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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這異象，恆切禱告近三年之久。我亦看見神在不同的
教會，呼召愛祂的人奉獻傳道。其中鄺健厚及葉啟明弟兄，
進入神學院深造，畢業後成為『角聲』初期的重要同工。

當時機成熟，神又帶領勞牧師離開『中宣』，承擔帶領佈
道團的重任。感謝主！也讓我有機會參與事奉。最後數次
的『角聲』籌備會及初期的董事會，都在我長島的家舉
行。當時董事會的成員，有勞伯祥牧師、徐漢堯長老、葉
啟明弟兄、蔡淑芬姊妹及我。（後來第二次董事會，加上
了譚天鈞醫生及談國祥博士，翌年鄺健厚弟兄完成神學課
程，亦取代蔡姊妹成為董事。）

記得1982年10月16日的董事會中，我們談到經費問題，
初時有一個想法，是希望找五
十位弟兄姊妹，每月自願承擔
一個數目，這樣就有了基本的
費用。但我提出，若我們堅信
這是從神而來的異象，祂自會
負責，為何不在信心上跨進一
步，單單仰望神的供應！」

這是個重大的考驗，同工們也
有些掛慮，因此董事們再次跪
下同心禱告，禱告後一致同
意專心仰望主，不用任何的方
法籌款。周醫生認為這是「角
聲」蒙福的關鍵．這事使他心
裏十分感動：「當時，我決定
與同工們同甘共苦，『有飯吃

飯、有粥吃粥』，若『角聲』的經費不足，我的家門是打開
的，隨時歡迎『角聲』的同工進來，我們願意包吃包住。」

為了承擔『角聲』初期的經濟責任，他特別在醫務團加
班，把加班費全數奉獻給『角聲』，直至後來臥病在床，
仍沒有違背當日在神面前的承諾。

醫學上的奇人奇事
1984年，是周醫生人生的轉捩點。在一次，在心跳突然
加速至每分鐘240次的情形下，被發現患有先天性的心臟

周道輝醫生(前右二)、勞牧師(前右一)及周簡
艷珍(前左二)等合照，時為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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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他的心壁有一邊特別薄，因此長期腫脹，隨時會有爆
裂的危險。當時全世界醫學文獻中只找到有十六、七個病
例，因患這樣病的人，大部分都早夭，周醫生能活到如今
70多歲，而且精力過人、才華橫溢，實是醫學上的奇蹟。

因這是罕有的病例，當時雖訪遍名醫，但群醫無策。那
時周醫生的長子，已進入MIT讀大學；次子溢泉卻才唸
初中。以後的三年，在與病魔搏鬥的日子裏，他仍不忘
「角聲」的事奉，在購買第一座團址等事項上，是重要
的決策人之一。

他「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在神奇妙的帶領
下，他的心臟病受到藥物的控制，靈命也藉這次的經歷
得著提升。1987年，他決定提早退休，全時間義務投入
「角聲」事奉。《號角月報》就是他退休後第一個促成
的事工。

報紙像一個基督徒
周醫生一向看重文字工作，曾把在電台主講的「世事漫
談」結集成書，那是很受歡迎的福音書籍；出版一份基
督教報紙的異象，在他心中已孕育
多時。1987年的一個雨天，勞伯祥
牧師送他回法拉盛的寓所，他在車
中把辦報這個遙遠的夢想，與勞牧
師分享。

周醫生憶述當時他所看見的異象
說：「當時我說，基督教報紙，應
是個極好的福音工具；在我心目
中，這份報紙就像一個成熟的基督
徒，走進華人社區為主作見證。我
認為一份基督徒報刊，要有篇幅
分析時事及社區問題。想到很多
教會，為了怕被標籤為『社會福
音』，而避嫌不願觸及這方面的
事，卻忽略了公正、合乎聖經原則

看重文字工作的周道輝醫生，向勞伯
祥牧師分享辦好一份報紙的異象；不
久《號角月報》便誕生了。周醫生自
己亦執筆撰文。



的言論，可使在徬徨中尋找真理的人，看到一條光明
路。」

他還把組稿的構想，如「社區版」、「天倫樂」、「生命
線」……與勞牧師分享。勞牧師很認同這個異象，兩人同
心合意排除萬難，讓《號角月報》於1988年3月在紐約創
刊。以後《號角》蒙神恩眷使用，行蹤遍佈歐美及香港，
成為華人教會及社會的祝福！

大好營地豈容錯過
「角聲疊湖營地」，又是周醫生的另一個傑作。他於
1989年，正式成為「角聲」的副總幹事。因他中、西教會
的接觸面甚廣，早就知道美國「生命之道(Words of Life)」
設立的青少年夏令營，對帶領邊緣青少年歸主很有果效。

「那時紐約黑幫猖獗，很多青少年誤入歧途，很想設立一
個像『生命之道』一樣的夏令營，帶領這些孩子認識主耶
穌，只是苦無龐大的經費及適合的地方。89年有一天，葉
啟明及馮建康弟兄來找我，因為馮弟兄聽說，紐約州政府
在大熊山有營地出租，是為非牟利機構用的。馮弟兄曾有
營地工作經驗，知道營地空出的機會不多。」

周醫生聽到這個消息，當然不會錯過這大好的機會，
經過了多番奔跑，最後看上了湖光山色、風景秀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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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圖左起：周道輝醫生、勞伯祥牧師及葉啟明三位角聲早
期拓荒者，開懇了「角聲疊湖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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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T7營地，於是馬上進行租賃手續，這就是現在的「疊
湖營地」。在籌辦期間，周醫生親手為營地製作立體模
型，還親自選購營地設備及運動物品，那是非常難得
的！自從營地創辦以來，很多青少年藉此得救。

音樂創舉史無前例
1990年，為了籌募營地的開辦
經費，「角聲」又在周醫生的
大力推動下，開始了「關懷青
少年音樂會」的創舉。

「那時『角聲』已成立八週
年，在前期默默的耕耘下，很
多人已認同了『角聲』的異
象，舉辦『關懷青少年音樂
會』，可給予他們奉獻支持的
機會，同時也可藉著宣傳音樂
會，廣泛地引起教會和社會，
對青少年事工的關注。」

當時，周醫生負責策劃及籌
備，譚天鈞醫生請來許斐平、
袁孝殷等著名音樂家助陣，
租用了馳名遐邇的音樂殿堂
──紐約卡內基音樂中心，舉
辦了一個2,800人的音樂盛會，
在海外華人當中，是史無前例
的。從此，四年一度在卡內基
音樂中心舉行「關懷社區音樂
會」，成了「角聲」傳統之一。

對於一位全情投入「角聲」的
人來說，短短的篇幅，是無法
概括的。其實對「角聲」的
同工而言，周醫生最令人欽
敬的，不是他在事工方面的
貢獻，而是他「行公義、好
憐憫，存謙卑的心與神同行」的高尚情操。他屬靈的深
度、透視未來的慧眼，對「角聲」造成深遠的影響！

上圖：周醫生與角聲另一位董事譯天鈞醫生
會(左)，共同為「關懷社區音樂會」賣力。
下圖：周道輝醫生的全家福──兒孫承歡，
樂也融融。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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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常問我一個同樣的問題：「你為什麼老遠從美國跑
到中國來做這個慈善事業？」其實我是想圓一個少年時候所
作的夢，所許的願；想不到我竟參與了一場改造生命的工
程，真是不可思議。

我來到兒童村，面對的孩子與我過往所接觸過的孩子都不一
樣。他們的背後都有一個沉痛可悲的故事。很多孩子的人性
已被扭曲，例如不打架不快樂，仇視每一個人等等。很多孩
子從來不知道什麼叫「愛」； 很多孩子從不被尊重；很多孩
子每天吃不飽、穿不暖；很多孩子常被鞭打… 很多很多不同
的遭遇和故事。我有點一籌莫展，不知道從何下手。

感謝我的信仰──祂給我智慧和廣闊的胸懷，祂給了我無盡
的愛與忍耐，祂也教導我尊重每一個生命，雖然他們是很小
的生命，看來很卑微的生命。

我和兒童村的孩子們一起生活，我看他們如我自己的孩子一
樣。我用養育我兩個親生孩子的方法去養育他們。我愛他們

參與改造生命
的工程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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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愛我兩個兒女。我教育的兩個原則是「以身作則」(我
知道我希望他們成為怎樣的人，我先要做那種人)和「言出必
行」，讓孩子們知道「許阿姨」講得到，做得到，你們不要
亂來。

當我做錯事時，我會向孩子們道歉，說「對不起，請原諒
我」。我教導他們兩個魔術字「請」和「謝謝」，用這兩個
字無往而不利。我分享什麼是「飯桌的禮儀」。我用歌聲、
音樂豐富他們的人生。我告訴他們，要使我們的市區環境改
進，先從我們做起。吃過的糖果紙、用過的紙巾、水瓶、不
要隨地拋，要放在垃圾桶裏。喉頭有痰，要吐在廁所或包在
紙裏再找垃圾桶扔掉，吐在地上會把細菌傳開，貽害他人。

我很以他們為榮。他們吃飯的時候很斯文，嘴巴緊閉，慢慢
咬嚼，享受食物的美味；假如嘴裏有食物，他們不會講話。
我何等安慰，看到他們懂得招待客人，為他們擺椅子、碗
筷，對人熱情洋溢。

我告訴孩子們孤兒沒有罪；孤兒也可以成為很偉大的人；孤
兒可以做大事，做醫生、工程師、教師、老闆。只要我們有
決心上進，努力，上天不負有心人。我對他們說：「許阿姨
希望你們好好讀書，將來要留學美國。上天給許阿姨還有生
命的話，你們可以跟許阿姨生活，住的、穿的、吃的都不用
愁。」我有信心兒童村一定有孩子可以留洋，可以讀大學；
因此，我每天都點點滴滴地灌輸他們英語，讓他們習慣聽，
學習講，準備將來的出國考試。

看到本來愛打架、愛吵架、罵粗口的孩子，現在很良善，勤
勞的幹活，用友善的態度彼此相愛，彼此相顧，彼此相敬，
有禮貌的待人，得罪人時懂得說「對不起！」甚麼苦都值
得，對嗎？看到我們每天點點滴滴灌輸的「愛」有了果效，
我們歡喜得流出高興和感恩的淚。

有一次，一個孩子寫信給我，他問我：「許阿姨，我看你每
天都這麼勤勞的工作，你覺得疲倦嗎？你心裡苦不苦？」我
回信給他說：「我身體可能覺得疲倦，但心靈一點不苦，看
到你們每天在成長，都變乖了，許阿姨高興還來不及呢？」

真想不到我有幸參與這改造生命的工程。我何等幸福，神對
我何等鍾愛！



........................................................................................................... 葉啟明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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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聲事奉，常會遇上一些有特別需要的人。回想多年
當中的服事，慢慢開始了解：這些人的出現原來都是神對
我個人生命的教導，是祂提升我個人生命所使用的妙策。

因著經常到醫院探望病人的王藍田
的轉介，我認識了A先生。A先生從廣州到美國旅遊，在紐
約落腳，看見環境不錯，打算捱幾年，賺一筆錢作資本，
就回家做生意，好讓家人得到更好的生活。可惜，事與願
違，錢未賺到，他就得悉患上了喉癌，接近死亡邊沿。

那天，我第一次到醫院探A先生。他的社工知道我是一位
牧師，非常之興奮，直接了當地問在他出院後，教會是否
可以幫他安頓下來？她簡單直接的問題使我呆住了。我一
邊跟A先生談話，一邊想起家中多出來的小房間；一邊很
想把他安置在家中，一邊卻很害怕。最終，我是怎樣應付
過去，已經完全忘記。不過，我並沒有告訴他我會為他安
排，請他放心。

其實，招待人在家中居住對我來說，並不是稀奇的事。過
去就曾有「邊青」住在我家，把我家當作自己的家一樣。
但那次為甚麼會那樣的躊躇卻步？是害怕？怕甚麼？怕他
是陌生人？怕他會死纏爛打，請來容易，請走難，變成長
貧難顧？這些可以歸納為一個原因，就是：我缺乏了承擔
別人生活的勇氣。那天，我站著等待升降機，一刻間就領
悟到：原來以「行動帶出福音」的難度比起「用口傳講福
音」的難度是可以高出那麼多倍。

拿出.放下.選擇之間

拿出
手上

的資源

 葉啟明牧師

經一個西人法律援助機構的轉
介，我認識了B太太。B太太是
個單親媽媽，她一手帶著四個女
兒，只憑一點政府的補助和拾
罐子來養活她的一家。全家中沒有一張檯，也沒有一張
椅。在我探訪過的家庭中，她大概是生活最艱苦的一家
了。第一次作家訪時，我看見她的女兒坐在地上，在一
個小罐子上做功課。

那天，我要陪她到一間政府機構作翻譯。我大清早駕
車去接她。她上了車，她劈頭的第一句就問我：「牧
師，你是否可以給我買一個雪櫃？」其實，在探訪她
的那天，我已經注意到她家中的雪櫃有問題。我猜就算
她不提出，我可能也會很快就主動為她解決問題。但她
實在太「唐突」了。我當時沒有回答她，心裡卻覺得很
不舒服。因為，我實在很不喜歡她這樣的「爽快」和「
率直」。昨天我才為她送上一張床褥，今天她就要問我
要一個雪櫃。我覺得她真是很貪心。這簡單的感覺，可
以說是完全地把我對她的同情心消毀得盪然無存。一分
鐘前，我還在思想著她的需要，但此刻間，我發現自己
失去了之前要幫助她的意願。事後，我分析到自己的心
理，是不喜歡失去幫助人的主權；但另一方面，我也明

之後，我盡量幫助A先生，不久，他就信了耶穌。我陪伴
著他走過了艱難生活的每一步。我看見他如何死省死抵地
艱苦過活；我親眼目睹他如何屈辱「求宿」於人；我亦聽
過他面對死亡時掙扎的心聲。在他走上人生最後一程的時
候，我們甚至成為了「交心」的好友。一般人都會覺得我
所做的，已經非常不錯。但卻無人知道我心中的一個遺憾
──就是未能把神要我實踐的功課做好，把我手上的資源
拿出來，因為我始終都沒有勇氣把他安置在我多餘的小房
間裡。

放下
眼中
的歧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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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到她在人際相處上的無知。她之所以有這樣的行為表
現，乃是一種惡性循環。她愈不懂得如何處理事情，就讓
她陷入愈多難題之中；在面對眾多難題之時，她又會做出
些令人把她拒絕的行為。她其實是一個真正需要幫助的
人，但真正需要幫助的人，卻常常是些我們幫助不到的
人。因為要幫助到這些人，我們必須經歷生命中一個比一
個深層的突破。之後的一段日子，我還幫了她幾次。但一
切都只是責任。責任完了，幫助也就結束。

把B太太介紹給我認識的那一位社工律師每次遇上我，都
會多謝我給B太太的幫助。就她來說，我做的，已經非常
不錯。但她卻不知道我心中的一個遺憾──就是未能把神
要我實踐的功課做好，把我眼目中的歧視放下，以致到我
能夠盡情地服事這一個有需要的家庭。

C先生是一位作家。他在地鐵站掉了一跤，斷了頸骨，變
成殘廢。太太收到了消息，即時要求跟他離婚；適逢在中
國的孩子又患上了急症，受不起剌激，變得精神失常。醫
院社工聯絡《號角》。《號角》就派了我和內人作跟進。

那天，我和內子到醫院探望C先生。知道他是一位知識份
子，就給他留下了一本聖經。第二次再探望他時，他對我
們說已經把聖經讀了一片，而且願意接受耶穌。之後，他
復原得很快，不久就出院了。他出院後，我常探望他，跟
他無所不談，從信仰談到政治，甚至談到事奉，慢慢可算
是成了知心的朋友，最後，還商議拍檔通過網頁，開始一
項新的福音工作。在談到最興奮的時候，傳來消息，他的
兒子患急病，要動手術，需要一筆手術費。當時，我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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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為他籌得款項，把問題解決了。之後，我們繼續進行開
辦網頁事工的計劃。長話短說，最後，我才曉得這位C先
生是個大騙子。他把我騙了。

那次我不單只損失了金錢，我幫助人的心也重重受到打
擊。這次經驗在我心裡做成了一個陰影，使我心中起了一
陣子的豫疑──以後，我還要信任別人嗎？我還要那麼天
真做事嗎？其實，在過去，我就遇過不少人在騙取我的幫
助。而每次我都會是「明知受騙」，因為我不想自己失去
了那顆容易受感動和單純的心。但這次的打擊實在很大，
使我無法再像以前一樣的回應。我開始想要改變過往那種
「憑天真幫助人」的作風。但經過一番思考，我發現自己
原來是面對著一個考驗，就是要「放下過往單純」，還是
要開始「實行自我保衛」。最後，我選擇了堅持心裡的信
念。我之所以常常犯上「明知受騙」的錯誤，只因我接受
了《竭誠為主》作者章伯斯的見証和他的一句說話為我的
信念。他說：「神不會讓一個人無緣無故地走到你身邊
的。」我覺得在世俗間，要學得「精叻」並不是一件很難
的事，但要保存一顆單純的心卻不容易。所以，我就選擇
了保持對人的信任，寧願繼續經歷被騙，而不想因為保衛
自己而變成了一個硬心的人。*

*作者強調，這一段分享純屬他個人的領受，並無意用作屬
靈教導的意思，更不是要向角聲同工提議甚麼服事的原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