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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老牧師問他的學生說：「人生度盡的年歲究竟有多
長？」

學生答道：「七十。」

老牧師搖搖頭。

學生再答：「六十。」「五十。」「四十。」

老牧師還是一再搖頭。

怎麼再答呢？學生回不過話來，「唉」地歎了一口氣。

老牧師說：「對了！我們的人生就是『一聲嘆息』！」

我們度盡的年歲好像一聲歎息。(詩篇90:9)

筆者參加無數次的安息禮拜，外子*的證道信息中提及小
故事或比喻，也令我記憶深刻！

曾經有位母親臨終前，對圍繞在她床旁的孩子勸慰話別。

她對信主的大兒子說：「孩子，我們天家再見！」

對不信主耶穌基督的小兒子就說：「孩子，我們永別了！」

小兒子就問母親：「為什麼對我說『永別』了呢？」
 
「孩子，因為我要去的天堂，你不能去！耶穌說，祂為我們
預備住處，祂要接信祂的人到祂那裡去！你不信祂，怎能去
那地方呢？」

耶穌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著我，沒有人

能到父那裡去！」(約翰福音14:6)

一 分 鐘

短 篇一 生 的 年 歲      提 供 : 思 牡          

一 分 鐘

短 篇 提 供 思 牡        永 別 與 再 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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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看怎樣好，就怎樣作

1982年8月某個主日清晨，我從多倫多主領夏令會回來。
那是一次十分成功的夏令會，不少弟兄姊妹在會中流淚悔
改，我是帶著十分喜樂的心情，飛回紐約。

那天下午，我還在中國基督徒團契，我引用了耶利米書
18章傳講信息。大概的意思是：泥在轉盆上轉動，陶匠的
手在模造，而每一個「轉動」，都在陶匠的看顧之中，也
在那巧妙的雙手在模造中；祂看怎樣好，就怎樣作。

過去幾年，我期待著一件事，什麼時候內子預備好，我就

前言：在《角聲情》中，另闢「當年情」專欄的原因，
是讓關心角聲事工的朋友們，可以更深了解「角聲」的路
是如何走過的。而為了留下一個較為完整的記錄，故我將
以先後次序而寫；又因著希望符合「情」的主題，我必須
把一些材料留待以後補充；盼望有些「元老」們閱後，用
讀者投稿方式，把我沒有注意到的「情」事告訴我們，甚
或提供珍藏的有關圖片，讓事件更為豐富，情貌更真確。

勞伯祥牧師

當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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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憑信心投入社區，專心於結合佈道及關懷的領人歸主
工作。而就在那星期，由於我不在紐約，她有機會親身經
歷天父的帶領，明白應是離開工作八年的崗位的時候了。

晚上，我倆作了一次懇切禱告，清楚知道時候到了，也領
受了主的應許：「每個轉動，都在看顧；而且祂看怎樣
好，就怎樣作。」我立刻寫了辭職信，並且投入了郵箱。
本來，我不必如此，因為我就住在教會，但我恐怕因膽怯
而後悔，故這樣做了。

事實上，當時我的大兒子瀚恩只有六歲，小兒子奇恩只有
三歲；要離開一個穩定美好的工作崗位，憑信心開始一個
全新的佈道事工，實在是不容易的。

現在，廿三年過去了，所走過的路，確實印証了那寶貴的
應許：「每個轉動，都有天
父的看顧，而且祂看怎樣
好，就怎樣作。」

那看顧我的深情

其實，早在82年6月份時，
內子的一個同事，在皇后區
貝賽新購了一處合作公寓。
據說只付了五千元頭款，買
入租給別人，付清了所有費
用，每月還剩下了五元。當
時，我們住在教會，不用付
房租；五千元的積蓄是有
的，故就效法那人，買了一
個單位。由於沒有打算住在

當年地方淺窄，開會時只能席地而坐，
難得的是人人主內同心，無分彼我。

一個異象，一個標誌，就此展開了至今廿三年的角聲事工。

92

Herald060401 Revised 1aA.indd   8 20/04/2006   1:52:40 PM

�

那裡，只是投資性質，所以很快就決定買下來。想不到，
在十月正式成交之後，我們一家四口已經住在其中。

那真是坐落在佳美之處，我們選的是兩層樓的二樓，門
前是一大片公用草地，孩子們可以安全地在那裡玩耍。
學校就在草地的另一端。原來，那學區是全市第一的，
學校排名是第十四位。這都是我們購入時從未想過的。

後來，有姊妹告訴我們，以前我們所住的教會位處華埠，
孩子入讀的小學，排名是全市的數百名，當時，她很為我
們的孩子擔心。不過，我們自己倒沒有想過這點。

孩子倆長大後，他們曾一起來謝謝我們，因為我們選擇了
讓他們在皇后區長大。我沒有追問他們是什麼意思。事實
上，皇后區雖不是一個最富有的地區，但對於學習方面卻
沒有太大壓力；而由於華人聚居很多，在交朋友方面，也
許對他們而言，是比較好吧。不過，這倒不是他父母們的
選擇，而是天父的美意。

在我家遷進住處時，我的第一個意念是：神把我的家人安
置好了，讓我可以專心開展新的事工。這以後，角聲的事
工，就開始展開了。每當想起這事時，我都會深深感恩。      
(下期待續) 

耶和華說... .

泥在窯匠的手

中怎樣，你們

在我的手中也

怎樣。 

耶利米書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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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全體角聲人：

去年年會，我已提出了「會議中心」的初步構思，其基本
觀念是：「美國郊區華人教會有許多未開發的神國資源，
我們應把這些資源帶進有眾多需要的大城市中。」

幾個月前，我與角聲執行董事及幾位主要同工積極為「會
議中心」事企劃，並尋求神的引導。在這事上，神容許我
們經歷了挫折；計劃購買的醫院因條件太苛，負擔太重，
只有擱置下來。這可說是一次「習作」，延展了我的思維
與胸懷。目前，正積極洽購「猶太會堂」中，已付出了首
期，但仍待其會友及政府的通過；有最後結果時，再給你
們報告。

這期間，我進一步為未來整體事工禱告及深思，並把「會
議中心」改為「角聲使命中心」，並以：「關懷佈道、家
庭重建、造就工人」，為未來發展重點。除繼續發揮關懷
佈道使命外﹔我們把重點定為家庭基建，以回應正在瓦解
中的美國家庭的需要。至於造就工人，則是事工發展的同
時，必需要做的一件事。

但我知道，家庭重建及造就工人並非「角聲」強項，故在
進行尋找地方的同時，我已積極尋找上述兩方面的同工。
寫這信時，我同時感到「角聲」整體正面對一個非常重要
的時刻，不單總部事工在發展中﹔羅省角聲醫療中心已辦
好手續，事工即將展開﹔四月中，加拿大董事會也決定進
行購買辦公地方﹔十多年了，他們終於踏出這重要一步。

勞伯祥牧師致角聲人的信
角聲事工面對新挑戰

今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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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費城及侯斯頓分會也在成立中；他們的團隊很堅
強，前景看好。而遠在中國福建龍岩市，第二個兒童村也
即將開始。從上述情況可知，我們正面臨一場極重要屬靈
爭戰。

過去，我目睹不少教會在建堂過程中分裂，有些在成功建
堂後元氣大傷，何況我們同時有如此的發展？故我們當同
心求主保守，使我們免於撒但及各種攪擾。事實上，除了
撒但攪擾外，本身工作也有實際困難﹔需同心分擔才可安
然走過。

所以，我希望全體角聲人可以一起編織一個守望網，同工
們可隨時隨在為全體儆醒禱告，但也可以在特定時間同心
禱告。請最少堅持到十一月年會時間，讓我們在那時刻一
同分享事工成展的喜樂。

請各地主任負責組織同工義工在下列時間一起同心禱告： 

  香港及中國兒童村         上午11時
  紐約、費城、多倫多       晚上11時
  羅省、三藩市、溫哥華     晚上8時
  達拉斯及侯斯頓           晚上10時

其他地區如中國、歐洲、南美地區的同工們，請你們按情
況自行安排時間。請把手機鬧鐘定在特定時間，無論在什
麼地方，都可以停下來禱告。讓我們在這非常時刻中，定
意以支持分擔態度，一同儆醒，委身於這整體的發展。

祝作工得力

     你們的同工勞伯祥
    4/15/06 復活節前夕

我們當誠心向

天上的神舉手

禱告。 

耶利米哀歌

3:41    

勞伯祥牧師致角聲人的信
角聲事工面對新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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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現正積極進行一項新計劃 --- 在美國
紐約市興建一個全新的「角聲使命中心」。這個中心的成
立，有三個主要目標：1、關懷佈道 2、家庭重建 3、造就
工人。

角聲使命中心的家庭關懷及佈道事工，計劃包括：
‧與法拉盛角聲中心互動，為新移民家庭提供多元服務，帶
  領同胞歸主。
‧為本地及外州的家庭，舉行家庭基建營會。每週設計精心
  節目，幫助參加的家庭，建立和諧的關係。
‧每週舉行幸福家庭交流會、單身朋友活動等，以聖經真
  理，建立美滿家庭。
預計每年接觸1000個來自各州及本地家庭。

青少年兒童事工：
‧角聲少年軍(Herald Cadet)：為社區中的青少年男孩，建
  立互助群體，教導基督真理，鼓勵承擔責任，成為基督精
  兵。
‧女童軍(Girl Scout)：與角聲少年軍目標相同，在歷史悠
  久的童軍組織下運作，接觸廣大社區家庭。
‧教育中心：照顧及教育學齡前兒童，藉此接觸年輕的家  
  庭，是家庭事工的起點。
透過上述三項事工，希望最少每週接觸300個青少年，及
100個社區家庭。

角 聲 使 命 中 心
關懷佈道  家庭重建  造就工人

全新計劃  現正籌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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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造就工人的目標方面，主要是以實際工作，為各地造就佈
道人才；因此，建立佈道勇士及未來工人，也就是角聲使命
中心重要的長遠發展目標之一。

計劃做法：
‧每週舉行異象分享代禱會，帶動關懷社區及佈道的熱誠。 
  希望每週有300位禱告勇士參與傳遞異象，同心禱告。
‧利用角聲廿三年的佈道經驗、堅強的團隊、成熟的事工，
  訓練本地及各州有志傳福音的弟兄姊妹，達成福音使命；
  並透過他們，在所屬的教會中建立關懷及佈道事工。希望
  經常有20位短期宣教士，參加訓練及一同佈道。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承認：「促使我接受如此重大挑戰
的，不單是那些客觀需要，也是由於我內心深處對『福音』
的信念。可以想像，每週將有數百青少年在那寬敞的中心受
教；也讓深陷險境的許多家庭得以挽回；不斷有來自各處的
短宣隊員參與傳福音行動，為紐約大都會關懷及佈道事工注
入新力。同時，他們也可以將異象帶回所屬教會，建立同樣
的關懷佈道事工，祝福分佈在北美各地的同胞。」為此勞牧
師懇請大家協助角聲完成任務，成為角聲事工伙伴，請為角
聲禱告，並按著神的感動，奉獻支持。

籌款目標

「角聲使命中心」計劃，是在紐約籌置一座大樓以作中心之
用。該中心的購建經費，是以華埠角聲總部七層物業及新購
物業貸款而來，必須籌得三百萬美元，作為事工開支、新建
五十個宿舍費用及每月還款儲備。

捐款方法

1. 請弟兄姊妹按能力自由奉獻及認獻。
2. 參加角聲「生命天使」行列：每位「生命天使」可以自
  己奉獻一萬元，或協助「角聲」籌募一萬元。
3. 免息或低息貸款支持：希望貸款最少五千元，本團義務
  律師將協辦有關手續。貸款以七年為期，只要一星期前通
  知，則可原數奉還。詳情請致電：1-(212)-334-2033內線
  1507或1504查詢。
4. 奉獻股票或物業資助：請致電1-(646)-331-7067 陳梁惠
  嬋姊妹(Linda Chan)或1-(917)-554-8819勞伯祥牧師 
  (Rev. Pak Cheung Lo)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CCHC，並註明「角聲使命中心」，寄
回：CCHC, 48 Alle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本團為非牟利機構，奉獻收據可作報稅用。)

97

角 聲 使 命 中 心
關懷佈道  家庭重建  造就工人

全新計劃  現正籌建

Herald060401 Revised 1aA.indd   13 20/04/2006   1:52:42 PM



��

二月初，我踏上了飛往美國的航機，由多倫多起飛。行李
箱裡載滿了戰兢，手提包裡也載滿了戰兢。

為了省錢，這段飛往三藩市的旅程，我選擇了轉機。輾轉七
小時之後，抵步三藩市，與由紐約飛來的勞伯祥牧師會合。
而這，才是行程的真正開始。

這是一段非常旅程，是《角聲情》的啟航之旅。

此行的目的，是與各地的角聲人，分享一個新的異象---辦好
《角聲情》。就是這異象，叫我戰兢，怕的是做不到。

但是，無論如何，旅程已經開始。這異象，該由勞牧師說
起。

一次，與勞牧師談到基督教角聲佈道團。今日的角聲，已經
邁進了第廿四個年頭。角聲事工，在神的帶領之下，有了長
足的進展。角聲分會和聯絡處，亦分佈在各洲各地。因為幅
員廣大，事工眾多，有需要把角聲的各地同工、義工與角聲

葉 子 冒 出 來 了

編輯
人語

李鴻韜

《角聲情》的啟航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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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支持者，都聯繫起來，讓大家在同事一主之時，都能同感
一靈，發揮團結力量，為關懷佈道，領回主的羊，作進一步
的美事。 

以一本刊物把角聲人聯繫起來，讓身處各地的角聲人，都曉
得遠方的伙伴正在做甚麼，彼此扶持，互相代禱，加強角聲
人之間的情愫，這豈不是一件美事？

另一方面，讓支持角聲的人，全面了解角聲在各地關懷佈道
上的事工，加深他們對角聲的情感；這豈不又是一件美事？

角聲所作的，都是關懷社區，傳揚耶穌基督救恩。假使我們
能讓一些角聲以外的人，曉得角聲對他們的關懷，叫他們認
識神的恩情；這豈不又是一件美事？

況且，正如勞牧師說，角聲走過了廿多個年頭，總留下了一
些足印。這些足印，如能記錄下來，讓後來者作為借鑑，避
免迂迴之路，使能走得更好；這豈不又是一件美事？

美事之後還是美事；就這樣，《角聲情》雙月刊開始播種
了。

一顆種子，需要有情人去給它灌溉，給它照料。可喜的是，
我們身邊的都是有情人。這次啟航之旅，叫我們碰到了許許
多多的角聲有情人。

跟著勞牧師跑，馬不停蹄，有一次還要在午夜趕乘夜機；雖
然行程緊張，有點吃力，但那經驗是愉快的。

我們跑過屋崙、羅省、達拉斯、休士頓、紐約，與各地分會
的同工、義工分享出版《角聲情》的種種情況。他們的反應
令我們雀躍，大家提出了極多可貴的意見，給予我們很大的
鼓舞。

我知道，這是神的工作，祂在感動著我們所碰見的每一個
人。他們的熱情、真摯與坦率，把我背負著的種種戰兢之
情，慢慢地逐一挪走。

美事之後還是美事

為《角聲情》播下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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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是一個有情天地。人有情、事有情、物有情、地有情、
時有情… 

每個角聲人，都本著一顆來自耶穌基督的有情之心，帶著福
音訊息的有情之物，幹著廣傳主愛的有情之事，令每個地
方，每段時刻，都滲透著神的恩情、真情、隆情。

角聲人所作的一切，其實都有著同一目標，就是把人帶到神
的面前來；這同樣就是《角聲情》的最終目的 --- 把人與神
之間的距離縮至最短，叫每個人都能領略這種至為寶貴的「
神情」--- 人與神之間的情。

人情、事情、物情、地情、時情，加上最重要的神情，正正
就是《角聲情》每一期的的素材。

回到多倫多，工作開始了。資料、稿件、照片陸續由各地匯
流而來。每次打開電郵，見到《角聲情》的有關郵件，那裡
面流露著的深情，都如同強力電波，觸動著我的神經。

角聲人對《角聲情》的支持，如河川聚流，叫我不能一一提
名答謝。讀著每段文稿，推敲該配上甚麼圖片之時，那原本
已經挪走了的戰兢之情，一下子又跑了回來。這一回，我怕
的不是做不到，怕的，是做不好。

戰兢之後還是戰兢。此刻，我的禱告是：「神阿，請給我智
慧！」

不過，來自四方八面的熱情，已經帶著陽光，帶著水點，灑
在《角聲情》的種子上。

多倫多的同工給我支持，更叫我感動。多少個遲眠的晚上，
我的感恩之情油然而生，促使著自己怠慢不得。

終於，終於，種子冒出第一片葉子來了。感謝神 ！

有情天地遇見有情人

戰兢之後還是戰兢

感恩之情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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