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之五 監牢記愛

農曆年假期裡，兒童村的三十位孩子大部分都囘家渡新
春。留下的祇有三位同工和三個小孩子，其中有一對是
兄妹。雖然人少，但他們囘帶給我們一個特別感人的見
證。

原來，這對小兄妹在假期裏到了福州市，由當地一位滿
有愛心的弟兄招待他們。這位弟兄還帶過小兄妹到監獄
探望坐牢的媽媽。

他們進去時，看見一位身穿灰色制服的女人，背著他們
站囘，好不願意被看見似的；可是這兄妹囘人卻立刻跑過
去，囘沒有見面多時的母子三人便緊緊地擁抱大哭。身旁
陪伴的院長、同工甚至監獄裏的官員都感動落淚。

官員們看見我們兒童村的愛心都滿心感謝，都說人間還
是充滿有愛心的人。讓我們一同的為這感人的見證感謝
神！

農曆新年

他們探望媽媽去

本文節錄自一封寄給中國兒童村支持者的信，由基督教
角聲佈道團中國兒童事工委員會於二零零六年二月十日
發出。小小的一件事，叫人難過，也叫人感動，但卻說
明了兒童村事工的價值和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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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粒麥子，若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
就能結出許多的子粒來。

三明市華恩兒童村的建立，即說明這個不變的真理。

我們深信，所有曾經埋在這地裡的愛心與奉獻，不單成就
了一個可以讓兒童們歡樂成長的地方；而在其中生活的每
一個孩子，也將會成為滿有生命力的，足可讓千萬人蒙福
的麥子。

求天父祝福那些投身在這兒童村工作的人，賜他們如此信
心，相信薪火相傳，所撒下愛心必不落空，所付出的勞苦
永不徒然。

               --- 摘自角聲基金會勞伯祥牧師開幕講辭

一粒麥子不落

在地裏死了，

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

結出許多子粒

來。

約翰福音

12:24

勞伯祥牧師在華恩兒童村開幕時，引用了約翰福音12:24， 
一粒麥子的比喻。

如果麥子不死，就不能結出子粒。如果要多為主結果子，就
要多為主擺上，多作捨己；越多燃燒自己，就越能照亮別
人。

眾多弟兄姊妹為兒童村的付出，讓我們看見麥子結出子粒的
果效。角聲的下一個目標，就是延續兒童村的使命，在龍岩
部署第二個兒童村。但願我們繼續記念這粒麥子，為這粒麥
子禱告。

一粒麥子兒童村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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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心靈 改變生命

  《號角》
       高奏18 載
1988年三月，一份帶著關懷社區，傳播福音使命的報紙，
在紐約市出版。這份每月出版一次的報紙，與讀者平常所
讀到的報紙有著極大的分別。它就是《號角月報》。

這份月報，由美國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編輯、印刷、發行；
於每個月初在不同的地點免費派發，不收分文。

它的內容，環繞著與華人的日常生活，與民生息息相關；
而最重要的，就是透過各項問題，將基督教的信仰和價值
觀表明出來。所以，號角並不說教，卻處處都是福音。每
期號角，內容多樣化，有專題探討，新聞評論、人物訪
問、生活專欄、文藝小品等，都直接或間接地指出聖經是
真理的基礎，耶穌基督是人間唯一的希望。

九十年代發展不同地區版
《號角月報》面世不久，即受到廣大讀者及社區人士的歡
迎。讀者反應之佳，令角聲同人深受鼓舞。九一年五月，
《號角月報》贏得了基督教文字前輩的嘉許，並獲嘉許及
鼓勵向全北美發行。

此後，《號角》不斷提升內容質素，增加印行數量，並且

編印
超過20版本   

發行
超過44萬份

《號角》的口號是「號
角成知己，天涯若比
鄰」。圖為創刊十五周
年特刊的頭版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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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應美國各地的華人需求，將發行網一再擴闊至美國的各
州各市。

1992年，角聲佈道團的事工發展，進入了加拿大，而《號
角月報》加東版亦開始在多倫多出版。其後，加拿大的溫
哥華，又出版了加西版，讀者群概括了加拿大的由東至西
的版圖。現時，加東版《號角》，每期另加上渥太華專頁
及滿地可專頁，發行網分佈加東加西加中省份。

同年，《號角》在加州洛杉磯，開創美西南版。其後的九
十年代，又先後在美國三藩市發行美西北版、在賓州發行
費城版、在德州發行德州版、芝加哥版、中大西洋版及紐
英倫版等。

美國及加拿大各大城市都有了各自版
本之後，《號角月報》又進而發
展至歐洲及中南美洲。

2002年，香港版《號角月報》創
刊，發展更上一層樓。

今日的《號角月報》，發行網已趨
於世界化，每期全球印行總數共達
442,000份。單在美國已經有七個版
本，加上加拿大、中南美洲、香港、
歐洲等，再加上一些與當地合作的刊
物，號角一共有二十六個地區版。

每一版本的《號角》，內容都各有同
異之處，原因是各地華人讀者都有不
同的生活所需，地域環境相異，促使
《號角》發展成切合當地需要的福音
性讀物。

辦報動機與讀者交個朋友

回想當年創辦《號角月報》之時，勞伯祥牧師憶述說：
「當年傳福音，最常用的方法，就是走上街頭派發福音單
張。自己曾經決意要在一年之內派出單張一萬張。後來發
覺，單靠一小撮人用手傳的方式派單張，所費的人力和時
間，都不合化算；於是就有了把福音單張轉化成報紙的構
想。」

這是1993年的《號角月報》，雖
然沒有華麗的彩色外衣，但是，
內容關注社會需要，透過社會關
懷及問題探討，而傳達福音訊
息。這個當年創辦《號角》的理
念，至今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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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念頭，結果孕育了《號角》的誕生。

勞牧師說：「十八年前的某一天，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的董
事們，在法拉盛周道輝醫生的家中舉行董事會，並作了一
個完全憑信心的決定，要出版一份向社區朋友表達關懷的
福音報紙 ---《號角月報》。」

他又表示：「我們出版《號角》的動機很簡單，主要是要
與讀者們交個朋友，藉此把基督教的信仰傳播開去。所
以，在《號角》中，我們無所不談，談國家大事，家庭瑣
事；談感情，談理想，談信仰。其中的生活資訊，是想豐
富讀者的生活；『愛心匯點』則是希望可以像朋友般彼此
互相幫助。最終目的，當然就是要讓讀者接觸福音，認識
耶穌基督，從而得著救恩。」

《號角》的這個辦報理念，十八年來一直堅定持守，未嘗
偏離，在福音的傳播軌道上，不斷勇往直前。

絕不轉載文章用愛心寫成
《號角月報》於每個月初編印妥當，立即於各地的發行
站，由義工們派送到當地的華人社區。約有半數的報紙會
在一些特定的商號放置，方便讀者取閱。有部份會經由教

會派發；也有一部份由義工在街頭派送。此
外，以郵寄方式，送遞到各地讀者手中的，
為數亦不少。

《號角月報》的特色之一，是所選用的稿
件，有部份自行採訪撰寫，亦有部份來自忠
心於神的作者。他們都是熱心於文字聖工的
一群，當中包括了信徒和牧者，全部都是以
愛心義務為《號角》執筆撰稿。《號角》的
文章，絕不轉載，每一篇都是最新創作，有
一定的內容和水準，可讀性甚高。

《號角月報》的主編周簡艷珍，在角聲事奉
經過了十八年的悠長歲月。她從創刊時由義務記者開始，
到接掌主編職務，一直忠心耿耿，帶領著《號角》走過蓽
路藍褸的年代，進入了今日號角的世界版圖。

她表示：「《號角月報》是個奇蹟，也是個愛的故事。
《號角》的內容，是以全人關懷的形式編製。為了確保每

創報之初，篳路藍縷，弟兄姊妹懇切
祈禱，求神托住號角月報的事工。十
八年來，證明神一直讓祝福臨到《號
角月報》之上，臨到讀者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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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文章都是作者用愛心為讀者而寫，
號角於創刊時已訂下了『決不轉載』
的條例。」

這個由愛開始的故事，把每一個主角
都藉著愛而連成一體。不但是編者、
作者、讀者之間的愛，還有的是讀者
與讀者之間的愛都流露了。周簡艷珍
說：「讀者的愛心，給我們很大的鼓
勵。讀者們都很支持《號角月報》的
『愛心匯點』，以金錢幫助『愛心匯
點』的主人翁，讓他們重新站立起
來。這都是讀者們的愛心果效。」

搶救靈魂叫被囚者得釋放
號角成知己，天涯若比鄰。多年來，《號角月報》與讀者
之間已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號角》亦潛移默化地發揮了
廣傳福音的作用。經常，都會有一些讀者，把信寄到來不
同地方的《號角》，表示他們都得著了《號角》的幫助。
有些人甚至直接打電話來，或查詢資料，或讚揚內容，或
提供協助。有些信件，甚至來自地球上一些偏遠的地方，
更有一些函件，來自囚困犯人的監獄。

《號角》的讀者，百分之八十以上是非信徒，不少讀者都
對號角表示讚賞，甚至有一些尚未信神的讀者寄來奉獻。
他們當中，有人因為《號角》流露於字裡行間的關懷真情
真意，而改變了他們對基督教的觀
念；更有人寄回信神的決志表，願意
接受耶穌基督作他們的救主。

這就是《號角月報》同工及義工每期
辛苦擺上的工作成果。編刊一份報
紙，過程殊不簡單，由採訪、撰稿、
約稿、打字、設計、製版、印刷，以
至派報、運送、郵寄，都需要大量資
源。《號角》沒有基金，沒有固定的
長期支持，一切全賴仰望神的供應，
每個月幾乎都是從零開始。但是，
每一位《號角》同工都懷著感恩之情，信心充盈，精神抖
擻，以文字的方式，把福音的號角吹得更響亮，傳得更
遙遠。

每期《號角月報》，
都會在街頭、酒樓、
超市、商店及教會等
免費派發，播送福音
種子。

《號角》能夠廣傳，就靠著許多
無名的義工，不辭勞苦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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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東版(紐約)

美西北版(三藩市)

號角月報，每月出版超過二十個不同的地區版本。每一
版本，都是為了因應每個地區的社會狀況及讀者需要而編
印。單在美國的不同州市，已有多個版本，何況號角還有
加拿大版、香港版，以及「不稱為號角的號角」。本刊特
別找來不同版本的號角，讓你看看它們的異同之處。

第 1 組： 
  外表無異 內裡有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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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同之處：
四份號角，都同是今年2月出版，專題都同樣是
「憂油生活」。開度一樣，大小與一般報紙相若。
版面設計一致，同樣採用右揭式。

相異之處：
美東版(紐約) 發行 55,000份 出紙18頁

美西南版(羅省) 發行 36,000份 出紙20頁

美西北版(三藩市) 發行 30,000份 出紙20頁

德州版(休斯頓/達拉斯) 發行 38,000份 出紙12頁

以上各版，由於出版地點不同，所以打開首頁之後，裡面的
內容都各有特色。每一地區版都加入本地的色彩，例如當
地消息及活動、人物見證等，迎合當地讀者口味所需。

美西南版(羅省)

德州版(休斯頓/達拉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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