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西版

加東版

第 2 組： 
  資源互用 西東各不同

相同之處：
這是加東版及加西版號角，開度一樣，大小與一般報紙相
若。版面設計相似，同樣採用左揭式。

相異之處：
加東版 (安大略省/魁北克省等)
 發行 46,000份 出紙20頁

加西版 (卑斯省/阿伯達省等)
 發行 30,000份 出紙16頁  

版面設計略有不同，內頁加入本地的特色的人物專訪，新
聞時事，當地消息等，具有當地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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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組： 
  創刊號角
 今日勝當年

相同之處：
只有少數相同之處，就
是同名「號角月報」，
免費贈閱。

相異之處：
美國版創刊號於1988年在紐約出版，伸出友誼之手關
懷社區，開宗明義以與讀者交朋友。加拿大版創刊號
於1994年在多倫多出版，以當年最熱門的移民潮為
主題。

美國及加拿大的創刊號，都是黑白套紅，以報紙紙質印
刷，出紙12頁。報紙為傳統的左揭式，內文亦以直排
為主。

香港版於2004年首刊，當時，社會人心不穩，號角以
「香港有希望」為主題，傳揚正而訊息。香港號角創刊
時，封面採用書紙彩色印刷，外觀醒目。文章以橫排
為主。

香港版

加拿大版創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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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 組： 
  名稱不同 本是同根生

相同之處：
同樣的專題，同樣的稿件來源，皆是源於號角月報。

相異之處：
號角月報美東版，是不折不扣的號角。另一份稱為「活
水」，開度比號角小得多，只是號角的一半，原來是號角
月報跟另一機構合作的結晶。出版者是哥斯達黎加活水華
人圖書館，內容約有半數取材於號角。其實，世界各地尚
有多個地方，同樣以類似方式與號角合作，出版刊物，服
務華人社會。

哥斯達黎加活水

號角美東版

32

Herald06 p15-32.indd   18 27/05/2006   11:35:22 AM

親愛的號角月報主內弟兄姊妹：

我曾是你報的忠實讀者，貴報免費寄送號角多年。如以前
信中所述，我在加拿大牢中服刑。自去年來，我就沒機會
收到貴報了。

現如今我在主內成長，健康長大，在各方面匹進許多，特
別在聖靈方面更有長進，如乾草重新活躍起來，所以翻開
舊報紙，重新與您們接上聯絡。

現寄上20元以支持貴報為主的工作。
	
願主的事業發達！	
願神保佑主內家庭平安喜樂！	
順祝聖誕快樂！	 	 	 	 	
	 	 								主內弟兄	XXX
	 	 	 						2005-11-22
	 	 	 	 	 	

[             ]這是兩封不尋常的信，來自兩個監獄。

以下是第一封，寄自加拿大，信裡附來了一張刊於

《號角月報》的奉獻表。我們把這封原信刊登出

來，名字則為保密而隱諱。
鐵窗來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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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號角月報》：

你們好！我是XX。半年前，我在無意中從一個位華人獄
友那裡有幸閱讀到你們的《號角月報》，由那時起，這位
華人獄友有兩三個月都拿兩三份《號角月報》給我閱讀。
聽這位華人獄友講，他有一位在Akyon市的宋牧師，經常
寄贈《號角月報》給他閱讀。自從我第一次閱讀你們《號
角月報》後，就有所感動，我也非常喜歡你們的《號角月
報》。

但一個月前，這位華人獄友已經出獄了；所以我就沒有機
會再閱讀你們的《號角月報》，今天晚上，當我再一次，
閱讀舊的《號角月報》時，我看見讀者決志表上，寫著你
們能寄贈有關信仰的小冊子給讀者。所以我就起意寫封信
給你們，試試看你們能不能寄贈有關信仰的小冊子和《號
角月報》給我閱讀。另外，我也把這張決志表，填寫好寄
回給你們。

因為在大陸的時候，我的父母都是信佛的，所以我對基督
教信仰一無所知。來到美國後，也一直沒有接處過有關基
督教。直到我被捕入獄後，才從我案件翻譯的台灣籍女士
那裡得到一本中英文對照聖經和合本。從那時起，我才開
始閱讀聖經，但我閱讀聖經的時候，還有很多不明白。如
果你們能寄贈些有關信仰的小冊子給我閱讀，會幫助我多
明白聖經真理。

我這個監獄裡也有一個小教堂，每一個星期也都有很多老
外到小教堂裡做禮拜。我也有去過幾次。但因為我不能說
英文，所以也不知道在講道的牧師在講甚麼？我最近也剛
開始讀書，但如果想學英文，還需要很長的時間。

現在監獄裡每月發給我$1.7元錢。我只能購買我正常所需
的生活用品。有時，也要我外面的親人寄錢進來補助我。
我現在的情況很難有能力訂閱《號角月報》。如果你們有
時，能寄贈些《號角月報》給我閱讀，我會非常感謝。

願神腸福你們《號角月報》。		 	 	 	
	 	 	 													XX字

鐵窗來鴻
[             ]這是兩封不尋常的信，來自兩個監獄。

以下的一封，寄自美國，信裡附來了一張刊於《號

角月報》的決志表。我們把這封原信刊登出來，名

字則為保密而隱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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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個月明星稀的深夜，我剛把《號角》付梓，拖著幾乎「虛

脫」的身軀，回到長島的老家。丈夫和孩子們看來都睡了，

我在疲累之餘，還加上「眾人皆睡獨我醒」的自憐，一時百

感交集，唉聲嘆氣，唱起「魔鬼讚美詩*」來。

「媽，您回來了。累嗎？」長子約瑟(Joseph)突然出現，給我

一個熱情的擁抱。

「你還沒睡嗎？」我驚喜地問。

「媽，我在等您回家呀！」約瑟誠懇地說，「本來是爸在等

您的，但他睏得東歪西倒，我說，不如我等您吧。您看，妹

妹為您預備了蝦仁炒蛋、蒜油餅、豬肉湯……John	 John還給

您畫了一幅圖畫呢。」

我拿起那幅色彩斑爛、題名

「媽媽與我」的童畫，發現

小老四把我的小腿，畫得比

「大笨象」還粗，真是好玩

得很！於是哈哈大笑，心中

的烏雲，被親情的慰藉一掃

而空。

我一邊吃著女兒煮的美食，

一邊與兒子談心：「哎！

也不知怎搞的？無端端做了

《號角》的老編，常要披星

戴月、辛苦筆耕！其實，小

時候我興趣很多，夢想也很

多，我曾想過當畫家、詩

與

周簡艷珍
............................................

本文由美國《號角月報》主

編兼角聲佈道團副總幹事周簡

艷珍執筆，親述負起《號角》

編務十八年的心路歷程，句句肺

腑之言，字字由衷之意。

無冕皇后

卑微侍女

周簡艷珍及兩名可愛活潑的孫兒合照。
家庭樂令她倦意全消。

36

Herald06 p33-49.indd   4 27/05/2006   11:52:20 AM

人、音樂家、文學家、科學家……甚至想過做皇后，可是從來

都沒想過，要當吃力不討好的老編呀！」

約瑟微笑地看著我，幽默地說：「媽，您想做的東西加起來，

不就是一位主編了嗎，編輯要有廣泛的知識和興趣，人稱編

輯、記者為『無冕皇帝』。噢！妳是位太太，當然就是『無冕

皇后』啦！」

「你這傢伙，膽敢取笑媽媽啦！」

書會才人‧不肖書生
在談笑之餘，我心裡想，「無冕皇后」，是

巴巴拉‧華達（Barbara	 Water）的事。那

時我才進「角聲」，剛學習編輯《號角月

報》，缺乏經驗、能力不足，倒有些像「書會

才人」。

當時，因作者網仍未建立，我只好用不同的筆

名，寫不同的文章。「不肖書生多別字」，

古時的「書會才人」，「讀書不成、無才補

天」，才會像我這個模樣。我的筆名至少有十

來個，那是……這秘密又怎能公諸於世？

但有一個絕不再用的，說說也無妨，那就是

「姬蒂」；原是我英文名字的譯音，後來發覺

「姬蒂」與「雞啼」幾乎同音，簡直是開自己的玩笑，便取

消不用了。另一個筆名是我的最愛，很想與人分享，那就是

「石溪」。石溪是我住的地區，很能表達我的心志，為此我

還作了一副對聯：

持守真道堅如石‧悲天憫人柔若溪

求主保守《號角》傳純正的福音，直等到主來，是我長久的

禱告；藉「愛心匯點」扶貧助困，是我一生的心願。

江郎才盡‧膝蓋寫稿
感謝主！幾年後作者眾多，我不用再當「書會才人」了。但

在文字聖工上，能做神卑微的侍女，是我值得感恩的。其

這就是周簡艷珍的辦公室，書畫
毛筆，古意盎然，雅士之風滿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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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作主婢女的心意，伴我度過了十八載的筆耕生涯，也成

了《號角月報》的基本理念。

婢女，是要順服主人的帶領，聽祂的命令而行。因此，在主

面前俯伏禱告，成為我事奉最重要的一環，也是解決一切問

題的辦法。有時，我會和朋友說笑：「我的稿，不是用手寫

的，而是用膝蓋寫的。」

相信寫作的人都知道，無論如何才華橫溢，若經年累月地

寫，都會有「江郎才盡」的經驗。有些像張愛玲，年輕時筆

下如神，年長後惜墨如金；有些像川端康成，當寫作成為苦

差與重擔時，到頭來只好自殺。

我不是個大文豪，在趕「死線」時寫不出、睡不著，是最痛

苦的時刻。幸而我有主耶穌，當每次「難產」時，我都跪在

主面前禱告：

「主啊！求祢原諒婢女，我真的很累了，請祢讓我睡幾個小時，

然後叫我起來寫稿吧。」

感謝主！每次禱告後，總能排除心理壓力，不管天高地厚，

呼呼大睡；每次主總是準時叫我醒來，禱告後思如泉湧，順

利完成任務。我們的主，是又真又活的神呢！

天涯海角‧憑爾意行
這麼多年來，神也差遣我到世界各地，以文字事奉各地的

人。由於明白自己是主的婢女，因此沒

有一個地方，是我自己想去發展的，總

是先有當地弟兄姊妹的呼聲，勞伯祥牧

師的差派，又經過切切的禱告，才敢前

往事奉。

我也是眾人的婢女，因此每到一個地

方，總是求主幫助，讓我有敏銳的觀

察力，洞悉當地的風土人情、心靈需

要，為當地的同胞，度身訂造一份福音

刊物。我在編輯及設計內容時，總是聽

取當地弟兄姊妹的意見，務求《號角》

能適切當地的需要，引起讀者的共鳴。

在開荒之後，工作較成熟時，如神在當

除了編務之外，周簡艷
珍還經常擔任導師，分
享經驗與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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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預備了人才，我就會毅然「交棒」，讓當地的弟兄姊妹，

承接《號角》的事工。有些人會說：「真佩服妳，事工建立

之後，可以完全交出來，讓接替的人自由發展。」

但我卻不這麼想。作為主的婢女，我明白事工不是我建立

的，而是神建立的，神讓我這個信心不足、凡事膽怯的人，

在事奉上有份，幫助我學習更認識祂，是神莫大的恩典。況

且，婢女只是聽候差遣，若主叫我放手，我就乖乖放手吧！

我相信主是不會錯的，祂預備的人才，一定比我更好。事實

證明，各地的「角聲」分會，從出版《號角月報》開始，又

發展出很多有意義的事工，那是神美好的計劃呀！聖經說：

「我（神）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

念。」這是多麼真實啊！

團隊精神‧至為寶貴
「號角成知己‧天涯若比鄰！」角聲和《號角》最寶貴的，

是團隊精神。除了我身旁的得力同工美珍、素芳、路得、燕

蘭、小明、皚哥、天駒、麗婷、良欣……《號角》的同工、

義工還遍佈天涯，每月不知有多少弟兄姊妹，為撒播福音的

種子，而默默地獻出力量。

親愛的弟兄姊妹：謝謝您們！求主賜福與每一位，願您們與

主同行，力上加力、恩上加恩！

註*：沈保羅牧師曾說：「基督徒應常常喜樂，唉

聲嘆氣，是唱魔鬼讚美詩。」 角聲文字部眾同工，就是周簡艷
珍引以為傲，所感到最寶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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