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勞伯祥牧師

曾有人講過這樣的一段話：當我們努力地攀上高山時，不
要忘記回一回頭，向正在辛苦登山的同伴微笑一下，讓他
們得到鼓勵：並且知道，原來前面的路並不是那麼辛苦；
登上了高山，原來是那麼輕鬆愉快的體驗。

在每日的角聲事工中，我常聽到很多動人的故事，大部份
是同工們的親身體驗，在聚會中分享出來，有些來自受惠
者的心聲，或是旁觀者的嘉許；這些，常使我深受感動，
但卻很少被記錄起來，殊為可惜。

當愛主的馬利亞打破玉瓶，把香膏倒在耶穌身上後，門徒
們議論紛紛，但主耶穌卻明明地吩咐當時的人，將來往普
天下傳福音時，千萬不要忘記述說這女人所作的事。

深盼「角聲情」能做到這一點，把在「角聲」中間發生
的許多「情」事分享出來，相信必定可以成為後來者的鼓
勵；而這對於看來很不容易的佈道工作而言，是十分重要
的。

但為什麼是發生在「角聲」中間的事？理由很簡單，因為
真正動人的事，應是那些我們親自體驗過的事；而且，一
定是那些「平常」，又是「恆常」地發生的事。那些偶然
一現的好人好事固然珍貴，但我們更珍貴那些全然投入，
每日默默作工的同工及義工們所作的一切事。

此外，我們把範圍定在「角聲」事工內，也是因為讓同工
及義工們彼此更能共嗚，更得鼓勵。就寫這文章時，有一
義工走過我的身邊，她清早就到，連續三個小時，盡心盡
意的教導街坊英文，完結後，她還為一位同學作私人補
習。因為午餐時間過了，我問她要喫什麼？她卻「微笑」
著說：「不用，我正想趁機會瘦身呢！」

微笑一下微笑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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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旨
結合社會關懷及佈道，領回圈外的羊。
在各地華人社區中，建立一個完整清晰
的基督徒見證；以堅定的信仰、愛心的
關懷，活出聖經的價值觀。

精神
了解社區大眾需要：以回應社區為設立
         事工的考量。
深入各階層傳福音：以社區為獻身的
         祭壇。
聯合教會達成使命：謙卑地成為一條連
         繫教會卻隱藏的線。

我們憑信心勇往直前，進一步海闊天
空，靠著主在這個年代，建立無領域限
制的事工。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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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建省中西部的三明市，在一個山坡之側，矗立著一座
新蓋建築物，外觀說不上豪華雄偉，但卻散發著一種實而不
華的氣度，簡約之中顯出高潔之風，平實中見出剛毅之勢。

踏足其間，你會聽到孩子們的嬉戲聲、歡笑聲。再往內走，
你更會見到一張張純樸無華的臉孔，綻放著天真未鑿
的笑容。這裡就是「三明市華恩兒童村」。在樓高三
層的建築物裡，有禮堂、宿舍和餐廳，是國內一些特
困兒童的安樂窩。

[ 感恩奉獻 ]  
       兒童村在主內落成

這個兒童村，於去年八月初步建築完成，
並於去年十二月三日舉行落成典禮。當
日，三明市政府的要員和領導，美國角聲
基金會的勞伯祥牧師、李吳淑儀、陳明植
等，與香港華恩基金會的原樹華等，為數一
百八十名來自美國、香港和中國本地的嘉
賓，都出席了落成典禮，見證主的恩典。

之一 建村記恩

奧圖

              安樂窩見證神恩

兒童村的小朋友，與院長及
愛心姐姐等，都為落成典禮
而高興，充滿喜樂。

啟用半年兒童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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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其實是一個感恩奉獻
禮，因為兒童村是美國「
角聲基金會」與香港「華
恩基金會」合辦的一個大
型計劃。本著耶穌基督愛
人的教導，為中國國內勞
教人士子女及流離失所、
無依無靠的特困兒童，提
供一個充滿愛及身心靈都
得著照顧的家。

誠如基督教角聲佈道團董事會主席李吳淑儀在開幕禮中指
出，兒童村的口號是「激發愛心，尊重生命」。這些特困
兒童，徘徊在被社會遺棄的邊沿，他們都需要活出生命的
尊嚴，獲得接受教育、開拓潛能、培養優良品格的機會，
使他們長大之後，能夠成為對國家有貢獻的好公民。

[ 恆切禱告 ] 
      工程未受大雨阻延

負責這個計劃的角聲兒童事工義務總監陳明植
說：「計劃早於二零零三年初開始探討，經過多
次與當地政府，不同部門磋商研究，並多番親臨
內地覓地視察，最後選定了三明市的現址。」

這個計劃，由市政府撥出土地作兒童村院址。所
在地的原址是三明市福利院，鄰近有幼兒園、小
學及中學。兒童村計劃的主要設施，包括：新建
道路及搬遷原福利院、興建兒童及員工宿舍樓、
食堂講學綜合樓、辦公圖書綜合樓，另外還有第
二期的兒童宿舍樓。

計劃進行所牽涉的範圍廣泛，包括與城鄉規劃設
計研究院及三明市福利院協商建院細節、與教育
局落實兒童的學業安排等。為了落實執行計劃的
推展，一個籌建委員會因此成立，並由市民政局
推動和監察建院工程。

參與計劃的角聲兒童村委員黃鍾小玲說：「工程
進行時，正值雨季，不巧又遇上了百年罕見的大
雨。連綿的滂沱大雨，叫人擔憂工程會受到阻滯
而延誤。當地的工程人員也警告說：『如果再

兒童村啟用，當地傳媒爭相
報道，成為當地矚目大事。

勞伯祥牧師(左)、原樹華(中)、李吳淑儀
(右)蒞臨主禮，小朋友夾道相迎。

角聲同人出席兒童村感恩奉
獻豓禮，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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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雨便要延期。』不過，我們回答說：『我們相信一定會
做得成，因為我們天天祈禱。』靠著眾人的信心，恆切禱
告，施工期間，晴空豁然開朗，工程進度未受影響。當我
們將這個禱告的見證，向尚未認識神的當地工程人員分享
時，他們都沒有抗拒，並且非常留心地聆聽。有人更私下
表示接受我們所說的。這真是令人十分鼓舞。」

[ 神愛顯明 ]
      兒童成績突飛猛進

去年八月，兒童村已收取了三十名兒童，並於九
月初上學。今年二月，又再加收了二十多個新孩
子。他們都在這個新環境中，開始了新的生活。
兒童村裡的事工，有院長和副院長的帶領，並有
愛心姐姐的幫助，在生活起居方面給予照顧。膳
食亦有專人負責，以營養均衡的餐膳，讓小孩子
的身體得以健康成長。此外，院方又請來多位老
師，替這些有特別需要的孩子補習。

陳明植表示：「兒童村不設學校，他們會像其他孩子一樣
到市區學校上課。下課囘後，由我們的愛心姐姐看管他們做
家課，學英文，音樂和電腦等功課。中國政府規定不能向
十八歲以下的孩子傳福音。我們會用愛心關懷他們，也讓
他們學習愛心功課，將來也成為有愛心的人。」

村內的愛心姐姐和廚師等工作人員，每日都有早禱會，又
有查經時間，他們現正在讀《箴言》，聽得很留心。他們
的靈命，正在與日俱增。

兒童村環境清幽，還有雅緻
花園，休憩小亭，為小朋友
創造了幸福的安樂窩。

李吳淑儀與天真爛漫的小朋
友合照，歡笑寫在每個人的
臉上。

之一 建村記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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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初辦不久，住院的兒童在各方面都已表現出長足的進
展；他們的品行和學業都進步神速。

黃鍾小玲表示：「有些兒童，進院時的學科成績，分數低
至只得十分，現已能拿到七十分以上。在待人接物方面，
他們也比以前更有禮貌，更懂得互相尊重。我相信這是神
愛的顯明，叫他們得著改變。事實上，一些尚未認識神的
當地人，看見了我們的言語行為，都知道基督徒與其他人

有所分別。當地很多人都知道有我們這一個兒
童村，也曉得是基督徒辦的。我們的表現，正
是一個合一的見證。」

[ 支持代禱 ]
      為新計劃帶來曙光

談到未來的發展計劃，陳明植說：「其實，三
明市華恩兒童村，是角聲基金會與華恩基金會
合作計劃的第一部份。計劃的第二部份，就是
興建第二間兒童村；落成後，將會以「角聲」

命名。現時，第二間兒童村的興建計劃亦正在緊密籌備
中，地點已預定在福建省南部的龍岩市。兩個兒童村計劃
的建築費用及頭三年的運作費用是一百二十多萬美元。直
至目前為止，角聲和華恩從不同的籌款渠道中，已共籌得
了七十多萬美元，尚欠款項五十多萬元。」

目前，兒童村設立了一個名為「守護天使」的助養兒童計
劃，就是希望一些樂意支持兒童村的人，成為守護天使；
只需每月捐獻三十五美元，便能資助一位兒童的生活費
用。守護天使會定期收到孩子的成績報告表和助養記錄，
將孩子的現況一一報告。雖然現時已有守護天使八十多
名，但是距離五百名的目標仍然遙遠。

  兒童是社會的未來棟梁。這些特困
孩子們的明天，就掌握在今日我

們的手裡。我們每一份的
支持和代禱，都能為

他們的將來，帶來
一線曙光，帶來

一個新生。

守護天使
  助養兒童計劃

只需每月捐獻

    US$35

小朋友有機會參與各種
有益身心的活動，在村
內健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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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二 行程記實

陳明植

兒童村之旅雋永難忘

因 囘為中國兒童的慈善事工，我和幾位弟兄姊妹，於二月
中旬再到三明華恩兒童村一行。我們此行，主要是幫忙院
務，並且探望新來的二十多位孩子。

第一天晚上，我們給孩子們放映卡通電影、為學業成績優
良的孩子頒發獎品，又送他們每人一份小禮物，讓他們開
心大樂！ 

第二天，我們在兒童村忙了一天，晚上原定由我們宴請當
地官員，但陳麗娟院長說，人大楊主任堅持要請客。我們
乘計程車前往三明飯店，車開進飯店車道時，已經看見旗
海飄揚。原來這幾天，正值人大會議在三明市舉行。他們
把三明飯店所有的房間定下了，難怪三明飯店沒有房間給
我們住，只能住到三元飯店。

人大代表親自表揚

當夜的宴會，同席的有人大代表楊主任、人大常委陳主任
和民政部林副主任。酒過一巡後，楊主任開始講話。他說
三明華恩兒童村的成果，已得到三明市各政府部門和社會
各界的認同，特別是東霞小學（兒童村孩子們入讀的學
校），他們的關愛得到了特大的回報，就是由「角聲‧華
恩」基金的資助，教學器材得以更新。

本文作者陳明植親赴兒童村探望，與小朋友一同用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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