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說：「你們都是好人。」我知道她的意思，昨晚她又抽
獎又有美食，最寶貴的是她得了上好的福分！

這是耶和華所定的日子！讓人興奮無比的日子。一位弟兄問
我們，昨天高級餐館開銷一定很大吧！你們怎麼會付得起？
是的，福音是免費的，傳福音是要付代價的，我想起格拉森
的故事，為了一個靈魂犧牲了兩千頭豬，我們對澳門餐服業
的振動，五十多位決志的朋友，何等寶貴的價值！

夾著陣陣由海上吹來的暖風，七月的澳門是熱得很，吹
過來的風，有時還帶著炒菜的鍋氣，上千五百家的食肆緊
緊地擠在這小島上。我問那忙著招呼客人的大娘：「你們
開到幾點鐘？」她伸出四個手指，對著我毫無表情。我叫
了出來：「什麼？早上四點？」她點點頭：「慣了，十
二年了。」看著她微抖的手，我想問她：「你孩子誰陪
他？」……「連金鋪也開通宵」……

我們九十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姐妹，有牧師、也有餐
廳老闆，夜深時份，兵分九隊，各路由當地宣教士作領
隊，步行澳門市中心。我們打破澳門的傳統，在這深夜中
遍訪當地餐廳、酒吧、按摩院……

誰是耶穌 ?2.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左二)等人，為委
身於餐福宣教的弟兄姊妹禱告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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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這隊有兩位來自東南亞的姐妹，以及一位來自美國的
弟兄。我們來到一間韓國烤肉店，客人走的差不多了，只
剩下老闆坐在錢櫃前，看來心情不怎麼樣。我們說明來
意，裏面衝出一位帶有濃厚四川口音的大姐說：「他是韓
國人，一句中文都不會。」韓國老闆，華人夥計，怎麼溝
通？說著話，另一位帶東北口音的中年婦女也來了，我們
邀請她們參加「漁人碼頭」的免費餐會。她們遺憾地說：
「我們四點才下班啊。」「那麼，現在我為你們祝福好
嗎？」我送上了「來福一路發」的小單張，她們同聲叫
好。接著她們作了一個禱告：「我願意信靠上帝。」看著
她們單純的眼光，那種吸引力，使我的心流出一股暖意。

夜已深了，我們也累了，打算往回走。正走前一步，一家
樓上的酒吧，有一位女子向我招手，我也回以招呼。霓虹
燈在她臉前一閃一閃的，我看不清她的臉，我招手示意要
她下來。但等了她片刻不見她下來，我拖著疲憊的雙腳，
決定往上走，有一個聲音在催我上去。

我們三人決定最後出擊，用足力氣，才推開那扇又厚又重
的門。門縫一開，一股濃濃的煙味向我撲來，我差一點要
咳出來，後面是漆黑一片，伸手不見五指。兩個小女孩帶
著歡迎的笑臉走過來，聲音又柔又細。我向她們說：「耶
穌愛你！」並遞上「來福一路發」的小名片。她笑起來甜
得很，說：「誰是耶穌？」我驚愕得說不出話來，心中有
點酸，眼睛有點濕。我立刻清了清嗓子說：「祂是神！生
命、命運、金錢都是祂給的。」她聽得好入神。雖然一位
中年男士走過來，並狠狠地看著我們，但小女孩好像不在
意，她們很喜歡聽。我們半個身子在門內，乾脆就擠前一
步吧！兩個女孩大概不敢請我們進去。一陣陣的酒味撲鼻
而來，接下來我們為她們祝福，她們閉上雙眼接受了。我
有一種衝動，也許這一生再也見不到她們了。「主啊，求你
帶領她們，這在忙碌的空隙中，聽見耶穌之名的孩子。」我
問她們：「你們願意與我一同禱告嗎？」她們說：「我願
意！」一句一句，她們願意成為耶穌名下的孩子。

走下樓梯，腳步輕快了，心中充滿了感恩。回程遇見其他
團隊，每一隊都說：「太奇妙了！態度真好，這兒傳福音
真精彩啊！神將人心預備好了。」來自全國各地的工人都
在此聚集。這幾天，我們遇見四川人、陝西人、河南人… 
一群離鄉背井、尋找人生方向的人。澳門，是個福音沙
漠，多麼需要人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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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鄭建龍 攝影：馬麗華、基督教正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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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7月14日，角聲香港分會慶祝成立四週年，是次
感恩晚宴以「遵行主道．作鹽作光」為主題，逾二百位嘉賓
聚首青年會國際賓館水晶殿，為神四年來對香港角聲的帥領

呈獻頌讚與感恩。

全地至高是我主
感恩晚宴由角聲副總幹事周簡艷珍女士致歡
迎辭而揭開了序幕。《號角》已經在香港吹
響了四年，一曲〈全地至高是我主〉，在羅
省角聲事工主任李偉強牧師帶領下，再次肯
定神在香港角聲的地位，亦表明會眾對主恩的
回應。 

經過香港角聲顧問吳思源先生的感恩禱告及常董會
主席林希聖先生的朗讀《聖經》，會眾都在這時候
安靜了心靈，聆聽主題講員着着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院

香港角聲

四週年慶典記盛

周簡艷珍致辭歡迎來
賓，慶典正式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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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張子江牧師證道。張牧師以「道成肉身的恩典與責任」
為題，詳盡地闡釋基督降世成就救贖大功的真理，勉勵會
眾在行為上彰顯神的道，讓他人從中領受神豐厚的恩典。
他語重心長地期許香港角聲繼續藉著《號角》作鹽作光，
影響社會，積極傳播基督教的價值觀，更為今日在中學校
園求學的青少年，提供認識真理的途徑，使他們一生遵行
主道。

校園事工．為主得人
隨後，香港《號角》執行編輯林秀芳姊
妹，透過簡報形式向會眾介紹香港角聲短
期內將推行的「校園事工」之構思。香港
角聲將以「傳揚真理．影響世紀」為理
念，推動校園事工，並在《號角》內增設
校園版。現時，含有扭曲價值觀的資訊泛濫
社會，一般學生或因乏力分辨而無所適從，
甚或照單全收，深受其害而不自知。因此，香
港角聲的校園事工計劃，將透過文字及各類活
動，幫助學生建立正確的分辨能力和以基督真
理為基礎的人生觀。

簡報過後，由香港角聲董事李吳淑儀女士為自
助晚餐感恩祈禱。大家愉快地享
用豐富的自助晚餐之餘，同時欣
賞年青活潑的 Eternity Girls 獻
唱詩歌，青春氣息洋溢。

飛越高竿
再創新高
用膳過後，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
師與會眾分享全球及香港角聲
事工所面對的挑戰。他以撐竿
跳運動員飛越極限作為比喻，
形容角聲在世界各地的工作。四年前，角聲美國總會跨越
高點，順從神旨在香港設立分會，初期專責出版香港版《
號角》，去年購置新辦公室，開始直接佈道及其他福音事

上圖：林秀芳於會上介紹即將推
出的校園計劃。
下圖：Eternity Girls 獻唱詩歌，
青春氣息洋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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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香港《號角》發行量已由每月六萬份增至現時每月十
萬份。計劃中的校園事工，將是另一個新高點。

勞伯祥牧師以「飛越高竿」為題，與會眾
分享角聲面對的挑戰。

五餅二魚．全然獻上
當晚亦是香港角聲港澳區主任蕭恩松先生的就職典禮，由
勞伯祥牧師主禮及訓勉。香港角聲董事原樹華長老，帶領
全場會眾為蕭主任的事奉禱告。蕭主任在分享其「展望與

心聲」時，引用「五餅二魚」的神蹟，說明願意繼續學
習，使自己能「見主所見」着着看見人們真正的需

要；「作門徒所作」着着計算花費，知其不可為
而為之地努力尋找資源；「獻孩童所獻」着着
雖然自己所有的只是五餅二魚，但願意
全然獻上。其後，兩位遠道來港參與盛
典的貴賓着着美國加州聖荷西市南灣中華浸
信會伍明輝執事，以及新加坡遠東福
音廣播公司執行主任張人鹽牧師着着為就
職典禮作嘉賓致詞，令典禮生色不少。

就職典禮完成後，由香港角聲特別項目
統籌姚何佐恩女士及前香港讀經會總幹

事周于倩兒女士，主持「聖經/聖經工具/聖
經金句禮品大抽獎」，共送出了廿七件精
美的禮物。隨後，由香港角聲顧問陳如炳
牧師為眾人祝福，為大會畫上圓滿句號。

蕭恩松主任引用「五餅二魚」，道
出了他對香港角聲的展望與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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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節錄自中國福建的《三明日報》，由該報記者採訪

及執筆。文章記述了角聲在當地所辦的「三明華恩兒童

村」的一項暑期活動。

今年七月，羅省角聲社區中心助理總監胡嘉驥，組成了一

支籃球義工隊，遠赴三明華恩兒童村作親善訪問，教院中

的小朋友學英語，教他們打球，更為他們帶來兩個活動籃

球架。他們的愛心行動，引起了當地傳媒的注意。

《三明日報》就刊出了以下這篇「有一種奉獻叫做愛心」

的報道，給予這些角聲人十分的肯定。文中概括地指出：

「他們用實際行動告訴了我們：有一種快樂叫做付出，有

一種奉獻叫做愛心。」讓我們相信，角聲人的付出決非枉

然，生命必能影響生命。

如欲閱讀全文，可瀏覽「福建之窗」網站：h t tp : / /
www.66163.com/Fujian_w/dskx/20060710/xs194866.html

三明日報：
有一種奉獻叫做 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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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還是早上7：00，但是已經可以感覺到一絲夏季的炎
熱。聽三明華恩兒童村院長陳麗娟說，暑期的第一批美國
義工來了，他們將呆上一周，教孩子們打籃球。7月4日，
記者一早來到了在富興堡的兒童村。 
　　
一走進兒童村，就看見孩子們分成兩批，跟著5個身材高大
的籃球隊員在學習籃下防守和投籃的姿勢、技巧。孩子們
輪流上陣，與教練們「單挑」。他們快速移動，面對一米
八多的教練，他們毫無畏懼，左攔、右堵…… 

記者得知，豎在操場上的兩個籃球架，加上空運費，共
1200美元。到底這籃球架有什麼不同，他們要大老遠地托

運過來，還花大力氣來安裝呢？ 趁著大家
還在練習基本動作，記者仔細觀察了一下
這兩個昂貴的大傢伙。全黑的架身，上面
有一個伸縮臂，可以控制籃球架的高低，
方便籃球框的維護。架的底座不像常見的
籃球架那樣固定在地上，而是在裏面填充
液體或沙石增加重量，下面還有輪子，方
便移動。球隊的領隊胡嘉驥告訴記者，他
們考慮到福利院的場地不大，就空運了這
兩個籃球架過來，當操場有其他用途時，
也可以先把籃球架移到別的地方。 

這次來兒童村的共有6個美籍華裔，都是來
自美國加州羅省。他們除了教孩子們打籃

球，活躍課餘生活，還要教授孩子們英文，為孩子們帶來
啟發式的教學和標準地道的美式英語。
 
早飯後，每個義工負責一個年級，開始了他們的英文課。
他們操著不甚流利的普通話，甚至用粵語，結合剛教的籃
球規則，熱情地帶動孩子們說英文。他們說：「其實我們
教孩子們學習籃球和英文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希望用我們
的方法，來激發他們的潛能，幫他們建立自信心。」 

來自羅省角聲的籃球隊在兒童村
指導小朋友打籃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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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日報》記者 劉玲玲 葉樺

有一種 奉獻
                     叫做 愛心

胡嘉驥去年九月曾一個人來過兒童村，只呆了一兩天。走
的時候，孩子們捨不得他，其中一個孩子拉他的手貼到自
己的臉上。「我是個感情很豐富的人，真的受不了這種場
景，不敢回頭看，怕自己會哭出來…」於是，他承諾孩子
一定會再來，並給他們帶來一支籃球隊。 

回去後，胡嘉驥把自己在兒童村拍到的孩子們生活、學習
的情況製成了影碟，拿給許多人看，鼓勵他們來這裏幫助
孩子。經過一年的組織醞釀，他終於實現了這個諾言，給
孩子們帶來了一支出色的籃球隊。他們每天早上七時開始
教孩子打籃球，然後給孩子補習英文，與他們一起用餐，
每天晚上八時離開兒童村。看起來並不是什麼了不起的事
情，但卻給孩子帶來了快樂。 

7月24日，胡嘉驥還要再帶一批義工過來，教孩子們唱歌、
做小吃、做手工。他說：「我們能做的事情只是一點點，
可是只要孩子能感受到我們的關心，感受到我們的愛，將
來他們長大懂事了，就會把這份愛和關心傳遞給別人。」 
　　　　
除了胡嘉驥和黃浩恩(其中一名義工)，
其他幾人的國語都非常不好，他們總
是粵語中夾雜著英文，記者採訪起來
著實有些困難。然而，記者在兒童村
看到他們與孩子相處卻是那麼的融
洽，絲毫沒有受語言的影響。他們告
訴記者，愛心是溝通的橋樑。
 
7月6日，他們離開的時候，孩子們哭
得不能自已。短短幾天的相處，他們
就與孩子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們用
實際行動告訴了我們：有一種快樂叫
做付出，有一種奉獻叫做愛心。 

後記：有人在抱怨教育收費高、看病難；有人在抱怨工資
少，福利低… 太多的不滿足讓我們開始對生活麻木。可
還是有這樣一些人，他們在用愛心感動著自己，感動著別
人。7月7日、7月11日、7月24日，還會有許多不同地方的
義工要來到三明，幫助這些需要愛的孩子。他們的行為告
訴我們，做善事其實很簡單，只要心中有愛。 

(本文節錄自福建《三明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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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日報》記者 劉玲玲 葉樺

胡嘉驥(中)與小朋友打成一片。
愛心就是他們溝通的橋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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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使命，人有夢想。而使命來自於對人事物的認同，
促使著來自不同背景、專業、膚色、國家的個人能團結一
致，朝著同一個夢想匐匐相前的動力，這就是我半年來參
與「法拉盛華人社區公德心運動」的感想。一群法拉盛社
區的領袖、專業人士、義工，願意捨身，奉獻時間與精
力，只願望給法拉盛一個更美好的未來。

位於紐約皇后區的法拉盛，是紐約第二個中國城。近幾年
新移民人數劇增，其商業發展與活力，與華埠相較，更呈
現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趨勢。不過，雖然如此，然而擁擠、
髒亂、隨地吐痰、污水臭味沖天的外表街景，卻也讓當地
居民與外界所詬病，時常響起讓人望門止步的嘆息聲。然
而，人若有心，是可以改變環境的。

「法拉盛華人社區公德心運動」，起於角聲中心社區論壇
(討論與華人移民生活作息相關之議題)。因著媒體朋友的
一句「做而言，不如起而行」的挑戰，凝聚了將近三十位
個人、機構的代表，籌備六個活動計劃，提出「愛我法拉

法拉盛社區齊參與

角聲推動公德心運動
艾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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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從心做起」的口號，開啟了提昇法拉盛形象運動的序
幕。而這當中，角聲一如慣例，爲著成全使命，提供百分之
百的人力資源，執行整個公德心運動的活動細節。

從每一次的活動，看見的是社區群策群力的同心，來自不
同機構團體的響應與支持。例如，得到社區十三家華人媒
體的廣告贊助、兩位華人政府官員與五家銀行企業的經費
贊助；七、八月份的「法拉盛街頭清潔與公德心宣導」活
動，則有來自於劉醇逸市議員、法拉盛商業改進區、美華
防癌協會的義工動員，促使八個星期六的街頭，都有超過
二十位青少年義工於街道清潔、宣導，提醒社區居民保持
法拉盛乾淨，人人有責的義務。

「法拉盛優質餐館與超市選拔活動」，許多社區商家願意
擔任投票所的角色，以方便民眾踴躍投票。藉著民眾的力
量，讓當地的餐館與超市提供衛生的用餐環境與良好的服
務，以吸引許多人前來採購與品嘗美食。

勞伯祥牧師曾說過一句話：「同心就是美事一樁，即便努
力雖不一定成功，但努力就是美。」的確是，第一年的法
拉盛華人社區公德心運動」，只是改善法拉盛社區環境、
提昇華人形象的起端。面對新移民不斷的湧入，舊移民移
出的法拉盛，若要看見法拉盛成為一座健康、友善、乾淨
的社區，不間斷的大眾教育是必要的，而更重要的是更多
人用心與合一的投入，勢必能成就那美好的將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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