九年，他與父親移居台灣。就讀於臨時成立給大陸流亡學生念書的「省立的地方行政專科學校」
。有基督徒同學帶他去教會，一九五零年，他在台北巿的「南海路基督徒聚會處」聚會，聽道後受感
動，就決志信主。一年以後，在計志文牧師的奮興佈道會中，他把自己奉獻與主。
台灣的地方小，在父親的堅持下，他到美國留學，一面學習攝影，一面開始投稿基督教刊物「生命」雙
月刊。神給他靈感，使他越寫越多，稿件也投到別的刊物上，就在照相與寫作中，他找到生活的平衡
點。他把文章收集起來，自費出了笫一本書 ----「一把麵粉一點油」。後來，他寫的「萬能之鑰」與「
腳前的燈」這兩本小冊子也幫助了很多慕道友與初信主的人。
此後，他又相繼發行了幾本短文集：「紥根的生活」，「生命與生活」，「曉光集」，「不能不說」，
「作我的見證」和「培靈什錦」等等；另外有專題：「工人荒的問題」，「合神心意的工人」和「真有
天使嗎？」等書；還有屬靈一類的小說：「烽火中的百合花」，「真金不怕火煉」，「圍牆」和「兩兄
妹」等書。他很慷慨，版權都送給出版社，自己只拿回幾十本書而已。
後來，他又嘗試翻譯英文故事書，第一本是「逃」，有小說的情調，一出版就很暢銷。於是，他就專門
翻譯這一類的真實故事。還有那些在華的西國宣教師的故事。一九八二年，他聽到一位以前是台灣甲級
流氓的呂代豪講信主的見證，他很受感動，用小說的筆法，把整個故事寫成一本書，書名是「收刀入
鞘」。結果，銷路非常好，很多青年人因這本書信了主。 從此以後，他就不再翻譯，卻專門從事挖掘
自己本國基督徒們的好見證，前後大大小小一共出版了一百三十多本。
他本來有做文藝作家的夢，神卻使他從夢裏出來，進入神為他所預備的現實中，給了他更有意義的寫作
工作 --- 他所出版的書，使人看了可以信耶穌得永生，進入神的國度，得到永恆的福份。這是事實，不
是夢。
不單寫作，神又賜給他講道的機會，他的足跡遍佈東南亞。一九八一年開始，他更是每隔一年便去中國
大陸作為期三個月的短宣工作，領人歸主，造就信徒，從不間斷。
二零一零年八月，他從寒冷的東部遷到溫暖的加州，加入加略山華人基督教會，繼續文字工作，協助弟
兄姐妹寫見證。他專心愛主，謙和對人，很得各人的敬佩與愛戴.
如今，何弟兄工作已經完成，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七曰歸回天家，他工作的果效也隨他而去。馬太福音
25:21主稱讚說：『好，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何弟兄當之無愧！

惊悉，亲爱的哥哥已经过世，我因骨折急诊手术不能参加告别大礼，希望将来我们在天堂见面。
妹妹
何晓琥

惊悉阿哥突然离世，心中深感悲痛。在您最后的日子里，未能守护在您身边，十分遗憾。您一生致力于您钟爱的事业-侍奉
主耶稣、上帝，勤勤恳恳、忠心耿耿，相信您在天国定能得到快乐、幸福。
小妹罗乖
何晓琦

我的舅舅何晓东。我直到二十岁才与舅舅见面的。但从小，舅舅就在我心目中留下很深很深的印象。
我出生在中国大陆自然灾害的年代，物质十分匮乏。但在我印象中，我家有许多KLIM奶粉的罐子。那时，家里有些进口物
品的包装，是十分稀罕的。我问大人们，这些罐子是哪里来的。母亲告诉我，那是舅舅从美国寄来的，他知道大陆的情形，
也知道母亲奶水不足，特地从美国寄奶粉来。
我是靠舅舅寄来的奶粉长大的
何鷹

辛城教會的回憶感言

親愛的何弟兄，
我今天下午給你留了話，心裏還想著下回去加州時，要請你吃上海菜，我想你一定會很高興的，因為上回歡送你離開辛城教
會一起聚餐時，你吃得很快樂的樣子還真印腦海，卻是萬萬沒有想到你昨天已經回了天家。知道你走的很自然，在安養院的
時間也不長，真是神的憐憫。你現在在天父的懷中，再也不受小兒麻痺及糖尿病的限制，你一定非常快樂。何弟兄我們天家
再見，到時我們又可以常常聊天向你討教了。
何弟兄是一位很可愛，心態很年輕的長者，他曾告訴我，稱呼他最多只能到“Uncle”，這個道理我也學了用在我自己的身
上。
和何弟兄熟識是在90年代末期教會的慕道班。他雖然沒有名列老師，卻每週都來幫忙，回答朋友們的問題，他又說在聖經中
他最喜歡的一節經文就是約翰福音3﹕16。他更是幫助我和我談論，許多真理，宗派，方言禱告各種題目。對我啟迪很大，
他也分享了他每早晨3、4點起床方言禱告親近神的禱告生活，也分享他採訪，寫傳記的一些故事，他在中國旅行佈道的種
種，能常有機會和一位屬靈長輩這樣的交通，實在令我懷念，他還送了我好多本書，告訴我文字所能表達的遠遠超過影像。
有一次我們談到他在上海的事奉時，才知道他所住的妹妹家和我的大舅是在同一棟樓裏，他在下一次回國旅行講道時，特地
去探訪了我的舅舅，謝謝你何弟兄。
辛城教會
陳琴心姊妹

“I Have Fought A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My Course, I Have Kept The Faith” Our beloved brother, your memory will never leave us.
Cincinnati Chinese Church
Ming Cheng and Ming Li

何弟兄
那美好的仗你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你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你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你存留，就是按著
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你的。你息了地上的勞苦，如今可以配得享主的賞賜，與主永遠同在。我們將懷念你。
杜肇林、遠玫夫婦

辛城教會的回憶感言
一生不知寫過多少人的事蹟。可有為己寫下屬於你的故事？
何弟兄他平易近人，腳踏實地，與世無爭。其文字工作影響生命，意義非凡。經年傳道，盡心竭力，為主擺上。單身服事，
有苦有樂，鮮為人知。忠心僕人，安息主懷，好的無比。
辛城教會
葉柳端姊妹

何曉東弟兄一生獻身於文字事工，他的文筆活潑，字裡行間充滿了愛人靈魂的真情。他寫了許多屬靈的書，也為主記錄了許
多弟兄姊妹的見證。他的著作因此造就了許多的信徒和慕道朋友。何弟兄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他為此被召，也
在許多見證人面前，已經作了那美好的見證。
辛城教會
湯華棠弟兄

何弟兄除了我們教會不管在傳福音和培靈上都受了他的幫助。也因為他從事寫作的服事更幫助更多各地的弟兄姊妹，影響了
許多人。也是主的恩典在台灣，中國，都有弟兄姊妹與他同工，同得鼓勵。
辛城教會
陸莉文姊妹

自從來到辛城教會就認識何弟兄，每次遇到他，他總是笑容可掬的問候。後來知道他是多產的基督教作家，寫過並翻譯過百
本以上的書，對他更是尊敬。他留給我最深的影響是他的禱告方式，記得有一次禱告會，他禱告到最後用方言禱告，我聽不
懂，我問他是那個地方方言，他說只是他與神之間的語言，並且覺得與神非常親近的時候，自然而然就變成方言禱告；並說
每天早上三、四點就起來禱告到早上七點才用早餐，他幾乎為教會每件大小事花時間在神面前擺上。
去年他回到辛城參加教會四十週年慶祝，住在我家時他曾說過教會五十週年的時候，他必定還要回來，可見他對辛城教會的
那份執著與感情。如今回想起他的話，我的心裡滿傷感的，因為好像他才剛講過的話。
最後一次見面是今年七月去加州LA華神修課的時候，那時同修一門課的鄭弟兄問我認不認識何弟兄，我說當然認識，他說
何弟兄星期五會去他家查經，我在那裡遇見何弟兄，非常高興，查經之後並帶他回到他買的公寓，與他聊天長談好久之後才
離開。他那時身體狀況精柛都很好，這星期聽到他被接回天家時，很愕然。但想到何弟兄卸下世上的勞苦重擔，安息主懷，
也感到安慰，因為神的兒女將來在天家必要再見面。
辛城教會
蘇欣弘弟兄

何弟兄永遠不會老的何弟兄，在您的心中住著一位年輕，頑皮的小孩子。
我很佩服您，當您學中文打字的熱烈超過一切，甚至要強迫自己節制，不可超過時間。您學習中打實在有些困難，注音符號
您不懂，有些發音又不準確，所以當您學會中打時已經著有一本專有的字典了，您還說這本將來可以幫助許多人。每天生活
規律，長時間寫作，著作又多又快。感謝主的恩典能認識您。
辛城教會
陳素琴姊妹

辛城教會的回憶感言

懷何叔﹕
何處不見文采豐，曉示聖言出筆鋒 ，東西遊歷覓真道 ， 盡在無慮童心中 。
繼揚輓
辛城教會
吳繼揚牧師

主內何伯伯，
我們懷念您，您以筆服事神，許多弟兄姊妹的生活見證因您而為人所知。您也以口來事奉主耶穌，使人得聽主福音。
您更以鄉音（上海話）傳佳音，使人倍感親切，您傳道一生獨身奉獻，竭盡全力服事家庭教會，足跡至大陸，港、澳
諸地，您是福音的勇士，如今美好的仗已打完，息了世上的勞苦，一生的果效主必記念。何伯伯我們懷念您。
						
宋培康、百合夫婦及孩子們

我們所認識的何曉東弟兄，他非常的好學，年紀大了仍然學新東西，電腦的使用，中文打字學得真不錯，從此不需人
為他的書打字。一天到晚很喜樂，每次見到他都是滿臉笑容，我們很喜歡這位弟兄。
徐耀祖弟兄、書瑜姊妹

亲爱的何弟兄:
您是行出“常常喜乐，不住地祷告，凡事谢恩” 这一旨意我们所敬仰的老前辈；您的生命让我看到蒙救赎者的永乐，
完全住在主里的安息，及顺服圣灵在真理中的自由.用您奇妙可畏的受造,荣耀着我们神的华美直到永远.我和我的全家
非常怀念您,感谢救赎我们的主,有一天会在天父为我们预备的乐园再见.
主内同肢
史文彬 李翠英
荣华 荣挺 亚妮

何曉東弟兄非常好學，從兩處可看出﹕
四十多歲來到辛城，原本住在東岸的他不須開車就生活自如。但來到辛城後，雖有小兒麻痺仍強迫學習開車，學會後
也歡歡喜喜參與每年暑期兒童聖經班的孩子接送，並常年接送年長朋友參加查經聚會和特別聚會。
年過七十歲了，開始學電腦，使用電腦與人聯絡，並為自己的書打字。
辛城教會
溫粹英姊妹

追憶何曉東長老紀念詩:

何人可比鐵筆鋒
曉諭家戶証奇恩
東海南山壽永生

聖城華人基督教會
主僕 高義明 牧師

我是愛城華人基督教會的第一任牧師，於1996 年4 月到任迄今。在我還未來到Akron, Ohio以前，我們教會還是查經班
的時代，何弟兄早就已經常常風塵僕僕的由Cincinnati, Ohio 來到Akron, Ohio支援講道的事工，所以何弟兄與我們教會
許多元老級的弟兄姐妹有多年老友的關係。
當我來到Akron, Ohio牧養愛城華人基督教會群羊的時候，我們還是維持邀請他每年來講道一次的好友的關係。其實早
在三十幾年前，我還是高中生的時代，就在台北仁愛路循理會教會裏聽到他講道，沒想到幾十年之後，還能夠有機會
與他那麼近距離的接觸，我倆常常一起出入不同的場合情同父子關係。
以往每一次他來到Akron, Ohio愛城華人基督教會講道的時候，我總是遊說他說:何叔叔!你若搬來Akron, Ohio與我們一
同在教會裏配搭事奉，您就不用再那麼辛苦的搭Greyhound Bus由Cincinnati, Ohio老遠的來到Akron, Ohio，請您考慮搬
過來可以就近的幫助我們。每次我這麼一提，他總是以各種的理由來回絕我的提議，直到2005年他又來到Akron, Ohio
講道的時候，那時是住在我家由我接待，一大清早他讀經禱告晨更完了之後，他很興奮的告訴我，主已經指示他，要
他搬來Akron, Ohio與我們一同在教會裏配搭事奉。
於是在2006年的4月1日，我開著我的大箱型車，載著林再恩弟兄及倪麗霞姊妹，一同去到Cincinnati, Ohio 何弟兄的住
處，將他所有的家當放入大箱型車內。何弟兄與我同坐大車開在前面，林再恩與倪麗霞這對夫婦開著何弟兄的小車跟
在後面，將何弟兄搬離了住了三十幾年的Cincinnati, Ohio迎接他的是一群在Akron, Ohio參加我們教會聚會的研究生，
將他的行李搬入已打掃乾淨並傢俱都佈置好了的公寓。
直到2010年的 8 月底，神帶領何弟兄又遷移到加州洛杉磯，在此之前，總共有四年多的時間，何弟兄與我們生活在一
起，活動在一起，聚會在一起，服事在一起，吃喝在一起，歡樂在一起。從他所翻譯及所寫的書，我們得到幫助。從
他所講的道及所作的分享，我們得到幫助。從他幽默及風趣的談吐，我們留下了許多歡笑與回憶。他常常告訴我，他
還能保有赤子之心，就是因為他一直未婚的緣故，他還常常可憐我們這些結婚有家累的人，被許多事務纏身而無法專
心事奉主。他為他所有的一切感謝主，他為他所經歷的一切感謝主，他為他的筆、他的口能被主使用而感謝主，何弟
兄一直是我們愛主、事奉主的好榜樣。
今年的八月份，何弟兄還回娘家到Akron, Ohio來探望我們，沒想到兩次的主日分享與講道，竟是為我們留下了最後的
聲音與身影。再會了!我們可愛的『中央部長』(是頭髮中央不長)，沒有機會再請你去吃『包肥』(Buffet)了，你一直說
請你去吃(Buffet)是『白費』(因為你吃的不多，怎麼樣都吃不肥。)，不論是吃多或吃少，我們心裏都會後悔，或是吃
多了身體不舒服而後悔，或是吃少了心裏不舒服而後悔，可是我們常常選擇的是吃多了身體不舒服的後悔。以後到天
堂再與您一同在主前歡喜快樂吧!
“老頑童! 再見了!”
愛城華人基督教會
宋秉鐳牧師

一個影響我生命很深的弟兄
我叫偌含.2006年嫁到美国Ohio,我的丈夫是一个很爱主的美国弟兄Bill,我刚过来没多久,就认识了何晓东老弟兄.那时,他也刚搬
到Ohio Akron不久. 我们相识没多久,他就成了我们夫妻的好朋友,我今天很想说的是,如果没有何晓东老弟兄对我特别的鼓励和
影响,也不可能有我今天在文字上在教会中的一切服侍. 自何老弟兄鼓励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书之后,从此就一发不可收拾. 我
就一直不停的在写,在杂志,在刊物.尤其在网络………我的文章甚至在一些福音网站里上了点击率最高的排行榜……… 有无数
的读者都告诉我上帝透过我的故事我的文字激励他们更加爱主.
何弟兄常常提醒我,我是一个被神特别分别出来的人,我是一个被神特别恩膏和使用的人,他常鼓励我不要为自己的生活担忧,要
相信上帝,只要我顺服主的呼召,上帝必然看顾我的一切需要.
在他离世前的几个月,他特别回到Akron看望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们. 他那次来就住在我家. 我们朝夕相处在一起半个月,每天都
有灵里的沟通,他把他心中的一切都和我分享.我们一切的话题都离不开我们所信靠的救主,我记得我告诉何老弟兄说: 我甚至
感觉上帝特别把他从辛辛那提带到Akron,就是要透过他来帮助我,挖掘我在文字事工上面的恩赐.
在他离世的那个晚上,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到三个弟兄,其中一个是宋牧师,何老弟兄,另外一个弟兄似曾相识,但不知道是谁, 我
看到宋牧师交给何老弟兄一个东西. 我看到他们在谈天. 我就吃惊的对何老弟兄说:”何叔叔你复活了呀,糟糕啊,我刚给整个教
会发邮件说你已过世啦……“ 梦做到这我就醒了. 第二天早上,我就接到一个从加洲打来的电话,这个姊妹因为收到我的邮件
很吃惊何老弟兄的离世. 然后她打电话过来和我再次求证,她和我分享她也做了一个梦,她在梦里也梦到了何老弟兄,她也吃惊
的对何老弟兄说:”何叔叔你复活了啊,我刚看到邮件说你已过世了呢!....?.” 我们俩做的梦的情景竟然是一样的……..我们俩
都梦到何老弟兄复活了……
何晓东前段在我家住的时候,我们两有交通到关于被主接的事,我记得我问他:”何老你最希望主在什么时候把你接回天家
呢?”他想都没想就回答我说:”现在,此刻!!我最希望主此刻就接我回天家”我说:”啊? 现在?此刻? 不要哦!!我可不要主现在
接你回天家哦,你可不能死在我家啊..........主真这时候接你走了,我还不知道怎么处理你的尸体呢....”他说,那有啥啊,就把我的
尸体往加洲一运就可以了,他还给我说,那边教会的牧师连他的墓地都买好了 ….我们那天有说有笑,说到死就如同说到回家串
门一样轻松..........
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请不要难过,要为何老弟兄感到开心,因为,他正和主在一起享受永远的喜乐和永生............将来我们都会
在天家再见何老的.........
亲爱的何叔叔,我想你也能看到我写的这个邮件吧,请带我们向主耶稣问个好.很羡慕你现在脱离一切的缠累,可以直接看见荣耀
的主! 好好享受你在天堂的美好生活!!将来我们天家再见!
以马内利!
在主里的
偌含姊妹

I think it was early in 2010, Pastor Ho, Pastor Shun and Pastor Huang came to our house to visit me when I had chemotherapy treatment for my cancer. It was a cold day. They prayed for me and my family. They also anointed me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Pastor Ho encouraged me very much. Since then he continued to ask about my situation. I am sure he had offered
his love to many people around him. His love for God and for brothers and sisters will certainly be remembered and missed.
We will miss him very much. We thank God that He placed Pastor Ho among us. That was a blessing for us. We loved him.
The good news is that he is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In Christ,
Guo Li and John Bradshaw

加略山華人基督教會的回憶感言
華人名作家何曉東先生，是一位在聖靈裏敬拜，
在基督裏誇口，和不靠著肉體的真基督徒。
他一生勤奮事奉神的見證，給我留下了極佳美的榜樣。
腓立比書3；3
黃奇光博士
加略山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The Master’s大學釋經學資深教授

是我們的所事奉的恩主，將他可愛的僕人何曉東老弟兄，
如同一份珍貴的禮物，賜給加略山華人基督教會。
在過去一年多與何曉東老弟兄相處的時間裏，我們發現他很多的美德。

他愛靈修：他天天清晨起來禱告，讀聖經和屬靈書。
他愛心靈清潔：他不看電影，不看雜誌，不看報紙，不上網看新聞。
他愛属主的人：他愛牧師，愛同工，愛弟兄姐妹。他不批評人，幾乎不論斷人。
他愛聚會：是主日崇拜，是福音聚會，是查經，是團契，是探訪，他都參加。
他愛讚美：他寫錫安詩歌本，他與大家一起歌唱，也欣賞別人頌讚。
他愛服事：無論是寫作，是講道，是教主日學，是分享，他珍惜每一個機會。
他愛純樸：是喫，是住，是用，他都知足感恩。未曾聽過他抱怨。
他愛準時：他凡事先預備好，不用人等他，都是他等別人。
他愛認真：在為人上、言語上、處事上，都謹慎，不隨便馬虎。
他愛友誼：他保持與朋友交通；他的朋友都是老朋友。
他愛以色列：他相信神給以色列的應許，常常為以色列禱告。
他愛主顯現：他喜歡研究主再來的真理，也活在警醒等候主再來的狀態中。

親愛的何老弟兄，是主的愛尋找你，是主的寶血潔淨你，是主的真理建立你，是主的智慧指引你，是主的能力保護你，
是主的恩典令你完全。如今你已完了世間的本分，歇了世上的勞苦，比我們先看見所信所望所禱的，你是主恩愛的標本。

親愛的何老弟兄，我們不久再相會，再相會在主的寶座前！那時何等喜樂滿足！

主的僕人
黃奇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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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僕何曉東弟兄，安息主懷，天家再見！
我們想念你的時候，就想起希伯來書13：7的話，说：「從前引導你們，傳上帝之道給你們的人，你們要想念他們，效法他
們的信心，留心他們為人的結局」。
是的，你一生服事主，所留下那佳美的腳踪，是我們的榜樣。我們時刻懷念你！
主僕
黃俊華

Dear elder Thomas Ho,
I feel very blessed to know you. I thank God for your life. Thank you so much for writing my mother’s book. I appreciate
very much for your hard work. Thank God that I was able to visit you on Dec.6 2011, the day before you went to be with
the Lord. I know that you are very happy to see our Lord and my mother as well as other saints in heaven. I will always
remember you in my heart.
Love in Christ,
Mary W. Lim

我們敬愛的何曉東老弟兄，為人忠實誠樸，和藹可親，待人接物彬彬有禮，經常笑臉迎人。他篤信基督，畢生愛主愛人愛教
會，又熱衷宣教，並著有很多屬靈書籍，不遺餘力把天國的信息遍地傳揚，拯救了許多失喪之靈魂。他緊記「行公義，好憐
憫，存謙卑的心與上帝同行」的教導，過榮神益人的生活。
何老弟兄終於2011年12月7日午後三時。他比我快一步走完了人生之旅程，歇了世上的勞苦，蒙主寵召，安息主懷。他到神
那裏去，是搬到好得無比的地方。在那裏，上帝要擦去他一切的眼淚；在那裏，不再有死亡，或悲哀、哭號、疼痛的事。
何老弟兄的一生，正如提摩太後書4：7-8所說的：「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
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如今他在天上等候主耶穌那偉大的應許的實現。耶穌說：「復活在我，生命也
在我，信我的人，雖然死了，也必復活」(約翰福音11：25)。
安息吧！何老弟兄，我們在天家再見！
主内
謝佳琺弟兄夫婦

何长老是一个一生服事主的人。他来加略山华人教会时已八十多岁，可他从来没有停止事奉。他除了参加Chino 教会的聚会
还参加在Harada的聚会并分享信息；他还教导主日学；教会要出一本弟兄姊妹的见证集，所有的稿子都是何老弟兄修改校
正。
何老弟兄虽然被主接去，他却给我们留下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他一生写了许多书，其中包括吴勇长老的自传。他永远是我
们学习的榜样！
张谦弟兄
黄玉清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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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親愛的何曉東弟兄已悄然離我們而去,歸回天家,永息主懷. 回想他在我們中間的這段時間, 雖說不是很久,但對他有一份很
不同的感情.茲以以下兩點作為對他的感念.
1. 他一生信靠主,愛主,事奉主.他每天早上約兩點就起床,禱告與主交通,尋求主意,討神喜悅.他一生傳主福音,無論得時不得時,
隨走隨傳.
當他在療養院時,我和明敏姐妹去探訪他,見他雙目緊閉,以為他睡著了,護士說他只是閉目養神而已,因此當他認出我們時,我問
他在想什麼? 他說在向神禱告.我想他就像平常一樣,將自己完全交託給全能的主,並且完全順服主.
2.他像小孩一樣,有一顆純真的心,不矯揉,不造作. 每次我請教他聖經上的問題時,他總是直接了當的回答一語中的.從來都是極
易明白,不會語焉不詳.從來不會使我覺得難堪或覺得自己問得幼稚.因此每次去看他,總是賓主盡歡,有時他還會跟我分享一點
小秘密,有時我也會問他個人一點沒大沒小的問題,他都不以為杵.
我們可愛又可敬的老弟兄走了,剛失去他,我已開始懷念他. 但我知他已歸回天家,安息主懷裡,有一天,我們要在那裡重聚,晝夜讚
美事奉神.
Helen Chiang

親愛的何弟兄：你突然的離去，使我們不捨。你的身體睡着了，你的靈飛上天去與主常在一起。
離此濁世與主同住，享受那永永遠遠的福樂。（帖前4:13~18）
你為神所獻上的將是我們未來的榜樣。
主内
李馮明敏 敬輓

尊敬的 何長老 :
您已經安息主懷, 回到天家 。但我們會永遠牢記您是多麼的愛主, 愛教會和愛我們 。您不向困難低頭, 不被現實屈服 。您有深
遠的學問和寫作知識, 主會記念您的愛和您所做的貢獻 。
安息吧

何長老

Cindy Chen
陳思敏

何长老回天家的前三天，Lucy姐妹带着我和Nancy姐妹去养老院看他。早上十点多到了门口签到处，接待的护士笑吟吟地
说：你们今天可是何先生的第一位访客噢！昨天来看他的人才多呢！我听了心里觉得很温暖。
何长老在美国没有任何家人，一生奉献给主，写下无数主的见证与诗歌。他在地上的最后几年，八十几岁的他一个人住在
Chino的家中。要是常人，一定是孤苦零丁。可是何长老在我们教会德高望重，关心他，想和他亲近的弟兄姐妹非常多。每
个礼拜四和礼拜日，Pauline姐妹都会去接送何长老，还有很多弟兄姐妹去探访他，带他出去吃饭。所以活在主里的何长老
并不孤单，他享受到了主耶稣和教会弟兄姐妹丰丰富富的爱！
Phoeb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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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伯伯離開我們了，雖然知道這只是暫時分開，而且也知道他是去到一個美得無比的天家，在那裏沒有病痛，沒有孤單，沒
有眼淚。但是和他短短相處三個月下來，許許多多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心裏實在捨不得。
何伯伯是一位和藹可親的長者，有著一顆赤子之心，樂於與我們分享他過往的人生歷程，喜愛與我們談有關神奇妙的作爲以
及個人見證，他只要話閘子一開就精神振奮，有時候我們還擔心他是否會累想休息，但他總是說他精神很好。何伯伯是一位
很節儉的人，過去生活也過得艱難，在人生最後一年多終於有了一個屬於自己的房子。但所有傢俱都是教會弟兄姐妹為他預
備的，他所穿的衣服、褲子，就算他痩了幾十磅，褲子真是對他來説太大。但他說只要皮帶綁緊就沒關係了。讓我印象很
深刻的是看到一塊切菜板已經很舊很舊了。但他說那是用了幾十年，從Ohio 帶過來的。他實在是一位生活簡單、樸實的長
者。何伯伯也是一位樂觀的人，他曾經有多年住的環境很不好，很吵雜，但他告訴我們那一段時間是他寫作最多的年日。真
是讓我們佩服，他總是正面看待事情，也是一個隨遇而安的人。
何伯伯雖然年事已長，但仍每天有固定靈修時間，淩晨三點就坐在客廳讀經、禱告、親近神。他實在給我們樹立一個很好的
榜樣。何伯伯原本計劃明年（2012年）秋天想去中國向高級知識份子傳福音。同時也掛念他的兩個妹妹（一個在北京，一個
在上海），極其盼望妹妹們也能得著救恩，享受屬天的福氣。他的一生都在為神的國度努力。更感謝神何伯伯用文字來見證
神的奇妙的作爲。也成爲弟兄姐妹的幫助。
何曉東伯伯真的是一位值得我們敬佩，尊敬的可愛長者。
Brian & Michelle Tsai

何長老的豐富的人生閱歷和堅定的信仰, 讓他活出了精彩的基督徒人生, 主必紀念他的辛勞! 何長老的見證和教導, 也必永存
我心~~
Pei Pei

我們敬愛的何長老已安息主懷, 真是無限的思念 。聽牧師說何長老回天家時沒有一些病痛, 就如同睡著了一般安詳 。
記得幾星期前我和他老人家有一些簡單的交談, 我把所寫的見證交給他 。 何長老還誇讚我的字寫得工整, 我說: 您太客氣了,
您可是第一個誇讚我字的人 。雖然只有簡短幾句話, 但我深深感受到他老人家是一位喜樂並且愛主的弟兄 。今天他已回到天
家, 我們不是傷痛而是思念與不捨 。
Queney & Andrew

何長老：
我們很想念你，想你那對神執着真諴的臉，想你那對神無邊無際的愛，懷念你在甘泉季刊上的金玉良言，更懷念你的
見證和分享，認識你真好。願永遠的喜樂在天國伴著你！
永遠愛你的
慧楨和英妹

Even though we did not know Brother Thomas for very long, he was a blessing to our lives. His passion for Jesus was real
and obvious. Brother Thomas had a positive outlook because he knew Jesus. The last time we saw him, his spirit was high
and looked forward to moving back to his condo again. God had a different plan and now he is with Him in Heaven. The
books he has written will be his legacy. May they be tools sharing the Gospel of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around the world.
George 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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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Thomas何弟兄是二年多前的事。當時他計畫搬到加卅來，在電話上請我們先幫他找房子。看了email給他的一些資料，
不久他就訂了機票，從俄亥俄卅飛過來買房子。不像大多數找房子的客人，Thomas弟兄非常不挑剔，十分容易知足，最後
選了一棟離教會最近的condo。他說從來沒想到上帝還會讓他在這把年紀第一次擁有屬於自己的房子, 為此他十分的感恩。
搬過來之後，老弟兄每個禮拜都和我們一起在教會敬拜主。他愛主，傳福音，用他寫作的恩賜服事主，並在教會參與，關心
各樣事工及活動，也鼓勵弟兄姐妹全心信靠主，他是我們的好榜樣，也是許多弟兄姐妹生命中的祝福。
記得有一次和老弟兄談心，知道他和我父親一樣年紀，心裡就有一股特別的親切感。今年教會要出版一本弟兄姐妹的見證
集，Thomas老弟兄還幫忙我錄下帶父親信主的經過，並執筆編寫這篇文章，我心裡非常地感激，求主記念他的愛心。
一個多月前老弟兄在家裡摔了一跤，當時George和我正在教會附近，趕到老弟兄家時，他仍然倒在地上，從那時起，他的
身體狀況似乎就急速惡化，不久就進了醫院，後來又住進了療養院。雖然如此，感恩節去看他的時候，他的精神，心情各方
面看來都很好，似乎也很喜歡時時有人照顧，也每天有許多弟兄姐妹探訪的生活。
聽到老弟兄突然回天家的消息，我心裡雖然很捨不得，但想想他是這樣快速，沒有受到任何痛苦的被神接走，其實真是有福
氣！我知道何弟兄現在已經在天家，享受與主同在的喜樂，作工的果效也跟著他，真是為他感恩！也求主繼續使用何弟兄所
寫下的書，詩歌，及他生命的見証，能帶領更多的人來認識主!
Sandra Chen

送別了，何老！
〝愛要即時〞 是我對何老回天家心中最大的一個感觸。感謝主的恩典，興起各個弟兄姐妺的愛心，讓我們有機會陪他老人
家走完人生的最後一站。
看著冰箱中的牛尾，心中很惆悵，本來答應何老下一鍋湯將燉牛尾湯給他喝，但因自己重感冒，心想不要傳給老人家才是，
如今卻再也沒機會了。何老很喜欢喝湯，第一次燉鷄湯給他喝，他一口氣連喝四大湯碗，我嚇一大跳，一直追問〝何老，你
行嗎？〞他說“可以的，因為我愛喝湯！”，這才興起我燉湯給他喝的念頭。每次去，何老就告訴我誰去看過他，他說整個
養老院就他的訪客最多，看得出他心中對弟兄姐妹們的感激，不勝言表。他說他被侍侯的有如一個“總司令”一般，我說不
對，因為總司令還要指揮作戰，而你卻可以什麼都不做，他說：對！我想我是個太上皇，說完，自己哈哈大笑！這就是我們
的何老，充滿赤子之心，且滿心的感恩。
其間，讓我更發讚嘆主的作為的是，前個禮拜，天氣轉涼，我看何老做複健時，腳上祗有一雙襪子，我就去幫他買了一雙毛
鞋及一件夾克，而二件東西，一幫他穿上，尺寸正好，他也非常喜歡，連醫護人員都跟他說，非常合適，出了養老院，回
公司的路上，我心中祗有大喜樂，及不盡的感恩，並讚嘆主的全能，覺得祗要主興起的工，神 必將合適的人，在合適的時
間，放在合適的地奌，去成就祂的大事。讓作為衪兒女的我們，在衪的愛中，時刻體會“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
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看著弟兄姐妺間，順著聖靈的感動，按著神 放在個人心中的一份愛心，大家輪流的去看何
老，讓祂老先生走的如此的安詳，這不是神 給我們大家的大恩典，是什麼？人在神 面前真是沒什麼可誇口的。
神 將何老從俄亥俄州帶來加卅，又將他人生的最後一站，托付給衪最有愛心的僕人Joseph牧師家中及加略山大家庭，牧師
視何老如自己父親般的照顧，外人看來，是一份重擔，可是牧師卻以神 的一份恩典對待，更是另人感動，而牧師看到弟兄
姐妺之間的愛心，相信心中也頗感安慰！何老走得如此的平靜，乃是神 賜下的一份平安在他心中，更讓我們心中感謝，作
為祂的兒女，是多麼的有福！也同時為那還未得救的靈魂擔憂，有多少人還沒聽過這福音呢？何老打了一場人生漂亮的一
仗，而我們呢？前面的路求神 继續代領。我祇能說，我以感恩的心送走何老，以儆醒的心迎向未來。更謝謝主讓我們在祂
的愛中成長。
在主愛裡
Lily Chang

加略山華人基督教會的回憶感言
每主日崇拜之前都看到您坐在教會大廳的沙發上，滿臉笑容。我一經過就很喜歡與你談話。每一次我提到某某牧師您都認
識。您用神給您 “寫作” 的恩賜來事奉神。幫助了許多的牧長們出版了屬靈生命見證書籍，留給我們後輩有眼福來閲讀及
學習。謝謝您送給我“從夢裏出來”這本書。從這本書，我們更認識您是活在主的旨意裏。
11月4日您雙腳無力，住進Nursing Home，幾乎每天教會的牧長與弟兄姐妹都輪流去看您。您感到很溫馨，很得寵。感謝神
的恩典，給加略山華人基督教會眾信徒有這個福分陪伴您走完您人生的最後旅程。願我們對您的愛是在基督裏有根有基並還
要在主基督裏繼續長進。
自從您來到教會，每一項聚會您都參加並默默地支持，也在Eastvale福音聚會證道。我們所認識會用電腦的人中，您是最年
長的一位。您那活到老學到老的精神與熱愛服事主的精神留下給我們很好的榜樣。
您雖然在世一人獨居，如今您被主寵召，囘到主的懷抱，永永遠遠與主同居，是多麽的有福，是好的無比。
何長老，我們想念您，必有一日在天上相會！
盧嘉瑜弟兄
吳麗珠姐妹

何長老：世上的120年終究過去了。因著你的“信念”可以安息在主懷。多美！
Lucy Chen

何曉東老弟兄，
感謝神使用你向我們述說并傳揚出我眼睛未曾看見，耳朵未曾聽見，心中未曾想到的耶和華榮耀的知識。讓我們滿懷期望地
迎接這新的一年時永遠懷念你。
主内同工
孫海潮

星期四的查經聚會和星期天早上的禱告會，使我們與何長老從陌生到熟識。
何弟兄，請在天家安息，我們思念您。
Andy & Joanne Peng

我第一次与何老弟兄相遇是在上海的一个家庭聚会。那是约在1995年的时候，我刚信主一年。何老弟兄和我们分享神的话语
并且鼓励众人。事隔15年，我有幸在2010-2011年和何老弟兄一同在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配搭服事主日学。何老弟兄用他一
生的经历和见证激励大家，使我们领受到属灵的福分。他也亲手赠送给我他个人的见证“从梦里出来”。如今何老弟兄蒙召
回到天家，作工的果效也随着他。愿神厚厚地赏赐他，并借着老弟兄所写的书继续赐福给弟兄姐妹们。
主内
许徐平

很榮幸認識何曉東老弟兄，有機會招待他到我家小住。他給我的印象是“真＂：一點不虛偽，事神以忠，待人以誠；生活樸
實，不求名利；認定耶穌，一生跟隨；實在是我們應當效法的好榜樣。
主內
莫世淳敬輓

悼念何曉東長老
何曉東弟兄是我的老友, 他一生事主從不言倦. 文字方面, 著作等身. 如今他先我而去, 但願他的言教, 身教與筆教, 能夠久存, 使
教會及信徒繼續蒙受教誨榮神益人, 是以為禱.
王永信
敬寫
神的忠僕，我親愛的主內弟兄同工，何曉東長老已安息主懷，這消息傳來，正是我在7日晚用餐時,突接洛省加略山華人基督
教會黃奇豐牧師電話稱：何曉東長老於當本日下午3時去世了，聞悉之下甚覺愕然，因我四天前還和他在電話中暢談，他精
神很好，對我說：健康有進步，意味著不久可出院，想不到四天后他就走了，黃牧師稱：他走時非常安詳，毫無痛苦的到主
那裡去了，我聽聞之下，當時雖覺難過，但又為他歡喜，難過的是失去世上良友，我與他相識約20多年，我們常在電話中暢
談，我9年前初辦甘泉季刊時，他大力支持，供應我許多寶貴資料，如今突失良友，心甚黯然。歡喜的是一位85歲的老人,在
無病痛中很短時間就毫無痛苦地停止呼吸,這實在是難得的福份,我今年已93歲,我懇求上帝也給我這福份。
何長老為人謙虛和藹,熱心事主,海內外到處宣教,他也是教會中一位有名的作家，曾著作及翻譯各種屬靈書籍逾200餘冊,我們
甘泉季刊幾乎每期都有他的著作。他今離去不單是我失去同奔天路的良友，也是教會失去一位靈命豐盛更是在文字工作上有
恩賜的 神的忠僕。他現在在天上享受天國的福樂，我們有一天也必與他在天上再相見。阿們！
甘泉福音社
孫約西敬輓
他回家了
昨晚刚进家门就接到一个电话：“何老师走了，你要不要为他写点什么东西？”
“哪个何老师？我认识吗？”
“就是上次从美国过来，在你家住过何老师，他昨天离世了，你写点东西吧，纪念纪念他！”
“美国来的何老师，我还是不明白……”
“哎呀，就是何晓东啊！”
何晓东？我确实是叫过他“何老师”的，不过仅仅一次就被他更正了：“在主里我们是弟兄姊妹，叫我何弟兄吧，我没什么
过人之处，不可以当人家老师的……”几个月前又给我打电话说：“我现搬到加州了，这里气候好，我要重新计划一下自己
的人生：以后我平时就安安心心地工作，每两年去一次中国大陆……到厦门还住你家哈！你的油豆腐炒豆芽做得还不错，但
是牛肉总是炒得太老，等去的时候我再教你……”油豆腐炒豆芽是他2007年来厦门的时候他教给我的。那一次他在我家住了
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他终身未婚，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一生共写了200多本书……”接待他之前人家是这么给我介绍他的。因此我以为自己会
从他身上学到信仰的方法，或写作的窍门。没想到离开厦门那天送他去机场，我跟他说的话却是：都说你是一个为信仰奉献
一生作家，可是你教给我的本领竟然是油豆腐炒豆芽！
住在我家的那一个月时间里，我确实没有看到他跟普通的基督徒相比有什么过人之处：不过是吃饭、睡觉、聚会、查经、祷
告而已；比其他基督徒不如的是，他还常常让我“下不了台”：为什么要请我为你祷告，你自己不会说话吗？难道认为我在
神的面前面子比较大，说话比你管用啊！他说，“信仰是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除了用心追求和维护之外，没有现成的方法
好学；至于写作嘛，有话要说的时候把它写下来就可以了，它没有围墙因此用不着找门，更用不着找窍门……”你这次什么
都不肯教我，就不怕下次来厦门的时候我不接待你啊？他说：“不怕，你不是学会自己祷告了吗？明年我还来！”
结果他第二年没有来，第三年、第四年也没有来。从俄亥俄州搬家到加州之后又跟我说：以后我每两年回一次中国大陆，还
住在你家。因为我也搬家的缘故，我还常常为他来厦门的事犯愁：七楼没有电梯，年过八十，又有小麻痹后遗症的何弟兄爬
得动吗？他爬不动的话我们要想什么办法才行？按理说，他不来的话我的负担就没有了，可他离世的消息却让我感觉怅然若
失：他的人生计划还没有来得及付诸实施，怎么可以现在就走呢？对方在电话里说，上帝叫他这个时候回家，恐怕有祂的美
意吧！
哦，回家！对方的话让我我忽然想起住在我家的时候我跟他的一段对话：我问，你年轻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找女朋友成家？
他说，年轻的时候确实想过，但50岁我放弃了成家的想法，因为神很清晰地启示我，我的家在祂那里……我说，五十而知天
命，可见这话是有道理的。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自己没有孩子，等再老一点，行动不方便了怎么办？
他说，再老一点就回家呗！不管多老，不管有多少困难，回到家里就自在了！……
想到这里我如释重负的呼了一口气：他不是死，而是回家了。他卸下了世上一切的劳苦愁烦，此时此刻正在家里自在呢！
厦门
朱玉前姊妹

「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的；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
“For I am already being poured out as a drink offering, and the time of my departure has come.
I have fought the good fight, I have finished the race,
I have kept the faith. Now there is in store for me the crown of righteousness, which the Lord,
the righteous Judge, will award to me on that day;
and not only to me, but also to all who have loved His appearing.”
~ 提摩太後書4:6-8；1 Timothy 4: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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