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期間，他倆的屬靈生命流露，為同工們帶來許多的喜樂，
許多的祝福。

癌症名醫譚天鈞醫生也被應邀加入董事會。她被譽為
禱告的醫生﹔退休後長期在角聲擔任義工，為病人義
診。每個人都是憂憂愁愁見她，卻帶著歡顏離開。她每
次詳細講解病情後，總是為病人聯絡主治醫生，了解情
況﹔因為她是知名醫生，又在醫學院教書，故通常都能
為病者帶來實質的幫助。更重的是她每次都會握著手為
病者禱告；這樣的工作，到他移居波士頓後，仍用電話
繼續關心過去的病者。

與上述幾位均是角聲創團董事，他們的付出，為角聲初期
事工打好了根基。

有粥食粥，有飯食飯
角聲首次董事會是八二年十月十六日，在周道輝醫生家中
舉行，我們同心訂下了許多重要原則﹔其中一項是憑信心
工作，用工作介紹自己。這是很不容易的，因工作尚未展
開，沒有多少人認識角聲。由於當時只有我是全職工作，
所以董事們應許盡力支持我，大家「有粥食粥，有飯食
飯。」感謝主，廿三年來都有飯可喫。

事實上，這樣的憑信心工作方式，我們堅持了七年﹔後
來，因覺得應讓更多弟兄姊妹有機會奉獻參予，因而在一
九九零年，開始了第一屆在卡內基音樂廳的籌款音樂會。

早期角聲舉行的籌款音樂晚會，陣容鼎盛，不少弟兄姊妹都熱心參與奉獻。

那次是專為剛開始的青少年營地而籌款，至今已在那可容
二千八百人的音樂廳舉行四次籌款音樂會了。

借餐館，借書樓作聚會
當時，還有不少弟兄姊妹聞風而來；每星期六晚均在葉氏
餐館舉行聚會，主要是一同策劃不同對象的社區研究，推
動佈道工作。聚會處是葉啟明父親的餐館，在華爾街附
近，週末例不開門，故我們可以免費使用。而日間，我們
借用孔子大廈樓下的精華書樓聚會。我們放一辦公桌在書
樓一角，這算是有了個落腳處。

當時，伍杜娉姊妹以微薄薪酬協助文書及聯絡工作；而葉
裕波夫婦也趁在普林斯頓讀書之便，常開著紅色老爺車來
與我同工。

誠然，那段拓荒日子真是艱辛中滿見溫情；有許多弟兄姊
妹與我一同走過。記得在第二年，當我們遷入加薩林街一
千六百呎地方時，每個人都十分興奮。有人奉獻部份書
櫃、有人自製奉獻箱、有人手造大幅窗簾、有人親自設計
及安裝招牌等。此外，更有人通風報訊，通知我們某大公
司出賣舊傢私，所有的文件櫃，書桌及木製椅子等，全部
售價一元。最後，連業主很想保留自用的一張大辦公桌，
也只是以一元賣給了我們。

廿三年多了，角聲已由租來的二樓，搬進了自置的七層大
樓了，我仍使用這很有紀念性的古老辦公桌。

照片中的人物，都是角聲早期的拓荒者。當年，孩子年紀尚幼，都是抱著來聚會。



 
有一天，到店裡去買維他命及營養保健食品等。買回家
之後，拿起來點算，才發現怎麼店員會多給我六瓶維他命
E呢？記得那店員也曾當面點算過，怎麼仍出差錯？

兩天後，我決定要儘快送還經理。清晨心中想起「耶和華
喜愛內裏誠實的人」，這話印證了我如此作，是討祂的喜
悅。

我抽空回到店裡，將六瓶維他命E送還經理，並且交代千
萬別責罵店員的一時疏忽，又表明：「我是基督徒，上帝
喜愛我們作個誠實的人，故此我要把店員多給的六瓶維他
命E交還給你」。經理很感驚訝，說我是第一個送還多給
物品的人，一再謝謝我。但我反過來問經理：「如果是你
們少給我貨品，我回頭來取，你們會給嗎？」經理笑答：
「不知道。」

離開後，感到心中釋懷，一身輕鬆。雖然是區區六瓶維他
命，算不得什麼，但它也是我們生命中的試金石，不是
嗎？我感謝上帝讓我每天過得勝的生活。

有一天，看到林大姐，就是角聲餐業福
音使命團的柳林慧中姊妹，她正在向人
派著名片。

走過去一看，也順手問她要一張。卻發覺這名片有點兒
特別，上面沒有印上李大姐的名字。細看之下，只見上
面印有「生命168」的字樣，又有一經文，寫著馬太福音
11章28節：「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
就使你們得安息。」

心中好生奇怪，林大姐說，這是一張專門設計給餐福團契
用的，作用就好像福音邀請卡。所謂「生命168」當中的

內裡誠實
........................................................................ 潘劉慰慈

林大姐派卡片
.................................................. 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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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劉慰慈

林大姐派卡片

168，原來是代表「一個機會與你分享」，「六個生命的
秘訣」，「讓我們有八次約會好嗎？」她們印備這些邀請
卡，送給餐業的福音朋友，方便他們當名片一樣，邀請卡
放在銀包裡，那就容易記起餐福團契了。這樣，傳福音的
使命也就融和在生活裡面了。林大姐，高招！

江鳥

.....................................................................龔振成

今年四月底，我與一位關懷者一起去探望一位初次見面
的老癌友。這位末期癌友八十多歲，已臥床多年，未婚。
生活全由他六十多歲的老妹妹照料。這位妹妹從大陸來美
國十年了，英語不靈光，也不會開車，時常靠騎腳踏車到
附近超市購物，可想而知她照顧哥哥的辛勞。

那天見面時，她告訴我們她如何不滿意安寧療護機構所提
供的服務，因為她每次打電話要求服務時，常常不能有效
地溝通，所要求的服務也不能及時獲得，甚至她騎車去藥
房拿回來的藥也沒人向她說明如何給她哥哥使用。她告訴
我們她想換一家安寧療護機構。身為關懷者，我們可以體
會她的挫折感，並且也同意幫她和安寧療護機構溝通，為
病人和照顧者爭取應有的權益。

就在那時，電話鈴響。原來是安寧療護機構的護士來電說
馬上過來看病人。既然如此，我們乾脆留下來幫忙翻譯。
護士過了一陣子就來了。我們正高興來的是一位華人護
士，但她只會講廣東話和英語，而這位癌友的妹妹只會講
國語。所以我們仍然得充當翻譯員幫忙溝通。

原來這位護士剛接了這個個案，將重要的事交代之後就去
度假了，但她派來的助理護士卻沒盡責好好照顧這個病
人，使得這個妹妹覺得被虧待了。經過我們翻譯說明後，
這位護士答應儘量安排一位會講國語的護士來幫忙。

回想當天的過程，我們只能讚美感謝神奇妙的安排，讓我
們當時就在那癌友家裡可以提供及時的協助。神滿有憐
憫、恩典與慈愛，在人急難時為他們安排及時的幫助。這
事也提醒我們身為關懷者，要常常預備自己，順服聖靈的
引導，為神所用，神就能夠成就祂的美意。

在神安排的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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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供 : 江 鳥      沒有時間犯罪♫       ♪福音號角聲

參加了加拿大角聲分會的異象分享晚會之後，學會了
唱這首「福音號角聲」。

當晚，台上的Channels樂隊幾把雄渾的男聲，加上方曉
虹一把圓潤的女聲，把這首原本不長的歌，唱得活潑輕
快，讓人感覺到投入了傳揚福音的行列中，人人精神奕
奕。他們帶領著大家，把這首歌重覆了幾次，而每次愈
唱愈快，很有大步向前的豪邁感覺。唱家班的本領果真
是更勝一籌。

這首歌的原曲，是你我都耳熟能詳的，原歌就是For-
ward! Be Our Watchword，是進行曲格調。經打聽
後，才知是本刊老編填的歌詞，非常切合號角月報傳福
音的異象。

你可有興趣試唱這首「福音號角聲」？但記得試唱時， 
要特別留意其中一句，就是「你與我細聽並隨著救主福
音號角聲」的這一句，唱的時候，要每一個音唱一個
字，不能拖音去唱，那就可以唱出昂首闊步，走主道路
的雄豪氣慨了！

你聽遠處有一串福音號角聲
傳頌我主福音
心中同和應
傳揚到全地極
作我主戰兵

吹起號角 出版報紙
傾出我熱誠

你與我細聽並隨著救主福音號角聲
以我主作統領
將福音見證

............................................................................... 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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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聽得王長老與幾位弟兄對話。他問：「你們上星期
有沒有犯罪？」聽得這問題，我心中一楞，被嚇住了。犯
罪，這麼嚴肅的問題，要是他問的是我，我也不知如何回
答。我們經常體貼肉體，倒也應問自己這個問題，警醒警
醒。

其中一位弟兄答道：「沒有！」當我暗中為這位弟兄的堅
定而高興的時候，卻聽得王長老說：「可惜！可惜！」怎
麼？沒有犯罪也可惜？

那弟兄回話說：「大家都沒有空，那有時間犯罪？」怎
麼？犯罪也講有空沒空？

哈哈，原來都給我誤會了。我聽到的「犯罪」，原來是「
飯聚」廣東話上的音誤。他們說的是「飯聚」，一同「吃
飯相聚」之謂也！

一 分 鐘

短 篇 提 供 : 江 鳥      沒 有 時 間 犯 罪

一 分 鐘

短 篇男 同 工       提 供 : 王 陳 華 芳         

角聲的加拿大分會，同工數目不多，而且陰盛陽衰。多倫
多及溫哥華兩個辦公室，僅得同工合共七人，其中有些還
是部份時間同工，但卻肩負出版東西岸版本的《號角月
報》。粗活細活，大事小事，都靠他們。

某日，有義工上到來辦公室協助一些事情。因為要搬動些
較重的東西，義工環顧四周，只見一位正在搬運的男同
工，其餘的都是女將。他問：「你們沒有男同工的麼？」

一位女同工毫不猶疑地答：「有！就是那一位。」隨後，
她說：「男同工只有一位，『男人婆同工』就有幾個！」
說著，兩手就抓起一個大袋搬起來，說：「我正是其中一
個！」

*男人婆 ，是指有男人風範的女人。

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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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電腦跟我們一樣，會因工作量過大而「積勞成疾」；
尤其在報紙出版前，最後衝刺的那段緊張關頭。試過彩色
圖文頭版全排好了，但不知怎的，要做PS的時候，圖片
不見了。

又有一次，有一頁黑白版就是做不PS來，我們懷疑內文
中可能有些字體出了問題，但如何能在幾千字裡找出「元
兇」呢？儘管我們抽樣檢查，繼而逐段來驗，仍是不得要
領。

夜已深，把手按在健盤上，人也倦極了！唯有什麼都停下
來，向神求助，禱告去也。結果經過為電腦「按手」禱告
後，它又乖乖地賣力。

所以說，按手禱告實在有效。如此這般，就順利地把稿件
經電腦送出印廠，大家安心放工可也。

一 分 鐘

短 篇 提 供 : 夏 年              按 手 禱 告

一 分 鐘

短 篇Duty Free      提 供 : 夏 年

有次搞活動，大家都忙個天旋地轉。

晚上，一位女同工的丈夫來接太太下班，說：「怎麼啦，
今天又是 duty free 了吧？」同工答道：「沒辦法，事忙
嘛！」

我看看時鐘，已近十時，他們不是還要去 Duty Free 免稅
店，爭取時間shopping吧？

同工的丈夫說：「早知你是 duty free 的了，回去吃過飯
休息吧。家裡的事我早弄妥了。我已經洗好了衣服、吸過
塵、預備了孩子明天的便當…」

噢，原來他們口中的duty free，是指女同工不能履行做家
務的責任！此之為duty free的新註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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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這期《角聲情》的編務，埋頭埋腦。很多的稿件、
很多的圖片，在我眼前搖晃，都是角聲各地分會的弟兄姊
妹，花時間、費精神預備的。絕大部份文稿，皆從電郵中
傳過來，顯示在電腦螢屏上。

都說電腦有輻射，信焉？我說：相信，而且這輻射很利
害。我每次面對電腦，就感覺到一股一股的熱流，從螢
屏上滲透，散發 … 這熱流，尋且化成馨香之氣，氳氤飄
浮。這就是我所相信的輻射，源自文章裡的真情、真意、
真愛。

有熱流暖我心窩
一個父親，到了兒子上中學的年紀，才第一次聽到他開口
唱歌，激動得掉下淚來。只因，他這個是患自閉症的孩
子。

另一個父親，沒想到可以扭著十多歲的兒子玩二人三足，
在草地上跑，這感覺實在太美妙了。也只因，他這個亦是
患自閉症的孩子。

編輯
人語

馨香之氣，
         無限… .....................................................................李鴻韜

Duty Free      提供 :夏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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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流露了真情；只因，他們來到了角聲關懷自閉症孩子
的團契，打開了封閉的心窗，得著了活潑的心靈。

一個原本與中國特困兒童完全沒有關係的角聲人，在福建
三明市兒童村照顧著一些像小流氓一樣的孩子。孩子打架
了，她拿出一條木條來，不是處罰€他們，而是說：「誰要
打架的，就來打我吧！」

讀到這些見證與文章的時候，你會不會像我一樣，心情如
觸電一般，難以平伏呢？

為《角聲情》撰文的，都不是大文豪、大作家，但是，每
段文章都是如許真實，在深深之情與綿綿之意交織當中，
散發了角聲事工的熱流與馨香。

有馨香醒我精神
所以，非常享受《角聲情》的編輯工作。我是鴨子，春江
水暖鴨先知。我是近水樓台，近水樓台先得月。每篇文稿
都像靈糧，叫我可以先讀、先看、先賞、也先得飽足。雖
然忙碌，付梓前全神貫注，晨昏顛倒，但是，我有幸，有
熱流暖我心窩，有馨香醒我精神。

支持角聲事工的人實在很多；來稿愈多，愈發覺《角聲
情》的篇幅實在太少。其實，我們還收到一些其他稿件，
卻不能在本期刊出，只能向來稿者鄭重致歉。我們心中無
盡感激，因為你們結結實實地為《角聲情》送來了熱流，
為《角聲情》添上了馨香。

「感謝神！常帥領我們在基督裏誇勝，並藉著我們在各處
顯揚那因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哥林多後書 2:14) 不
錯，角聲人雖然身處不同地方，但是，同樣都在顯揚那因
認識基督而有的香氣。

完稿了，畫稿製作妥當，都送到印刷廠去了；但那馨香之
氣仍然縈繞不散。此刻，心中仍有禱告：

願我們有限的工作，能得著你無限的支持；願我們有限的
能力，能為神散發無限的香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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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講道中，我問台下的人：「溫柔是甚麼意思？」有
姊妹答：「似水」！

這正是我所領受的答案：溫柔，就是生命中最良善的流
露，沒有詭詐，沒有造作；看到別人的成功會喜樂，看到
別人的跌倒會伸手扶起；看到疾病很想醫治，看到悲苦，
眼中就會有淚光。就像水一樣，自然流過，觸動心靈，讓
人感到清涼與暢快。

當時，也有人問：「如果看到的是傷害，不義，溫柔是什
麼意思？」那答案仍是一樣：生命中最良善的流露。像耶
穌為那些釘祂十字架的人禱告：「父阿，赦免他們，因為
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而對於那位最熱衷捉拿祂的
人，當他的耳朵被砍流血時，耶穌自然地伸手醫治。同
樣，當祂忿怒地趕逐混亂聖殿的人群時，同樣也是發自那
份內心的真情，似水一樣，清洗不義。

水，不會因阻礙而停止，一定會從旁流過，或是高漲而
過。換言之，它應順環境，卻不被環境所勝。

其實，溫柔的最好答案，不單「似水」，更似「流動的
水」；是源自那易動的慈心，即如聖經說：「耶穌動了慈
心，就伸手摸他。」

隨著事工發展，角聲正逐步進行行政及組織的改進；但同
時，我最想的，是同工們屬靈生命如水一樣，自然地，正
確地回應周圍需要：枯乾處給予滋潤，污穢處給予有力的
衝激清洗；而另一方面，我們存溫柔的心，不受任何困難
阻擋，從善如流，繼續向前。

勞伯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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柔情似水
角聲精神 之 

 珍珠 與線
如果說，每個教會都是一顆至貴的珍珠，那
麼，角聲就是把珍珠串在一起的一條線。

我們希望與教會緊密合作，謙卑地成為連繫教
會，但卻隱藏的線。

在領人歸主的事工上，我們的目標，就是：聯
合教會，達成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