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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但神是有恩典、有憐憫的，祂聽了很多弟兄姊妹的
禱告，果然在出報的緊張時段之前，就讓鹿彬平安回到
新加坡。讓我們不但安安心心、快快樂樂的趕出報紙，
還讓張大姊夢裏都會笑呢！

「角聲」的事工發展，一向以社區佈道為前提，向外發
展的需要永遠是大的，因此「角聲」發展神速，�1�9�9�2、
�9�3年開始，顯利街的幾層辦公樓宇，已不敷使用。勞
牧師很想再購置一辦公大樓，但因經費的考量而裹足不
前。有一次我到張大姊的教會，參加他們的獻堂典禮，

看見他們的禮拜堂十分寬敞，
想到「角聲」的擠逼情形，於
是羨慕地說：「若角聲也能買
一個地方就好了！」

張大姊聽後坦率地說：「請勞
牧師去買個地方吧，神是信實
的，憑信心依靠神，神就一定
會成就！」

當我們大伙兒又去看樓宇時，
我把這事告訴勞牧師，並加重
語氣說：「張大姊說，憑信心
依靠神，神一定會成就的！」
結果一言驚醒夢中人，勞牧師
突然信心大增，從幾十萬都不
敢下手的情形，到明知「角
聲」口袋空蕩蕩，一下子便購
下超值�9�9萬美元，面積一萬多

呎的七層大廈，那就是現在的「角聲」總部：4�8 �Allen 
�St�.�, �Ne�w �York�. 可見張大姊的提醒，對「角聲」多麼重
要！

敬畏耶和華的婦女是有福的，張大姊愛主耶穌，主耶穌
也愛她，另一半張一正醫生，對她更是情深義重、恩愛

一語驚醒勞牧師

金婚贈言情不變

張大姊為角聲盡獻所能，由上街為坊張大姊為角聲盡獻所能，由上街為坊
眾量血壓，到為號角編輯、校對，事眾量血壓，到為號角編輯、校對，事
事投入，原實她曾任醫院的護士長。事投入，原實她曾任醫院的護士長。

逾恆。記得約在�1�9�97年，張醫生與張大姊金婚紀念，他
們教會為她舉行慶祝會，勞牧師、師母；我和外子道揚都
被邀參加。看見他們不但蒙神賜福，子孫滿堂；很多弟兄
姊妹和朋友，都十分敬愛他們。

我在羨慕之餘，還用他們的名字：一正、惜冰，作了對聯
相贈：
一生廝守‧五十年不變‧相愛相惜
正濃情意‧半世紀熱戀‧化雪溶冰

在�2�0�0�0年時，張大姊已逾7�0高齡，對費神的校對工作，
已有些體力不支了。以前她曾多次請辭，都因我們極力挽
留，她又不忍在《號角》人手短缺時棄之不顧，因此仍然
留任下來。到此時此刻，身體健康已一天不如一天了，我
們心中雖然不捨，也惟有接受她退休的要求。

如今與張大姊相隔幾百哩，真令人惦念！今年年底我們去
加拿大時，一定再去看望她！

張邱惜冰(前左五)與角聲淵源深厚，這張與角聲同人的合張邱惜冰(前左五)與角聲淵源深厚，這張與角聲同人的合
照，只是她參與的眾多角聲活動的合照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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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小龜 也許蝸牛
也許，不過是只小龜，
也許，我們走得很慢…

美國角聲同工李雷路得：感謝主，讓我們眾同工能
在九月中的一個星期六，放下一切工作，到「角聲」營地
參加「同工同樂日」。除了有豐富的晚餐及各種活動，我
們還有機會在營地尋寶呢！當我和周簡艷珍划船到樹底下
休息時，周太偶然發現了這只小寶貝。我一看到，就馬上
拿起新買的照相機，把它拍下來。回到家在電腦看，才發
現它的肚是又紅，又黑，有斑紋的，可愛極了！我就把它
電郵給一些同工看，他們也說很可愛。

願我們從這小寶貝的身上，學習天天
愛主，努力向前走，帶領更多人歸
主。

加拿大角聲義工江鳥：一個夏天的黃昏，下班之
後，在家裡後園發現了這只小蝸牛，牠的體積比一分錢硬
幣還要小；不過，牠的殼，牠的觸角，看起來都很標緻。
我往屋內拿出攝影機來，用微攝制式 (macro mode) 把
牠拍了下來。小蝸牛緩慢地在石塊之間爬著，大概要找牠
的隱密之所。天開始晚了，牠很努力地蠕動著，向著可棲
息安身的地方進發…

願我們從這小寶貝的身上，學習來到
主的隱密之處，讓祂隱藏我魂，在磐
石的穴中；將我生命，藏祂愛的深
處。

也許，不過是只蝸牛， 
也許，我們微不足道…

 攝影: 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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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事奉中，有一段很長的日子，我一直認為：神創造
人，所以，人有內在的價值。我是這樣地認為，也是這樣
地教導。直至到…

我第三次到印度，行程裡有一個大發現。

一個漢堡的價值

原來美金在印度的價值是那麼的高，一元美
金就可以換得44-47個勞比。但美金的價值之
高，並不在於這一個兌換率，而是在於一元美

金可以買到的東西。我到的地方屬於北印度。那省的版圖
和人口比起一些小國家還要大，但卻是屬於印度中窮困的
城市，因此生活指數也是很低。

在這個城市裡有一所麥當勞。巨無霸在那裡的價格大概是
一美元多。（印度教人因為不吃牛肉，所以，那裡是沒有
牛肉漢堡飽的。至於印度的巨無霸是怎樣的樣子，就要靠
你豐富的幻想力了。）對於我們來說，那真是相當便宜，

是嗎？但便宜的地方還不只在此。麥當勞對我們來說，只
是一所普通人進入的食店。但在那個城市裡，到麥當勞吃
漢堡飽，就等於我在紐約到小意大利區一間高尚的意大利
餐館還要高級。麥當勞在那裡是有錢人的身份象徵。到
了印度，我只需要兩元美金，就可以以「有錢人」的身
份，得到「有錢人」的享受。坐在麥當勞，吃著Chicken 
Wrap，（這是印度麥當勞的特產，在美國吃不到，很好
吃。我每次到麥當勞都是吃這Wrap。）我突然意識到，原
來美金在印度的價值是那麼的高。

一條橡筋的價值

在印度，我曾到過兩個貧民窟。到貧民窟有
四個幫助兒童的選擇：剪頭髮、清理指甲、
洗傷口和摺紙。我是負責作摺紙的其中一
個。拿著彩色的紙在摺飛機，一大班小朋友

圍著我，等待我把飛機送給他。我突然在心裡對自己說，
我們老遠坐飛機來到這裡，帶給他們的就只是一隻價值那
麼低的紙飛機。再想想，在這隻紙飛機的背後卻是有一樣
無價寶──愛。想到這點，心裡才覺得好一點。

我們當中有一個組員是負責派發女孩子束起頭髮的小橡筋
的。忽然看見一群印度女孩子追著他。半分鐘後，他氣急
急的走回來，說：「不得了，不得了，我不可以再派了，
要暴動呀！」他太太接著說：「因為他們甚麼都無，這小
橡筋對她們來講就很寶貴。」

被人看為寶貴的東西，就是有價值的東西，相反，不被珍
惜的東西，也就失去價值。這樣的一條小橡筋，對紐約人
來說，價值可說是近乎零，他們在地上就是見到，也不會
拾起來。當然，在印度那麼炎熱的天氣裡，孩子熱到滿頭
汗水，那時，這小橡筋又可以升值了。

一點肯定的價值

聽見組員的說話，突然領悟到：原來人的
價值並不在乎自己，乃在乎：我在誰的眼
裡？我是置身何方？我在為甚麼人作甚麼
事？有了這方面的了解，使我對過去那麼

多年的服事多了一點肯定，也更加堅定前面事奉的方向。

45

價值--
孰輕?孰重?

 葉啟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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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那時我還是負責青少年工作。一次，一位牧師當正
我是青年事工專家，邀請我跟他教會的領袖，分享有關如何
開展青少年工作的策略。我分享了一點經驗，再聽那些教
會的領袖分享。我告訴他們：「其實你們已經有了很好策
略。」

一年後，一次有機會跟他們的年青在一起，我忽然覺得很「
自卑」。之前，他們當我是專家。一年之後，他們的青年工
作，無論在數目和質量上，都已經比我做得好了。我反省和
分析，得出一個結論：就是，他們接觸的本來就是一班好學
生，而我服事的卻是一班邊沿青少年，（當然，我並不知道
那是否只是一個安慰自己的想法rationalization。）是特別
難做的一群。想起來，真是有很大的挫敗感。

一個青年的價值

最近，我的女兒帶了一位黑人青少年回家，
住了一個星期。這位年青人已經涉及黨派，
家庭背景相當複雜。在那一星期裡，我聽到
女兒用心的誘導他。一天，她送給我一件運

動外衣，說那原本是買給年青人的，但他不喜歡，所以，就
把運動衣送了給我。可見女兒對這位年青人都是非常之關
心。過了三星期了，再跟女兒談起這年青人。她很洩氣地
說：「他激死Jasmine。」Jasmine是青少年部的一位同工，
現在收留那位年青人在自己的家中。想起像這樣的年青人，
很自然就會問自己：「像這樣的年青人，連幫自己都不願
意，還值得花時間在他們身上嗎？」

這問題真不容易回答。不過，有了以上在印度得到的體會，
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回答這問題，就是：究竟我對他們有
多少價值？而不是他們值不值得我繼續？只要他們看我是有
價值的話，那我就可以肯定自己的價值了。

無疑，他們確實是難搞的一群。做他們的工作，有時根本就
不會有甚麼結果。但他們卻比任何人都需要我們的幫助。有
些年青人，就算我們不幫助他們，他們也會自己成熟起來。
但這一班年青人，若果沒有人幫助他們的話，他們就很難翻
身過來。所以，這兩者的服事，前者是錦上添花，後者是雪
中送炭。從這角度來看，我添在錦上的花的價值，應該是不
及送到雪上去的炭那麼有價值罷？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

黃長華(小長)來到兒童村時，是一個不快樂的孩子。他很
孤僻，不喜歡跟別的孩子玩；對任何人都好像面對仇敵一樣
的憤恨。他說話時，咬牙切齒，眼尾斜看，滿臉殺氣。有一
次，他告訴小朋友，打架很開心；打了架他很快樂。可想而
知他帶來給院方與愛心姐姐多少的煩惱。

打架、罵粗口、詛咒、捉弄人、不合作…是每天會發生的
事。暑假時，中午都有午睡的時間，他不但自己不睡，還要
去捉弄別的孩子，讓他們也不可以睡覺。他不斷進出廁所十
多次，做出很多聲音，要告訴愛心姐姐他是醒著的。你罰他
呢，怕了一會兒，又再來犯錯。他那種軟皮蛇的樣子，真叫
人無可奈何。院長曾經罰他坐在廁所裏面，他還是不停發出
聲音來擾亂秩序。

教我如何幫助他

他說 :打架很開心  !

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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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經過禱告，有一天，請他到我的房間來談話。我發現每次
我問到他的媽媽時，他的眼睛通紅，都想哭。有一次更真的
哭了。原來，他父親死了以後，媽媽改嫁了。他跟爺爺住，
可是媽媽還是常常跟他有聯絡。他在兒童村，媽媽打了兩次
電話來問他好不好。他跟媽媽講電話都哭得很傷心。我想，
他非常想念媽媽，可是又不知道怎樣可以舒展他的心事。

我讓他到我房間讀故事給我聽，然後要求他回去把故事寫出
來，再講給我聽。他每個晚上來我的房間，讀故事、講故
事，很開心。每次和他協談後，我都跪在床上為他禱告。有
些別的孩子還妒忌他呢！這樣經過了一個禮拜，我跟他談了
很多，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將來、他的行為等等。後來，我
停止了這個活動。因為總不可以永遠來我房間吧！他維持好

行為大概一週，就故態復現。我想是不
是他故意這樣做要吸引我的注意呢？聽
別的孩子告訴我說，他很想打；因為很
久沒打架。我心理很難過，可是不知道
怎樣去幫助他。

一天下午，是午睡的時間，我在辦公室
做事，突然間看到愛心姐姐怒氣沖沖的
下來，拉著他的衣袖，把他推到我的
辦公室裏，對我說：「許阿姨，我沒
辦法了！他不睡覺，到處走！我追他從
一樓到二樓，到禮堂才捉到他。我交給
你！」我說：「好的，你回去休息吧！」

我看著他低著頭，看來好像知道自己做了甚麼��事，等著受懲
罰的樣子。我嘆了一口氣，也不知道要怎樣處理他。我心中
默禱：「主啊，我知道你愛這個孩子，你一定很愛他才把他
帶到兒童村來；可是，我要怎樣幫助這個孩子呢？我用不同
的方法也沒見效果，我要怎辦呢？」我自己也想哭了。

感謝神，就在我束手無策時，神把屬天的智慧給了我。我忽
然想到他不是很愛媽媽嗎？他就是不知道怎樣把他愛媽媽的
情緒抒洩而已！我溫柔的對他說：「我知道你很愛媽媽，是

嗎？」他點點頭，眼睛開始紅潤。我繼續說：「你很想媽媽
快樂，是嗎？」他又點點頭。我說：「那��，你要怎樣做，媽
媽才快樂呢？」他說：「要聽話。」我繼續說：「你知道
嗎？現在，你不跟媽媽一起生活，媽媽沒有照顧你。現在是
愛心姐姐照顧你，姐姐就好像是你的媽媽一樣。姐姐快樂，
就是媽媽快樂。如果你要媽媽快樂，你就要姐姐快樂，是
嗎？」他點點頭。我對他說：「這樣吧，媽媽一定很想知道
你在這裏的生活。我提議你每天寫一封信給媽媽，告訴他你
在兒童村的生活。要誠實的寫，假如你告訴媽媽你很聽話，
媽媽就一定很開心。假如你告訴他你不聽話，那媽媽一定很
傷心。那你要怎樣生活才叫媽媽開心呢？」他說：「要聽
話！」我說：「對了！」

我送給他一本新的日記本子，請他立刻在我的辦公室寫第一
封信給媽媽，把今天的事情告訴媽媽，但他可以向媽媽保證
以後會學好，會改過。他很開心的寫了。你想到嗎？自從那
天到現在，黃長華（小長）已經改變了。我中午巡查宿舍的
時候，他睡的很熟。姐姐再沒有抱怨他的吵鬧，也很少打架
了。我想他在努力做個乖孩子叫媽媽快樂、開心。我多次在
孩子們的面前表揚他，還在一個惜別會上讓他代表孩子們送
禮物給來賓，他很開心。

這兩天，我見到他時，我抱著他的肩膀問他：「做乖孩子開
不開心？」他點點頭，張大口說：「很開心！」我對他說：
「媽媽更開心。」我有幸，第二次見到一個孩子的生命開始
改變了軌跡。

孩子們說：是我們的神  !
最近，每個姐姐都看到黃長華的改變。和平家(他的家)最近全
家得到��獎，因為午睡最安靜。他們還誇口說：「和平家要保持
最優秀的一家！」一個姐姐問我：「許阿姨，你還沒有告訴我
們，黃長華是怎樣會改變的！」我說：「以後會告訴你！」

今天是禮拜天，我從外面回來，和平家的姐姐告訴我：「今
天和平家在溫習室做功課非常安靜，非常乖。我也不知道為
什��他們這樣乖。」我對姐姐比一比手，指向上面，輕輕的對
他說：「是我的神的工作！」想不到，讓孩子們聽到了，他
們同聲大叫：「是我們的神！」我的天啊！我希望不被趕回
美國！
    

我說 :
你愛媽媽麼？

許佩文求神給她智慧，讓她可以許佩文求神給她智慧，讓她可以
幫助身旁的孩子黃長華。結果， 幫助身旁的孩子黃長華。結果， 
他開始改變了。他開始改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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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舉行家庭營活動，因為在城市佈道的計劃中，我們也
有「全家歸主，全家宣教」的目標。

但要尋找一個這樣的地方並不容易。我們曾嘗試尋找一
萬五千呎的空地，希望可以新建一個使命中心﹔但這樣
的地很難找到。有一處只有一萬呎的空置加油站，也要
三百五十萬，而且很快被買去。在看了十多個地方後，
覺得找到適合地方的機會很微。

新購的猶太會堂，位於長島公路�Horace �Hardin�g �E�x-
press�wa�y路旁，屬皇后區法拉盛地段，有一萬八千呎
地，已有可用的建築物，加建後總面積為三萬多呎。我
們以五百三十萬購得﹔熟知情況的人，
咸稱這是很好的價格。

據說有十個團體要購買這地方，「角
聲」是最後加入者。售方曾問了我們一
個問題﹕「為什麼要賣給你們？」想不
到購地方，還要寫計劃書﹔幸而，角聲
在社區中有廿四年歷史，對未來發展胸
有成竹，故立刻回應。最後角聲被選上
了，據說，比起其他有意購入的九個單
位，我們出價不是最高，但可能是猶太
會堂認同我們的事工，所以同意了。

記得，接到被接受的通知時，我人在侯斯
頓﹔在開車途中，既歡喜，又害怕﹔因為
這表示在兩個星期內，我們必需籌得五十
多萬首期。最後，有教會及個別弟兄願意協助，又東湊西
湊情況下，勉強籌得該款﹔那時是四月某日。

售方早已說明，在付出首期後，他們才會召開會員大
會，讓會員投票正式通過，通過了，還要向法院申請批
准。在等候期間，我們開始向銀行申請貸款﹔因為角聲
是非牟利團體，申請貸款並不容易﹔但協助我們申請的
銀行職員說﹕我不是基督徒，但也為你們祈禱﹔想不到
結果真是那麼好，上頭連一句話也沒有問就批下來了。

加建申請是最重要的，這關係未來事工需要及有助於還
款。這物業屬於�R4可加建宿舍，但若用宗教及社會服務

未來的角聲使命中心現址是猶太未來的角聲使命中心現址是猶太
會堂，加建後面積超過三萬呎。會堂，加建後面積超過三萬呎。

50

勞伯祥牧師

去年角聲年會，我已提出與美國各地郊區教會合作，藉
他們人才與資源的優勢，協助有龐大需要的城市佈道事
工。

十二月中，在中國探訪三明華恩兒童村回來後，即逐步為
上述的計劃作出部署。首要的是尋覓一個可供住宿的使命
中心，讓各地前來支援城市佈道的短宣隊員，可有落腳之
地，接受訓練及安心宣教。

構想中，這使命中心需有住宿地方及餐廳，課室，及可供
事工發展的多用途場地。地點方面，雖然靠近社區地方較
貴，但我們仍希望以此為目標。而所有設備亦希望可以同

51

角聲使命中心
  購址成功 落實發展

籌購過程 如走約旦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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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申請﹔則可建較多面積。審批者口頭答應在我們取得
�State Charter �License 後，會給予正式批准。這地方可
作基督教學校用途﹔故未來可以建立一個優質的學前兒童
班﹔這除了對經濟有幫助外，對發展中的事工，如青少年
事工、女童軍，及未來的家庭事工也是十分重要的。

原以為十一月底才可以獲得法院批准﹔但在九月底突然接
到批准通知﹔因此，我們已在十月十六日正式辦妥成交手
續。事後，有人問我的心情如何，我答，大概是走到約但
河中間的那種心情！雖然腳踏乾地，但看到兩岸立起如壘
的水，仍然叫人害怕﹔但相信創始成終的神會帶我們經
過。後來，我對自己說，不單經過，應昂然經過﹔勇敢面
對前面更艱巨的使命。

在整件事上，同工們的支持是十
分珍貴﹔角聲中心同工們每星期三
晚均舉行禱告會﹔而各地同工，也
可在每晚十一時，在不同地方同心
禱告。

此外，神不單為我們預備了地方，
也預備了工人。一時間，神帶領幾位
同工加入角聲團隊﹔包括已有執照
的托兒中心的校長﹔這是很難找到
的人才。此外，還有音樂、文字、
影音、及專攻輔導等同工。大部份是
剛完成學士及碩士學位的年輕人。
雖然，在經濟上，是一項重大挑戰，
但相信主既然如此引導，我們也相
信「耶和華以勒」。按計劃，我希

望用一年時間，籌得三百萬元，作為頭兩年還款及事工經
費。如果一切順利，日後事工相信是可以自給自足的。

為家庭佈道事工開創新局

過去，我們面對普遍的家庭瓦解危機，只有焦急，被逼回
應；但將來，我們可以更主動地作出長線計劃，與那些瓦
解家庭的力量，來一次持久戰。以下是家庭事工理念：
全家歸主、親子關係並重﹔至終目標是促進全家宣教。

項目：
�1�. 全年舉行家庭營，對象包括各種形式的家庭。
�2�. 建立有素質的兒童教育中心、以護幼為本，以提供音
   樂、運動、品格教育以豐富兒童生命為目標。
�3�. 把「親子關係」、「全家宣教」教導注入家庭營中，希
   望家長及子女從美好關係開始，並領受向同輩傳福音的
   使命。當整個家庭都帶著使命而活時，家庭一定蒙福。

辦法：
運用現有角聲資源，達成上述目標。各部門包括：
�1�. 家庭部同工統籌整個家庭事工。
���2�. 音樂部作音樂教學支援。
���3�. 青少年部作活動及領人歸主支援、營地同工作體育支援。
4�. 文字部同工協助宣傳推廣。

基本上，家庭事工是兼顧整個北美及
本地華人家庭的事工﹔我們鼓勵各地
家庭帶領親人前來紐約參加家庭營，
並由本團同工安排的各項親子旅遊活
動﹔或帶領參觀附近名校。

角聲青少年部亦有其本部計劃，與家
庭事工互相呼應﹔但青少年部的事工
是長線的，目標是帶領青少年歸主，
並造就建立他們成為領袖。我們由
男、女童軍開始﹔成長後可加入本團
�Herald Cadet，接受進一步屬靈領袖課
程，最後以參加宣教事工作為全個訓
練的結束。他們是角聲事工的未來。

為城市宣教開創新局

城市宣教是一個有效，但相當消耗的宣教模式。它不僅
佈道，而且是一項結合關懷、教導及危機處理等等的宣
教工作；由於天天進行；其消耗可想而知。所以，在去
年十一月，我們首次提出郊區教會、本地教會及角聲團
隊攜手合作進行城市宣教方向。未來﹕
�1�. 郊區教會可提供城市宣教的流動力量，讓宣教力量源  
   源不絕，用之不竭。
���2�. 本地教會可提供城市宣教的穩定力量，凝聚及跟進所得成果。
���3�. 角聲團隊可提供城市宣教的支援力量，在策略中實踐
   佈道，產生更美果效。

角聲使命中心未來計劃

神陸續帶領同工加入角聲使命中神陸續帶領同工加入角聲使命中神陸續帶領同工加入角聲使命中
心團隊，這個地方，即將為神的心團隊，這個地方，即將為神的
事工呈現新氣象。事工呈現新氣象。

完成後的角聲使命中心，將會為完成後的角聲使命中心，將會為完成後的角聲使命中心，將會為
家庭佈道、城市宣教、以至普世家庭佈道、城市宣教、以至普世
宣教事工開創新局。宣教事工開創新局。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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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所知，不少郊區教會深具宣教負擔，有豐富人力經濟資
源，若能適當運用，必可產生重大宣教動力。而這動力肯
定有助於「角聲」現有的城市佈道事工﹔因為如果能成功
地與各地教會連線，把各地宣教力量引入城市，那城市宣
教將有一番新景象。由於他們可以接觸更多宣教工場的需
要，對各地宣教事工，也會有一定的幫助。所以，「角聲
使命中心」，也將為普世宣教事工開創新局。

為普世宣教事工開創新局

在使命中心內，將設有普世佈道事工異象分享專區，其中
有事工展覽廳，多媒體電影室，參觀者隨時可以觀看各地
禾場的需要，聆聽各宣教機構的錄影異象分享，及各個宣
教機構及工場的資料。由於每週必有一定的聚會參加者，
從各地經過角聲使命中心，所有經過的人都有機會參觀此
事工分享專區，並領受信息；相信藉聖靈同工，將有更多
人關懷普世佈道事工。

角聲使命中心內亦將鼓勵關懷中國農村的教育及佈道事
工；本團在中國的同工，可提供合適的支援；並與有負擔
者一同逐步達成本團在中國建立多個兒童村的夢想。

對於歐洲宣教事工，本團也深具負擔；雖然本團在歐洲只出版
號角月報，宣教力量不強，但希望成為當地宣教機構的喉舌，
呼喚更多人投身這日趨世俗，教會力量式微的宣教工場。

有關「角聲使命中心」的加建圖則，已送進樓宇局，等待
批出的計劃的地方安排是這樣的﹕

�1�. 音樂演藝廳﹕保持原有可坐�37�6人的大禮堂﹔作為適合
   社區大眾舉行各種音樂會及文娛活動場地。
�2 �.體育館﹕適合男女童軍、�Herald Cadet等青少年事工發
   展﹔由於連接大禮堂，故可打通成為有八百座位的大型
   聚會場地。
�3�. 兒童教育中心﹕以基督教教育及音樂為主，有室外遊樂
   場的﹔預計可收一百五十位兒童。其中有故事屋，可
   讓非中心兒童參加。
4�. 中心頂樓可設多個禱告室，鼓勵基督徒著重個人靜修，
   與神的關係。

角聲使命中心用地安排

�5�. 家庭輔導室、及多處適合建立親子關係的活動地方，
   包括家庭電影室等。
�6�. 四十多個可供住宿，有獨立浴廁的房間、及由餐館專
   業者主理的餐廳。主要是招待參加短宣工作隊員，及
   家庭營的參加者。
7�. 我們會設立關懷世界宣教事工專區，讓各地前來參加活   
   動者，有機會了解中國農村及本團兒童村情況、日漸
   式微的歐洲宣教工場的需要、或其他種族的需要。

此外，有多個辦公地方，可容納本團佈道部、家庭部、
青少年部、音樂部、製作部、行政部等同工辦公地方。

結語﹕

詩篇�1�2�6篇的作者曾如此說�:「當耶和華將那些被擄的帶回
錫安的時候，我們好像作夢的人。我們滿口喜笑，滿舌歡
呼的時候，外邦中就有人說，耶和華為他們行了大事！」

以「角聲」如此渺小，沒有固定會友、沒有固定支持，
每月均靠信心仰望神供應，才可以經過的福音機構，竟
能通過各方面的考驗，逐步實現城市佈道理想，這一定
是神在我們中間行了大事！其實，這大事，不是停在成
功購得這「使命中心」，而是，神要透過這地方，要把
「被擄」的帶回﹔這是我們誠心所求的大事。

我們滿口喜

笑，滿舌歡呼

的時候，外邦

中就有人說，

耶和華為他們

行了大事！

詩篇 1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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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月一日，角聲網上電台正式廣播，以粵語向全世
界華人廣播。只需上網到http�:�/�/�w�w�w�.cchcradio�.or�g，就可
以�24小時收聽到角聲的網上節目。這個網上電台的啟播，
標誌著角聲的服務，正萭邁向了一個新的里程。

角聲三藩市及洛杉機分會在過去幾年參予廣播工作，三藩
市分會自九八年二月開始，每周日晚上九時播放「傾談九
點正」節目，已經深入灣區人心。我在九九年開始，每星
期四晚上為洛杉機華人主持「理財天地」節目；自二千年
開始，逢星期二中午為紐約華人聽眾主持「理財天地」節
目。李偉強牧師自四年前開始，逢星期二晚上在洛杉機�A�M 
�14�3�0電台主持「有情天地」節目。葉啟明牧師經常亦以
�U�NC�L�E �B身份出現紐約電台。所以「角聲」同工早已透過
電台，去接觸廣大民眾。

傳統式電台的優點是在汽車內可以收聽，但短處是收聽範
圍有限制，尤其是一到晚上，收聽範圍更收窄。此外，透
過傳統式的電台，會受到各種限制。

在三藩市我們是租用電台時間，每小時費用超過�$�1�5�0，經
濟要靠商業機構贊助負擔。其他地方廣播安排稍有不同，
主持者是被電台邀請作義務主持，故無需付出任何費用，
但一切節目中的廣告收入都是歸電台。最大的限制，是講
話不能以基督徒身份暢所欲言，而且電台隨時可以取消節
目，最近李牧師的「有情天地」節目被迫結束便是例子。

一直以來，許多在我們廣播地區的華人都埋怨說，由於線
路繁忙，沒有辦法打電話入來節目與我們交談。另一方
面，不住在廣播地區的華人，知道有這些節目，卻沒有辦
法收聽。

大約兩年前，神安排在洛杉機一位弟兄，幫助我建立了一
個「理財天地播音室」網站，網址是WWW�.�M�O�N�E�Y�R�A-
�D�I�O�.�O�R�G 。該網頁收錄了星期三晚上「傾談九點正」錄
音，和我每天講的「理財分半鐘」錄音。此外，我們還放
了許多與福音有關的訊息在上面。兩年下來，已經有十萬
人次進到網站收聽，亦有因此而信主的。

但這個網站只是放置錄音檔案，由瀏覽者自由入內聆聽，
並不是主動地在廣播節目，與聽眾沒有互動，只是作為一
個儲藏庫(�A�RC�H�I�V�E)而已。儲藏庫有它的功用，但我們的
心願，是有一個二十四小時廣播的互聯網福音電台，廣播
精良的福音和健康的資訊，讓全世界的華人都可以透過互
聯網收聽。節目亦包括一些與聽眾即時傾談的形式，即使
用「傾談九點正」模式。

現在互聯網流行，在互聯網上作廣播已經是一件輕而易舉
的事，因為不需要自己購置與維持電腦器材，不少網路服
務公司以相當合理(甚至可以說便宜)的收費，提供網上廣播
服務。廣播者只要以互聯網線路與服務公司連接，便可以
透過公司的器材向全世界廣播。收聽者不論身處何處，只
要上到某一個網址，便馬上可以收聽。

呢度係角聲電台
�2�4小時全天候廣播�.�.�.“          ”

角聲網上電台

www.cchcradio.org

角聲網上電台林修榮

背景

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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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初我們向角聲董事會提交一份建議書，提議成立網上
電台，通過後便開始籌劃，本來去年九月便開始試播，可
惜有各種技術上的問題，令試播日期一拖再拖，結果到了
今年七月份才能試播。

我們一方面逐步解決技術故障，一方面開始搜集節目內
容。我們希望不是單單播放錄音節目，更希望不斷有新制
作的節目，與及現場直播的節目。內容方面，我們希望能
一方面切合聽眾的需要，另一方面像「號角月報」般，將
福音以實際和生動的方式帶出來。

節目方面，我們得到「中國信徒佈道會」與「基督新報」協
助，製作「忠信之聲」與「一週新聞」節目，希望以後更多
福音機構與我們合作。此外，我們也希望各地的弟兄姊妹(包
括角聲同工)能定期製作節目，目前有幾個小組在籌劃中。

葉啟明牧師為我們訂出以下節目製作原則﹕

     深入

深入是指內容要有深度，不是隨意找些資料來講講。例
如，電影介紹，除了談及故事情節，也要分析它的內容，
並引導聽眾欣賞電影的表現技巧，讓聽眾覺得言之有物。
此外，也可以談一些深一點的題目，以豐富讀者的知識。

��     淺出

淺出是指表達的方法和用詞，一定要讓一般大眾聽得懂。
如有關醫學的新發現，是較為艱深的內容，但講解時必須
讓一般人可以明白。

��     趣味

趣味跟內容和表達都有關，找有趣味的內容，以有趣味的
方法表達。有趣味的內容固然吸引，即使艱深的內容若能
以有趣的方式表達，就可以變成淺出，容易引起興趣。

��    創意

創意是指表達。讓人覺得新鮮，帶給人一種好奇的感覺。

但創意得來不能抽象。

��      具體

內容要具體，多用例子來表達抽象的意念和道理。

��      實際

內容要切身，使聽眾感到實際有幫助，對他們來說，認識
多一種資訊，學會一種知識，使他們生活充實起來。

��      需要

按照聽眾的困難處境提供資訊和建議，以致給他們指示和
引導。內容可包括心理、福利、法律、
醫藥等資訊。例如：按時報導一些與華
人有關的福利消息和政府制度和措施。
如請議員代表及社區機構的負責人來更
新資訊。

��      提昇

內容有提高聽眾身心靈的功用，能刺激和
啟發他們的思想，給他們帶來鼓勵和挑
戰。例如在投票時期，教導聽眾如何了解
一個政客。如何向不同的政客探問，讓政
客提出個人的政綱；更鼓勵聽眾參與選
舉。又例如：他們喜歡娛樂新聞，幫助他
們從娛樂新聞中領會社會現象。至於音樂
和電影方面，則可討論如何以更高眼界去了解電影和音樂。

��      服務心

要以服務心來推介一切的資訊。社區中有不同的專業機
構，還有政府機關和部門，我們要以一個協助他們成功的
心態來聯絡他們，讓他們可以通過我們把對大眾有益的資
訊傳遞出去。幫助到他們做好，聽眾就得到好的資訊，聽
眾覺得有幫助，自然就會提高收聽率。

��      參予

鼓勵聽眾投入節目。這不單指接聽打入電話的環節，也可
為聽眾提供講座、訓練，甚至日後成立聽眾俱樂部。多找
出讓聽眾回應、反映意見和提供建議的方法。

籌備 

林修榮一向在加州地區主持電台節林修榮一向在加州地區主持電台節林修榮一向在加州地區主持電台節
目，現在打破地域限制，參與角聲目，現在打破地域限制，參與角聲
網上電台的事工。網上電台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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