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四月初上任時，我曾對同工們表示，到角聲香港分會
來事奉，最值得欣慰的，是可以「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對前景看得更遠、更清楚。因為在過去近四年裡，香港分
會在前主任及總會副總幹事周簡艷珍姊妹擔任署理主任期
間，已奠下穩固的基礎。在有限度的「直接」督導下，同
工們能自動自發地把工作做好，使《號角月報》每月按時
出版，在內容、設計和印刷等各方面，甚得讀者和教會好
評。去年十二月及今年三月，更進一步發展佈道事工，使
香港分會的事奉邁向多元化。對我來說，這是莫大的恩典
和十分難能可貴的事情。

展望前路，我嘗試用長、闊、高、深四個向度，簡述對角
聲香港分會的心願：

作為非牟利的基督教信心機構，無論角聲總會或各地分會，
在財務的運作上，皆全心倚賴上主的供應。這在總會過去二
十多年及香港分會過去四年的經歷裡，都得著美好的印證。
香港分會的財政來源，主要是教會及信徒的奉獻和《號角》
的廣告收益。由於奉獻和廣告的收入與所需支出尚有相當距

離，加上去年購買辦公室)的免息貸
款等，我想我們現在應該坐下計算花
費，作更好和更忠心的管家，從長遠
的角度作出適切的規劃，使香港分會
能收支平衡和定期忠心償還債務。

長     財務規劃化

角聲香港分會同工合照，後排右二是
港澳區主任蕭恩松。 

長闊高深角聲香港分會的
角聲港澳區主任蕭恩松................................................

在「直接佈道」事工上踏出第一步後，我們當繼續努
力，發展青少年、長者、弱勢社群及其他方面的福音工
作(如街頭派發福音禮物袋等)。青少年事工將以校園為著
眼及切入點；長者事工將因應社區的需要而行；弱勢社
群的服務，則從我們逐漸展開的調查和資料搜集開始。
我們的原則是，若某項事工已有其他機構在有效地推
展，我們將以協助及配搭形式參與，盡量不作與別人重
覆的事奉，免得浪費資源。我們亦會繼續「親子英語(兒
童佈道)事工」。 

提供美術 / 版面設計，中、英文翻譯，排版 / 印刷統籌
等項目的專業服務。這些事工現在我們已有限度地提供
給總會及有需要的分會。在進一步提昇專業水平後，將
可為北美及其他地區的華人教會及機構效力。

《號角月報》多年來已成為各地華人社區知名度頗高的
刊物。現在香港版的發行量(每月十萬份)亦高踞各地各版
之榜首。香港與其他地區不同之處，是這裡佔90%或以
上的市民是華人。以城市而論，是全球華人人口最密集
的地方之一。因此，在內容的質量上，《號角》有甚多
可以更進深之處，以應廣大群眾的福音需求。在發行量
方面，只要我們能有效地透過「十傳十美」(見《角聲與
您》第五期〈請與我們一同作夢〉)在信徒中發動一傳十，
十傳百的推介運動，將有潛質從十萬份推向二
十萬份。

綜觀上列四個向度，香港
分會的前路甚遙，請您
經常代我們向父神祈求
恩典和智慧，使我們
可以作忠心和良善的
好管家。                
                       
  

事工多元化

高服務專業化

深號角優質化

親子英語事工的對象是小朋
友，獲得一眾家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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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香港出版《號角》！我已為妳開路了。」歐陽佐翔牧
師及張樂基牧師懇切地說。

「回香港出版《號角》！時候已到了！」勞伯祥牧師聲聲
催促。

「回香港出版《號角》！香港人在低潮中需要鼓勵、需要
福音。」來紐約旅遊、公幹的香港弟兄姊妹紛紛說。

「回香港出版《號角》！不要怕，我必與妳同在。」我在
禱告等候時，主耶穌在我心中說。因此，2001年12月初，
我在「911」的餘悸下，坐上了飛機，回到了香港，這個闊
別經年，卻魂牽夢繫的故鄉。

泡沬經濟幻滅後的香港，沒有繁榮的景象，只有「負資
產」、「大閘蟹」、失業、破產……夾雜著燒炭自殺的新
聞。我終於明白，為何神要回港出版《號角》，因祂要帶
給港人新希望！

但我少小離家、故舊飄零，連母會基督中心堂，也是桃花
依舊、人面全非，在毫無人際脈絡的情形下，如何開拓事
工？感謝主！祂在我回港之前，已預備好一切，令《號
角》的出版水到渠成。

第一次拓展之旅，我開始探訪各教會及機構，盼望取得認
可與支持。我與香港大部的教會領袖，都素未謀面，謬然
拜訪，心中總有幾分膽怯，因此每次打電話約見前，總是

感恩的四週年

在香港分會成立四週

年之際，理應訴說祂

的恩典，讓祂的名得

著榮耀！

 牧者鼓勵 教會認同

周簡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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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的四週年

在主面前切切禱告。感謝主！當我去拜候牧長與前輩時，
他們都說在海外見過《號角》，並認同我們的異象，很多
更即時應允擔任《號角》顧問，令我感動又感激！

那時梁壽華牧師，也剛好在香港，他好幾次陪我一同探
訪，至今仍深表謝忱。《時代論壇》的社長李錦洪先生，
不但沒有「同行如敵國」的觀念，還特意採訪以助宣傳，
闊大的胸懷令人欽敬！由於教會及弟兄姊妹多方協助，「
角聲」香港分會很快便成立了董事會，組職了顧問團及
智囊團，讓《號角》香港版，在2002年3月出版導航版；
2002年6月順利創刊。

出版一份報刊，經費支持十分重要，記得當我到港福堂，
去探望吳宗文牧師時，他問我一個問題：「香
港現在經濟蕭條，你們何來印報紙的經費？」

當時我愣了一下，但想到主的恩典是夠用的，
於是回答：「我想主讓《號角》在海外每月發
行30萬份，祂也一定會供應香港的需要。」

吳牧師聽後看著我說：「好，第一期導航版
60,000份的印刷費，就由港福堂負擔吧！」如
今想起他在主裏的支持，心中仍然覺得溫暖。

此外，林希聖先生及香港「正生會」董事會，
撥出二十萬港元作為《號角》香港版的創辦
費；香港聖公會支持創刊號的印刷費；「角
聲」香港董事原樹華長老、姚冠尹伉儷長期在
經費上支持。吳弟兄不但在《號角》創刊時，
以一千港元的微租，讓《號角》使用蘭桂坊的
辦公室，三年後更以奉獻的心態，以超低價把
一千呎的辦公室讓給《號角》……神的恩典加
上人的恩惠，使「角聲」香港分會步步向前！

如今，香港分會除了出版《號角》，已進入了直接佈道的新
紀元，她有了自己的辦公室，有了一群可愛又忠心的同工，
更有了我的接班人──蕭恩松主任。撫今追昔，主的話流入
我心：「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願主繼續賜福與「角聲」香港分會，讓她不斷為主發光！

周簡艷珍感謝香港同工，齊
心發展角聲事工。 

 辦公有室 經濟有源
周簡艷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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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5月16日，是我在香港角聲事奉四週年的日子，很

想跟大家分享這首「普通的人」，歌詞正是我心聲。	

四年前，角聲設立香港分會，出版《號角月報》香港
版，我獲聘為記者。記得當時，我曾向角聲副總幹事兼《
號角》主編周簡艷珍女士說：「很希奇你竟然會聘用我。
你們需要的是豐富經驗的記者，而我，除了當過實習記者
外，談不上甚麼經驗！」那時候，每當我告訴別人：「我
聆聽和說話的能力，比閱讀和寫作能力要好。其實我不喜歡
閱讀和寫作，更不喜歡看新聞......」別人都會目瞪口呆地回
應：「甚麼？你當記者、編輯，竟不喜歡閱讀、不喜歡寫
作、不喜歡看新聞？」

直到如今，我仍不明白為甚麼有這樣的安排，但感謝神，
衪沒有嫌棄我，使我奇妙地受聘成為《號角》的記者。這
四年過得很快，但有時亦有度日如年之感，因為期間經歷
很多挑戰和困境，常感力有不逮，受壓太重。四年後的今
天，我對閱讀的抗拒程度減低許多了，甚至因為養成了寫
日記的習慣，竟然漸漸喜愛寫作了。可是，那股大壓力仍
常伴左右，因為自己要力求完美，卻又覺得寫得不夠好。

我認為在角聲所做的，是事奉，而非工作，因為我是為了
「善用傳媒，廣傳福音」的召命而來的，非全為興趣。我
想：事奉的事，不能單靠興趣，否則很難堅持下去。我最
感恩的，是可以在這個崗位上結合新聞專業和基督信仰，
因為這是難能可貴的。看見許多同學或傳媒人，在進入社
會或媒體工作後，就身不由己地淡出教會生活，甚至失去
信仰，成了迷羊。所以我珍惜神的帶領，使我能在角聲學
習怎樣把生活、專業與信仰牢固、相互地結合起來。

普通的人

角聲香港分會執行編輯林秀芳

是事奉而非工作

像那小男孩的餅和魚 讓我獻給主
 就算多寒微祂不介意 全盡我心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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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香港分會執行編輯林秀芳

在角聲事奉的另一個意想不到的福分，就是可以「擺明車
馬」地向家人、親友、舊同學、朋友派送《號角》，坦然向
他們傳福音。從前，派單張給他們，他們總會「彈開」。但
現在連最反對福音的爸爸，都竟然會閱讀《號角》。而在一
些舊同學聚會中，當大家互相問候近況時，我更可以直接派
發《號角》給他們，並乘機傳揚福音。

在角聲事奉，除了加強了我傳福音的心志外，也讓我看見
栽培信徒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在回應讀者來電中，我發覺
那些因種種誤會而離開教會的信徒，大部分是因為在信主
後，沒有受過適當的栽培，沒有良好的信仰基礎，令我覺
得非常可惜。因此，我盡量在對話的過程中，按照他們的
需要，鼓勵他們返回神面前祈禱，重新參加教會聚會。

其實我在加入角聲以前，已考慮報讀一家神學院的晚間「基
督教研究(傳播學)碩士」課程，研究怎樣有效地傳遞基督信
仰。當時曾向神祈禱說：「若你真的帶領我報讀這課程，請
也為我預備一份與課程相關的工作，讓我可以一邊修讀，一
邊實踐；即或是半職或工資不高的工作也無妨。」神果然垂
聽禱告並安排一切。在我報讀課程前，曉得角聲正為《號
角》尋找記者，我馬上瀏覽角聲的網頁，瞭解他們的辦報理
念及參考過往的稿件，然後去信申請。本來全無把握，但經
周太面試後，便進入角聲全職事奉了。

雖然坊間有傳播學及神學的碩士課程，卻少有結合兩者的課
程。但在現今資訊多元、信仰混亂、傳媒當道的世代裡，實
在需要一些融會兩者的工人，有效地向大眾傳播純正的基督
信仰。感謝神讓該學院開辦這個課程，
讓我有此機會接受裝備！

這四年來，要兼顧事奉與進修，確實
不容易，曾經因過勞而暈倒，也曾想
過要放棄，但神在教會的一次夏令會
中提醒我：「一個清晰的呼召，就是
願意持守下去的力量之來源。」前面
的路會怎樣走？我也靜待著天父繼續
帶領，因祂是掌管前途的神！
 

為傳播也為信仰

林秀芳同時在事奉與進修的路
上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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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校對，對於大部分人來說，是種沉悶乏味的工作；但
對我而言，是近乎一種興趣。部分聽聞我有這種「特殊偏
好」的朋友，莫不驚訝！

加入「角聲」，成為《號角月報》文字校對義工，已近四
載。起初是因為對文字的一份情。自己愛閱讀，愛從別人的
文章中，學習如何寫出優美的文句和汲取知識。漸漸地，我
便對文字有所要求。

有一次，我從教會派發的《號角月報》中，得悉他們招募義
工，便毛遂自薦。我從來都有一份堅持：從事文字工作，合
作的伙伴須在文字處理上存較認真的態度，方向一致，目標
是讓大家可讀到較佳的文句。宗教刊物更應帶出以文字傳揚
福音的大使命，持守讓讀者可從閱讀中得到屬靈生活指引的
宗旨。同工之間的彼此配搭、互相支持亦十分重要。凡此種
種，在我與《號角》的同工們相處時，都可以感受到。

四年來，從最初在設計製作公司借用地方一起校對，到現在
感恩地在「角聲」購入的辦公室裡校對，我每月總有些日子
與同工們共聚，甚至參與他們的同工祈禱會，這種關係令我
十分投入。想到在這裡的事奉，從起初對文字的「情」，到
現在與同工們產生的「情」，令我既感動，又感恩！

在看似沉悶的工作中能持續下去，除了是個人喜好外，亦是
神給予我的一種訓練。祂讓我置身於音樂與文字兩個領域中
事奉多年，藉此訓練我那份不輕言放棄的態度：樂曲表達未
如理想時，我會不斷練習，在文字上亦會不斷思考更佳的表
達；亦教曉我如何跟不同性格的人互相配合。神讓我們各司
其職，讓我這個不愛說話的人，亦可在合適的崗位上盡我的
本份。雖然我常常認為校對工作，是默默無聲、很卑微的事
奉，但神藉著《馬太福音》十章42節鼓勵我：「無論何人，
因為門徒的名，只把一杯涼水給這小子裡的一個喝，我實在
告訴你們，這人不能不得賞賜。」讓我明白我所作的，在祂
看來是寶貴的。

角聲香港分會校對義工霍周正持..........................................

一杯涼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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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駡駡個來到兒童村的孩子，背後都有一個可憐悲痛的故事。
他們之中，十有九都是父死母出走，或父死母改嫁；有的被
收養的棄嬰，有的連親人也沒有一個；有一對兄妹，父母分
別服刑六年及四年。

小東東來到兒童村，簡直是一個小流氓，這是最適合他的
稱號。每天吃飯，都聽到姐姐們呼叫他的名字：「小東不要
爬頭，排隊！」「不要搶，慢慢等！」「不可以打人！用口
講！」每天放學回來，都有同學投訴「東東打人！」「東東推
我！」我就親眼看到他跟一個愛心姐姐鬥法，氣得那姐姐臉
青青的走開。他初來的第一二個禮拜，院長差不多每天都要
叫東東到院長室「談話」，可他還是我行我素，一點不改變。

我和東東正面交鋒，是當義工隊離開兒童村之後。院長把三
十個孩子分成三家，每家住一層樓。我住在樓下，男孩子也
剛好分在樓下。每個晚上，我都幫忙愛心姐姐照顧孩子們做 

正在蛻變的生命
角聲在福建三明市創辦的華恩兒童村，專門收容一些被社會

遺棄的特困兒童。本文作者許佩文，正是兒童村的副院長。

她執筆縷述兒童的生活瑣事，情感自然真摰，叫人看見兒童

幸福成長之路，正在村內展開。這些孩子，同樣被神所愛。

許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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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課。東東的功課不好，又不跟愛心姐姐合作，常常發脾
氣。有一天，他的愛心姐姐對我說：「許阿姨，我放棄了，
我不管東東了，交給你吧！」「好！讓我來！」我說；其
實，我也沒有十分把握。

我先從數學開始著手。每次他做對一題，我就給他一個「
high five」他可樂了，拼命做。其實他是
相當聰明的，領略力又高。我教了他三個
晚上，他就可以自己來做。然後是作文
章，他的家課中有一項是「讀書筆記」。
他不懂，又不能向我解釋老師的要求，在
發脾氣。我在他的本子上寫下「請問老師
什麼是讀書筆記？請告訴我好讓我可以教
東東。我的手機號碼是… 謝謝。」下面我
寫副院長許佩文，然後交給他帶回去給老
師。

隔了一天，老師真的打了電話給我。晚上我
拿了一本《小故事大道理》給東東，替他找
了一個故事，讓他讀了三遍，再讓他用自己
的話講出來。之後，請他把故事用剛才講的
內容寫出。最難的開頭，我對他說；「就用
從前開始吧！」於是他開始寫了，寫得白字
連篇，很多常用字都不懂，我忍耐的教導
他。他滿心感激的做功課。在寫作方面，我
幫助了他兩次，以後他就自己寫，只間中問
一下。他現在寫的比四年級的同學更容易。

有一次，他排好了隊，才發現忘記了帶帽
子，又來不及回宿舍拿；於是，我把我頭
上的帽子放在他頭上說：「用我的帽子

吧！」「謝謝許阿姨！」他歡歡喜喜的上學去。這就是愛，
愛是看到別人有需要就去幫助人。他學會了。

我告訴孩子們：「有一個Magic word 就是『請』字和『謝

許阿姨帶孩子上山，吹口琴給孩
子聽(上圖)。她要以愛心樂章，
改變她身邊的孩子們(下圖)。

“有一個 Magic word
  就是謝謝。”

“就用從前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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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你用這個字是無往而不利的。」「請把飯給我，謝 
謝。」「許阿姨，請問可以教我這數學題嗎？」現在，男生
宿舍裏充滿了「謝謝」和「請」，還充滿了歌聲；當然，不
快樂的事情還是很多，但比以前是好得多了。現在，東東學
分菜給同學，分桃子的時候，是先分給別人，最後才自己
拿。我心理很感動。

感謝神，我一歲喪父，可列入孤兒行列，取得他們的同感。
我告訴他們，孤兒沒有罪，孤兒沒有錯，孤兒
可以成為偉大的人。孤兒可以成為醫生、科學
家、護士、教師，只要努力，我們可以成為一
個有用的人。東東就常常一面做功課一面自言
自語：「我將來要做教師、做工程師…」

有一次，聽說男孩子有打架的事情，我很生
氣。晚飯時，我大聲宣佈：「今天誰有打架
的，飯後到我房間來！」想不到，我一進房
間，三個男孩子一字排開站在我面前，其中
一個就是東東。我問了前因後果，然後拿出
一條木棍 (是我先生做木工留下來的)，對
他們說：「你們在家做錯了事，是不是都被
父母打的？」他們點點頭。「但現在許阿姨
不打你，我要你打我！誰要打架的，就來打
許阿姨！」他們都同聲說：「不打！」眼睛
紅紅的想哭的樣子。我對他們講了臺灣高山
族吳鳳的故事，之後，我說：「以後，每次
要打架之前要想清楚，打架回來要打許阿姨
的！你們不想打許阿姨，就不要打架，知道
嗎？」「知道！」從那天到現在，打架的事
是減少了，吵架還是有的。

這些小毛蟲正在蛻變；有一天，他們都會變
成蝴蝶！我從來沒有向孩子們談過神或上
帝*，但我發現上帝的手在孩子們的身上做工，或者，這就
是生命影響生命的意義吧！

*按：國內規定不能向小孩子傳講福音。

“許阿姨不打你，
  我要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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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佩文憑著愛心，與孩子打成一
片(上圖)。小東東就像小毛蟲，
有一天會蛻變成蝴蝶(下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