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角聲」香港分會成立迄今，《號角月報．香港版》
四年來不但在香港刊行，更從2004年起，在一水之隔的
澳門，由「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作為澳門總代理，每月
按時將《號角月報》發送至當地各派發點，使澳門居民，
透過教會和信徒的傳遞，同得福音的好處，這是我們引以
為慰的。

雖然如此，我們身在香港，對澳門的瞭解和需要總嫌不
足。港澳區主任蕭恩松有見及此，特於今年六月上旬前往
澳門，拜候了當地一位資深的基督教文字工作者、澳門基
督徒文字協會，以及澳門浸信中學，請他們分享對《號角

月報》在澳門派發的現況之感受，並給予意
見和改進建議，探討彼此加強合作的機會和
模式，甚至分享多年來對「角聲」的認知和
深「情」。

我們第一位受訪者，原來早於1981年在紐
約已認識「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對於
當年勞牧師領受異象，毅然放下駕輕就熟的
牧會事工，義無反顧地創辦「基督教角聲佈
道團」，專向青年人傳福音，他很感佩服，
因為那是很艱難和吃力不討好的事情。在草
創初期，「角聲」沒有固定的辦公室，需要
到處張羅，向教會及社團租用地方，種種難
處，實不足為外人道也。

雖然，他與勞牧師只是君子之交，其淡如水，但觀察到他
是一位低調、平實，具講道恩賜，有魄力，知人善任的神
僕，所以他蒙神恩待，多年來可以找到很多人才，與他同
心協力，後來在創辦《號角月報》後，更多元化地發展「
角聲」的事工，誠屬難能可貴。同樣是基督教文字工作者
的受訪者又表示，致力基督教機構事工(文字或其他)最理

濠江――

           記澳門之行
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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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門基督徒文字協會會長王大
為牧師(中)，與蕭恩松(右)及
林秀芳(左)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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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的願景，是能自給自足，無求於人。因為根據他多年來
的實際經驗所得，他深深體會到經營機構的難處――要經常努
力不懈傳遞異象、呼籲有心人奉獻――這一點，勞牧師能人之
所不能，使受訪者深刻體會了「角聲情」。

我們的第二站，是到澳門中區拜訪「澳門基督徒文字協
會」會長兼《時代月報》總編輯王大為牧師。如上文所
述，《號角月報．香港版》在澳門全賴「協會」作為總代
理，代為轉發到其他教會及機構。王大為牧師憶述，起初
是由張樂基牧師接觸他，邀請他代為派發《號角月報．香
港版》，他很樂意地立即答應了。問及王牧師對《號角月
報．香港版》在澳門的認受性時，他建議我們考慮增設半
頁至一頁的「澳門版」，提供具澳門特色的文稿和訊息，
令《號角月報》觸動澳門讀者的情懷，提升讀者對《號角
月報》的認受性和親切感。

我們的最後一站，是到黑沙灣訪問「澳門浸信中學」李焯
堅校長。我們向李校長介紹在構思中的「中學校園事工計
劃」，並邀請「澳門浸信中學」考慮成為該計劃在澳門
的試點。李校長很爽快地答應了，表示很樂意配合我們
的事工，並希望可以領取多份《號角月報》派發給該校
的1600名學生。他指出，目前澳門眾多青少年被時下漫
畫、電視劇和互聯網所傳遞的不健
康之訊息所影響，積非成是，直接
衝擊他們的價值觀和道德觀，令人
不無焦慮。李校長表示，《號角月
報》所傳遞的正面訊息，有助學生
抗衡其他渠道接觸到的不健康的訊
息。

是次澳門之行雖然時間短促，但讓
我們體會了非「角聲」人的「角聲
情」，聽見了增強澳門市民對《號
角月報》認受性的建議，以及認知
到《號角月報》有助澳門青少年抗
衡潮流文化的重要作用。

濠江――

           記澳門之行
角聲香港分會執行編輯林秀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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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恩松(右)及林秀芳(左)會見浸信中學
校長李焯堅(中)，介紹構思中的中學
校園事工計劃。 



...........................................

五月的歐洲，花團錦簇、春光明媚。這對患有嚴重「
花粉症」的我，簡直是「眼睛大喫冰淇淋，鼻孔感動流
淚水」，只要看見滿樹堆花如雪，就馬上大嘆「嗚呼哀
哉！」何況這次赴歐，一不為賞花，二不為旅遊，只為
《號角》將在歐陸印刷，而勇闖花粉瀰漫的天地。

歐洲重組
       老牛出征
《號角月報》歐洲版，在歐洲發行已有八年之久，一向
行政及經濟獨立，逢雙月在英國印刷58,000份，其中
25,000份，郵寄及運輸往歐陸派發。2005年，歐洲版的負責
人王光啟弟兄，提議「角聲」接掌《號角》歐洲版。故此，
勞伯祥牧師在英國、歐洲重組「角聲」董事會，我這個專
門「開荒」的「老牛」，又被主差遣前往歐洲。

歐洲對我來說，是個全新的領域，十
多年前到過歐陸旅遊，就曾被法文、
德文弄得掉進雲霧裏。相信歐陸各國
語言複雜，是我最難過的一關。

幸而這次行程的第一站，是英國的
倫敦，英語是我的第三語言，又蒙
倫敦中華基督教會恩待，借出住
宿、開會及舉辦「筆樂營」的地
方。加上董事們十分同心合意，參
加「筆樂營」的弟兄姊妹，都願意
成為義務作者。感謝主，一切都十
分順利！

給我兩萬歐元!

主
啊

角聲總會副總幹事周簡艷珍

在巴黎舉行的筆樂營中，同簡艷珍與
弟兄姊妹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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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車太郎
                  伴我同行
其實，這些年我敢四處開荒，是因有個富冒險精神的老伴在
旁，我就不怕「闖蕩江湖」，這次歐陸之行，自然也不例
外。五月十五日，我們從英國到了法國，為了行動方便，租
了一輛汽車。老伴是個開車能手，素有「開車太郎」之譽；
方向感特強，天涯海角都難不倒他。但這次…

我們從法國開車到荷蘭，途經比利時，因不懂法、比、荷
文，全程八個小時，找路全靠字母對字母，幸而拉丁語系的
國家，字母寫法是相同的。我們一路上 風馳電掣、馬不
停蹄，田原風光五百哩，遙望每個鄉
村小鎮，一色都是房屋群聚，簇擁著
一個尖頂的教堂。想當年歐洲人何等
敬畏上主，但今天信仰已失落，令人
不勝唏噓！

這次路上沒有堵車，順利地到了目的
地。到底人生路不熟，晚上靠對字母
找路；結果，原來十五分鐘的路程，
轉了三個小時；幾次向荷人問路，他
們都熱誠相助，但因言語問題，錯了
又錯。可憐招待住宿的莊弟兄，要在
午夜一時半，步行來帶我們到他家。

印廠報價       出人意外
此行我們到荷蘭，目的是與印刷廠磋商，因在歐洲派發的
25,000份《號角》，如在歐陸印刷，可省卻1,000英鎊之寄運
費，這對減少歐洲版的財政赤字，將有很大幫助。而且歐洲
大陸的弟兄姊妹，一向希望有本地化的歐洲版，因此這次歐
陸之行，也為將來的《號角》歐陸版催生。

我們靠著主的恩助，竟然以對字母的方式，順利找到了印
刷廠。他們的報價十分合理，一份24版Tabloid Size的全
彩報紙，印刷費只需€0.12，這價目幾乎可與香港媲美，何
況荷蘭的印刷術，是世界馳名的。受了這個鼓勵，我們回
到法國時，便與當地的董事們，探討《號角》歐陸版創刊
的問題。

荷蘭的印刷廠水準很高，印刷費則十
分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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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改革人事更新
據官方的數目，現時歐洲大陸約有百萬華人，20%為留
學歐洲之知識份子；80%為餐館從業員及生意人。為顧
及餐業人士之需要，《號角》歐陸版將增加2-4版《美味
人生》的內容，以餐業人士之得救見證、世界餐業潮流
及趨向等，吸引餐業人士閱讀。

又因歐陸很多教會，缺乏牧者牧養，《號角》將增加屬靈餵
養篇幅，以正意分解主道，使信徒了解聖經真義。另「歐陸
風情」及「生活資訊」，將由歐陸弟兄姊妹執筆。感謝主！

當時有一位姊妹，曾是《號角月報》的同
工，年前隨夫前往巴黎宣教，她表示願意
全職投入歐陸版的事奉。

歐洲大陸的華人，大部分是從中國來
的，因此未來的《號角》歐陸版，將以
簡體字印刷，這可是很大的突破！

萬事俱備只欠東風
《號角月報》歐陸版，已呼之欲出，正
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正如北美一
樣，歐洲的異教報刊也大行其道。當我

在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看見堂皇的廟宇，卻尋不著基
督教的影子；當我看見眾多的華文刊物，都設有異教的
篇幅，而基督教的訊息卻闕如；我便心急如焚，向主大
大開口：「主啊！求€給我兩萬歐元，作為《號角月報》
歐陸版的開辦費，讓《號角》在歐洲廣泛發行，把福音
帶給當地的華僑，按時分糧給弟兄姊妹！」

阿姆斯特丹的唐人街，很難尋得
到基督教文化的影子。

親愛的弟兄姊妹：如主賜下經費，《號角月
報》歐陸版將於九月創刊，每月以文字派出千軍萬
馬，從撒旦手中把人的靈魂奪回。請您們為《號角》
歐陸版代禱，並按著主的感動支持！奉獻支票抬頭請
寫：CCHC，註明：「《號角月報》歐陸版」，逕寄：
48 Alle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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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使命中心進行十分順利，從開始洽購位於紐約長島
公路，近廿四出口的「猶太會堂」至今，已經過幾個重要
的關口；例如，我們是在十個競購者中脫穎而出，不是因
為我們的出價比別處高，而是該會堂董事會收到本團的計
劃書後，願意把這地方售給我們。此外，銀行貸款異常順
利，讓為我們寫貸款申請的人感到十分意外；這項貸款讓
本團有足夠款額辦理成交手續。原本我們沒有把握的加建
宿舍申請，亦已獲得樓宇局初步認可；原則上准許按計劃
加建(最後圖則尚待批出)，剩下來的會友投票及政府准許
手續相信只是程序問題。按正常情況，九月份應可以完成
全部手續。

購買中的角聲使命中心佔地一萬八千呎；擴建後，面積可
達三萬多呎，設備齊全。大禮堂可進行各種大型文娛活
動，有多個用作分組訓練活動的課室，也有室內籃球場，
可設支援全球角聲事工的「作戰中心」，多個活動空間，
有助接觸社區大眾。將來，也可加建宿舍房間，供來自各
地的家庭及短宣隊員住宿。

由於計劃十分龐大，因此，關心角聲的弟兄姊妹，甚至同
工們都曾發出疑問：角聲事工已經那麼繁多，經濟擔子已
經那麼沉重，為什麼還要建立這個看起來工程浩大的「角
聲使命中心」呢？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總幹事勞伯祥牧師坦言回應：正是因為
工作繁多及經濟需要，才要尋找更有效的方式去發展事
工。籌建『角聲使命中心』是基於以下幾個原因：

四大考量 
籌劃角聲使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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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工考量：法拉盛角聲中心地方不敷使用，
電腦及英文班等常有人被拒於門外，女童軍發展深受限
制。家長常問：「是否也可以有男童軍？」但由於地方
不足，我們不能如他們所願。事實上，法拉盛社區不斷
發展，我們當憑信心設立更有效事工，以及尋找更有承
受力的發展空間。

2. 行政考量：紐約角聲同工們多年來不單發
展本地事工，也兼顧世界各地分會事工的發展，確實已
到不勝負荷的地步了。所以，幾年前，我們已決定正式
成立角聲總會，讓紐約角聲成為另一個分會，俾可專心
發展。總會的功能，將是提供行政支援管理，讓角聲整
體密切聯繫；角聲總部也提供訓練、事工互助、危機協

調等重要機制。

3. 策略考量：角聲使命中心的事
工策略考量是最重要的。角聲總部將成立
兩個關係於全國福音事工的專項事工：

a.城市宣教及訓練---希望與郊區教會
合作，讓更多人力資源投入城市禾場，促
進福音遍傳。而角聲亦為各地教會訓練佈
道人才，讓他們可以在本地的佈道工作上
發揮功能。近年來，許多新移民在大城市
落腳及穩定後，已向各處遷徙，各地教會
應負起關顧及傳福音給他們的責任。

b.舉辦家庭營會---全年舉辦各種不同
類型的家庭營會，如婚前、新婚、有子

女者、子女已成長的空巢家庭、單親家庭等，為全美瓦
解中的家庭盡一分力；其中包括說英語者，讓更多家庭
因而得益。紐約是一個特別的大都會，多采多姿，我們
利用這獨特性；把各地家庭帶來，一方面提供聽福音機
會，也教導聖經的家庭價值觀，堅固家庭成員關係；同
時，亦提供旅遊服務，促進親子關係。各地教會家庭亦
可以帶領未信朋友參加，藉家庭營中的福音聚會領人信
主。讓他們回到本地後，也可以建立本地家庭事工。

4. 經濟考量：角聲事工迅速發展，為解決沉重的
經濟需要，我們有兩種態度上的取向：一是自我設限，放
慢腳步；二是繼續向前，仰望那一直幫助著我們的神，運
用廿三年來累積的資源，再創新程；我們當然選擇後者。           

會堂現址地方寬敞，加建後更能
提供龐大的發展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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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計劃事工同時，我們把營會、旅館、餐廳、旅遊、托
兒等有經濟效益的計劃也放在其中，既可提供有素質服
務，也可以有力地支援事工發展。按照目前角聲有形無
形的資源，理應十分豐富，若充分利用，確實可以打開
出路，再創新里程之餘，也有助於經濟發展。事實上，
若一切順利，加建後的角聲使命中心所提供的住處及其
他空間，有大幅度的增值；有助於未來事工的發展。

角聲使命中心最新消息：
1. 已有三對傳道人夫婦遞交了工作履歷表。他們對家
庭事工及輔導工作深具負擔；也在音樂及組織兒童樂團
方面有豐富經驗。另一對青年夫婦答允義務協助佈道及
關懷初信朋友三年。也有一姊妹剛完成大眾
傳播方面碩士課程，可負責未來影音及事工
推廣工作。他們都是未來使命中心的所需人
才。另有一位具策劃演藝活動經驗的姊妹答
允考慮成為角聲同工，最少也可成為義工。

2. 由於角聲使命中心對未來福音事工影響至
深，故從八月份開始，逢星期三晚七時，在
法拉盛角聲中心(王子街39-07王子大廈4J)舉
行異象分享禱告會，除為所進行的事情代禱
外，亦聽取參加者對未來事工的意見。

3. 威郡華人教會洪聖心姊妹、黃元珍姊妹願
意義務協助安排各種異象分享會，有志於開
放自己家庭、協助角聲邀請親友聆聽及了解
角聲使命中心異象者，可與聯絡：Rachel 914-437-8252 
或 917-723-7870 (手機)；Helen 914-968-7670。

角聲使命中心對未來事工發展
影響深遠，極需禱告支持。

親愛的弟兄姊妹：角聲使命中心的籌款目
標三百萬美元，是為頭兩年的事工及同工薪酬開
支，及需要時的還款儲備。奉獻支票抬頭請寫：
CCHC 並註明「角聲使命中心」，逕寄：CCHC, 
48 Alle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奉獻
收據可作報稅用。) 若有任何建議，歡迎與勞伯祥
牧師聯絡（1-212-334-2061x1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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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勞伯祥牧師

當年

拓荒者情

角聲拓荒初期，離開了工作八年的教會工作，踏上一條
從未走過的路，真有點不適應。每主日，我到不同教會講
道，但每當踏出教會時，都有一種不知在那裡落腳的孤單
感覺。特別有一次，我代恩師曾霖芳牧師往芝加哥主領夏
令會。當看到教會弟兄姊妹努力事奉，青少年兒童們在教
會中成長，牧師像父親般深被敬重時﹔自憐感覺油然而
生。

就在那時，主微聲在心中呼召﹕「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
裡的，我必須領他們來。」參約10﹕16。這樣的提醒，
比任何安慰都寶貴。從此，我確定了未來任務﹕奉差遣，
不單為傳福音給社區的人，更學習用牧者心腸，去尋找、
餵養、保護及醫治，直到如今。誠然，有了這樣明確的呼
召，及後的日子雖有各種困難，但總能欣然面對。

不單是那心中的微聲，讓我有力向前；在我身邊的許許多
多，與我一同拓荒的，為我帶來許多歡樂的弟兄姊妹，相
信都是主所預備，讓我們可以一起並肩作戰。以下是有關
創團董事們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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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啟明、陳紫娟夫婦，他們在費城西敏斯神學院讀
書，每周末都驅車回來，全情投入拓荒工作。葉啟明是
火車頭，角聲很多事工都由他啟動，我只是負責發揚光
大而已。其中有一段日子，我要開始「號角」文字事
工，他還擔任過角聲總幹事，後來才把責任交還給我。

紫娟十分能幹，她長期生病，倒了再起來，是一位真戰
士。在工作能力很強，角聲初期的兒童事工由他負責，
不單有美好結果，而且有收入，可以幫助其他事工。

此外，談國祥是角聲學生事工倡導者；也曾擔任董事會主
席；而角聲給他最大的回報，是他因角聲而認識了在羅省
角聲事奉的賢內助周燕貽，及有了一個天真可愛的兒子。

一起孕育角聲事工者還有鄺健厚，他後來去到較遠的波
士頓哥頓神學院讀書；但也經常回來支援各種活動。他
可算是角聲在波士頓的一條線，把很多有熱心傳福音的
青年人牽引來到紐約，參加暑期宣教工作。他畢業後，
也曾在角聲負責學生事工，後因支持他的教會的需要，
而轉往牧會工作。

蔡淑芬是默默工作者，他積極參加角聲福音廣播事工，
及負責佈道聚會及各種活動；她初期也曾出任角聲董
事，後來由鄺健厚替入。

徐漢堯長老是第一位正式應邀
擔任董事的、他是一服務機構
的負責人，為初期的角聲事工
建立了一些社區網絡，也提供
了一些運作上的基本概念。

周道輝醫生是第二位答應擔任
董事的，是角聲組織及屬靈路線
的重要奠基者﹔他對青少年及大
學生事工最有負擔，讓我難忘
的，是他為整個角聲疊湖營地造
了一個模型，讓我們可以放在桌
上，一覽無遺，也生宣傳推廣之
效。周太鳳珠姊妹不單從旁幫
助，也曾也全力投入角聲事工；

這座就是周道輝醫生所製作的角聲疊湖營
地模型，放在桌上，營地概況一覽無遺。

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