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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五月六日至九日，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各地的事工主
任及代表，都雲集於羅省，舉行了為期四天的連場會議。
而角聲董事及策劃委員亦分別舉行了多次會議 。

出席的包括紐約總會的李吳淑儀、勞伯祥牧師、周簡艷
珍、謝虹、葉啟明牧師、葉陳紫娟、龔妙玲、陳梁惠嬋及
負責中國兒童村事工的陳明植；來自三藩市的是黃森泉牧
師、餐業福音使團的柳林慧中及癌友關懷網的龔振成；來
自達拉斯的是吳福強；香港的是蕭恩松；多倫多的則是李
鴻韜及李鄭玉珊；還有羅省本地的王慶元長老、李偉強牧
師、胡嘉驥及楊王惠真等。

四天的會議，議程密集，為的是加強各地分會的聯繫，讓
角聲事工能匯集交流，發揮眾志成城的力量。眾與會者分
別匯報各地事工的情貌，分享經驗，並對未來的事工作出
進一步的探討，最重要的，就是彼此為不同地方的事工需
要而互相代禱，讓神使用各地的器皿，作成主的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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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會議，其中一項最惹人注目的，就是一段「做夢」的
時間。這當然不是會議叫人疲倦做夢，而是一段讓角聲人
來抒發自己的夢想。在勞伯祥牧師的鼓動之下，大家都說
出了自己的個人夢、角聲夢… 有了夢想，就有目標；有
了目標，就可以向著標竿直跑，最終美夢成真。

1 蕭恩松 (香港分會)：
我的角聲夢是：
一、希望香港角聲收支平衡，沒有赤字是我的第一個夢。
二、希望香港角聲能夠多元化發展，現在是以《號角》為 
    主；盼望將來能開展青少年及長者事工，惠及更多基
    層人士。
此外，我的另一個夢，就是辦一家基督教的殯儀館，為信
徒服務。

2 李吳淑儀 (紐約總會)：
我的夢是：「神在中國」。
我夢想有一天，中國廿六個省份，每個省份都有我們辦的
兒童村！鍾小玲姊妹曾交通說，我們應該在中國做一些婦
女事工。我對她的想法非常贊同。有一天，幫助解決孤兒
和家庭暴力問題的事工，都要在中國出現。

3 李鄭玉珊 (多倫多分會)：
我的夢是「號角夢」，盼望：
一、加拿大各地都能開設當地的專頁。
二、希望能夠購置屬於角聲的辦公室，代替租用地方。
三、期望能為加拿大號角月報開設網頁，接觸更多讀者。
四、跟其他福音機構合作，加強外展事工。
五、舉辦寫作訓練班，培育文字工作接班人。

4 黃森泉牧師 (三藩市分會)：
我的「角聲夢」有三方面：
一、可以在三藩市購置屬於角聲的地方。
二、希望角聲發展更大，做更多工作，如大型佈道會等。
三、開設網上電台，透過互聯網廣播，廣傳福音。

5 陳梁惠嬋 (紐約總會)：
現在，每星期都與老人家一起，很是享受。我的夢是可以
推動老人家參加角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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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李偉強牧師 (羅省分會)：
我的角聲夢，是一個「長闊高深」的夢。
長：Extension — 將現有的事工延續，延長。
闊：Expansion ─ 發展事工，現時剛起步的角聲醫
    療中心，希望能發展成醫療與健康合一的綜合大
    樓，增設健身室設施，適合家庭使用。
高：以英語為長線工作。以青少年事工作投資，他們
    成長後，能開展英語及華語事工。
深：盼望能影響社會，並且把教會的網絡聯合起來。
我的個人夢，是在五十歲前，取得教牧博士學位。

7 吳福強 (達拉斯分會)：
我的夢有兩方面：
一、希望年青人在靈性上有長進，下一代接棒上來。
二、期望達拉斯能有一個角聲據點，供教會及弟兄姊
    妹使用，作為退修中心。

8 葉啟明牧師 (紐約總會)：
我的夢是成全別人。
最近四處找人，往短宣，往印度，我的感覺十分明
顯，就是要在那裡為他們做一些事，成全他們的夢。
我也希望可以回去唸書。

9 周簡艷珍 (紐約總會)：
我有兩個夢：
一、個人夢 ─ 是成為作家，劇作家、小說作家，
    從事更多文學創作。
二、角聲夢 ─ 其一是以《號角》作先鋒，進軍歐洲
    這個屬靈戰場。其二是到中國出版《號角》。

10 陳明植 (中國兒童村事工)：
我的夢是擴大中國事工，不單是兒童村，更有很多可
以做的工作，包括老人關顧和辦學校。我相信，辦學
是傳福音的最佳途徑。

11 龔振成 (癌友關懷網)：
我的夢是傳福音給靈魂失喪的人，到中國、到台灣、
到香港，並且集中力量給予癌友心靈上的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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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於六月十一日晚上，假一家酒
樓舉辦了《號角月報》異象分享暨籌款晚宴。有近七百位
來自不同教會及機構的牧者、長執及弟兄姊妹參加了晚
宴，整個場地，座無虛設，嘉賓濟濟一堂。更有由紐約專
程駕長途車而來的美國紐約同工，包括副總幹事周簡艷珍
合共七人，到場參加，為加拿大同工打氣，令會場溦瀰漫
著熱烈的氣氛。

在神的帶領和弟兄姊妹的支持下，這次晚會，收到奉獻打
破九萬加元大關。這筆奉獻，將用以支持加拿大角聲購置
新辦公室及運作經費。

晚會在嘉賓樂隊Channels的詩歌敬
拜之中展開了序幕。曾奪香港新秀歌
唱大賽冠軍方曉虹姊妹，亦應邀與
Channels合唱。

當全場起立，與Channels樂隊一起合
唱號角之歌：「福音號角聲」時，號
角的異象──「將耶穌基督的救恩傳
到地極」，都深深地激蕩著每一位與
會者的心。

 加拿大角聲異象分享
   感恩籌得九萬元 但距目標仍遠

Channels 方曉虹領唱 Channels樂隊及方曉虹(右)的美
妙歌聲，引出了晚會的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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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位司儀黃麗明姊妹和何炳榮弟兄以國語及粵語雙聲道
主持晚會，妙語如珠。會上放映了一套介紹加拿大角聲
事工的影片，申述了《號角月報》在加拿大十四年來的
歷程，並道出了目前急切的需要。

一直以來，角聲的加拿大分會，在加拿大都是默默耕
耘，比較低調，而且，加拿大的事工，又以出版《號角

月報》為主，較少會與社區人士
面對面接觸。當晚，角聲的「幕
後人」同工，包括加拿大董事韋
邱佩芳、孔祥炯、加東及加西全
部七名全時間及部份時間同工，
都一一亮相，跟與會嘉賓見面。
加強了相互之間的認識，加拿大
角聲的異象，亦進一步得到了推
廣及認同。

應邀作短講的馬英傑牧師，作了
精彩的分享，指出號角乃是在人
的意識形態領域裏工作，是人的
更深層面的需求。號角為社區華
人服務，使他們得聞福音，蒙恩
得救。他呼籲並鼓勵大家支持號
角，一起同工，榮耀神的名。

餐會中間穿插了號角月報日常的工
作片段，又請來了兩位見證人，現
場縷述他們與號角的關係。

第一位是梁太太，她與兒子冰冷母
子關係解封，號角把她的見證刊登
出來，並以「破冰之旅」為主題。

透過號角的文字事工，讀者都看見了神在梁太太身上的
奇妙作為。接著，很多在這方面有困擾的人，都聯絡號
角辦公室求助，而號角亦轉介他們與梁太太分享經歷，
為這些家長提供了切實的幫助。此一見證，叫人看見號
角月報實在發揮了關懷社區，服務社區的果效。

馬英傑牧師短講
上：黃麗明姊妹與何炳榮弟兄任晚
會司儀，提升會場熱烈氣氛。
下：馬英傑牧師(右)接受加拿大角聲
董事孔祥炯(左)致送紀念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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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位十四年來，風雨不改地為號角派發報紙的義
工，也現身說法講述他當義工的感受。他不但自己派
報，連太太和兒子也動員起來。他的兒子，當年還是個
小孩，現在已經上大學。他不僅全人擺上，更帶領全家
如此行。他的熱誠，得到大家的踴躍支持，熱烈鼓掌。

目前，角聲加拿大分會正面臨一
個迫在眉睫的問題：現在租用的
辦公室遠遠不夠使用，而且，租
約早已到期。另外，每月印好的
報紙因地方所限，只能暫借一家
教會的門外存放，該處只有上
頂，沒有圍欄，遇有大雨或風
雪，部分報紙就會損壞；還有如
此很難監管報紙的發放。

此外，加拿大角聲也看到社區的情形，深感號角需要增
印數量，以適應更多需求；增加頁數，以強化各地內
容；加添同工，以發展及推廣事工；發展網頁，以配合
時代需要；開辦講座，以培訓文字事工人才等……所
以，借著此次餐會將號角的異象和需求分享出來，希望
更多的弟兄姊妹在禱告上、經濟上給予紀念和支援。

對於是晚籌得超過九萬元的款項，大家都深深感恩。雖
然，距離三十五萬加元的目標尚遠，但全體同工等都極
受鼓舞，知道神必預備，同聲讚美哈利路亞。 (見下圖)

籌款發展事工

現場嘉賓濟濟一堂，對加拿大角聲
的異象，有了進一步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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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多次多方禱告，並得到神的印證而完成初步籌備計
劃的羅省「基督教角聲醫療中心」，於5月6日舉行了奉獻
禮，並且即將展開裝修工程，預料年底即可投入服務。

羅省角聲醫療中心位於Mission Road 與 San Gabriel Bl. 
交界，與角聲中心的現址只在咫尺之間，信步即可抵達。
這個醫療中心，將會為經濟環境欠佳而又缺乏醫療保險的
人士，提供一般性的醫療及諮詢服務，讓他們得到合適的
醫療資源及護理。角聲醫療中心將以「全人關懷」的理
念，為社區人士提供生理疾病的醫療，更提關顧病人的心
靈需要，給予全方位的關懷和照顧。

為了籌措中心的購置及營運費用，羅省角聲發起了「
325籌募計劃」，招募300名支持者，每年捐助2000元，
於5年內完成300萬元的籌款計劃。這個計劃，獲得了教
會、社團及個人的支持。加入計劃的單位，現已剛好超過
半數。在這次奉獻禮上，許多支持者都應邀出席。他們在
一塊臨時的紀念壁上，貼上刻有自己指定名字的磚塊，象
徵對這計劃的支持，見證了榮神益人的事工行動。

羅省角聲醫療中心

奉獻禮感謝神恩
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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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伯祥牧師在奉獻禮中，以馬太福音8:7的一句簡短經文
「我去醫治他」，闡釋了籌辦醫療中心的精神和意義。「
我去醫治他」是耶穌在迦百農時，有一個百夫長來央求耶
穌醫治他的僕人時，耶穌對他所說的話。勞牧師解釋說：

我，是要把自己放在裡面，將來每一個在醫療中心工作
的，都要有自己的「我」存在，必須有「我」的投入。

去是行動。一個切實的行動，比一百句動聽的話更佳。
醫療中心需要的是行動，實際助人的行動。

醫治，所指的是病人的需要，不是我的需要。醫治，是
以病人為主體，也是醫療中心的主旨，希望將來同工所得
到的最大喜樂，是因為病人得著醫治。

他，是一個個體，不是群體。每一個走進醫療中心來
的，都是同樣重要，都是我們的服務的目標。

這簡單的五個字，正雋刻在醫療中心的紀念牌上。當主禮
嘉賓把紅幕揭開，「我去醫治他」便顯露了。再過多幾個
月，角聲醫療中心，就會開始服務，真正體現耶穌給人醫
病，拯救心靈的大愛精神。(見下圖)

我去醫治他 !

.......................................................................................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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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省角聲中心健康日

五月初一個早晨，羅省角聲中心舉行了一個健康日。所
在地是角聲中心門前的停車場。

當日，一個一個不同的攤位早已豎立了
起來。每個攤位，都有一個健康或疾病
的主題，例如：肝炎、肺部、牙齒、眼
睛、血壓、膽固醇、糖尿病、骨密度等
等，關注的健康問題顧及身體各部份。
各攤位並掛起了各式橫額，寫上如「三
針護一生，B肝遠離身」等標語，各種
檢查都是免費提供。

現場更停泊了一部流動眼科醫療車，吸
引了不少關心健康的朋友，不少攤位都
大排長龍。而且，到場的，不但有華
人，更有其他族裔人士，說明了角聲中
心舉辦這種活動，大受市民歡迎，更打
破了族裔的隔膜，彼此同心關注健康。

為了主辦這次活動，角聲中心邀請了許
多專業醫療團體參與，派出醫護人員為
到場的人士提供服務，並解答各種問
題。

角聲的同工及義工，穿著藍色的背心外
套在現場協助，使得秩序井然，活動進
行非常順利，受益的人士甚多。

上：醫護人員為市民作身體檢查。 
下：一位非華裔女士在玩呼拉圈
    測試體能。

韋子江

78

就在角聲中心健康日的早上十時許，現場來了一批
稀客，男男女女，浩浩盪盪地共有十多人。他們看見
如許多健康攤位，各人都大表興趣，先後加入了不同
攤位的隊龍之中。

原來，這一批稀客不是別人，而是角聲不同地區的事
工主任及負責人。他們很多都由不同地方飛來，包括
三藩市、紐約、達拉斯、甚至多倫多和香港。這次到
來羅省，原來就是為了參加角聲主任會議。這些角聲
人，平常工作忙碌，對健康問題或會忽視，難得這次
路過貴境，喜見有健康關注攤位，於是，各人都把握
機會，為自己的健康問題，諮詢一番，查驗一番。

究竟，這些角聲人驗查些甚麼？看過圖片之後，大家
便會有答案。

1 角聲國際兼北美董事會主席李吳淑儀最有興趣的

是骨質問題，非常仔細地聽取醫護人員的意見。

2 香港的角聲事工主任蕭恩松，與牙齒保健的醫護

人員談笑風生，相信他不但牙齒健康，更是「牙力十

足」。

3 跟大家微笑打招呼的是負責中國兒童村事工的陳

明植，他正在排隊等候測試肺部功能。

4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剛量完血壓，認真地聆聽

醫護人員的解說。

5 角聲總會副總幹事兼號角主編周簡艷珍，走進檢

查骨質的攤位，與角聲總會的陳梁惠嬋耐心輪候。

驗查完畢，諮詢完畢，從攤位走出來，他們得出的是
甚麼結果？

結果是：每個人都異口同聲說：「問題多多！不過，
每個提出的問題，都得到了解答。舉辦這種活動，很
有意思，羅省同工們，努力！加油！」

他們      甚麼?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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韋子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