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東版《號角月報》，十四年來都是交由「世界日報」印
刷，彼此關係良好。是日也，由於要去世界日報借用新聞
照片，於是驅車前往位於市中心唐人街的報社一行。

辦好事之後，想起唐人街的東西又平又好，尤其是吃的。 
趁時間稍鬆，買些水果、餅食之類回辦公室慰勞一下同
工，也是好事。於是打電話回號角，問同工說：「我現在
離開『世界』了！有什麼想我在這邊買回來呢?」

此話說畢，電話線那邊忽然爆出笑聲，良久不止住。正摸
不著頭腦同工們笑甚麼時，同工解謎說：「你真行，離開
世界居然可以氣定神閒向我們宣佈…上了天堂應該不用吃
甚麼吧，沒有甚麼需要買的了!」

一 分 鐘

短 篇 夏 年                   離 開 世 界

一 分 鐘

短 篇雪 藏 號 角          馬 譚 玉 英         

今年六月，參加了一次到墨西哥去的短宣。我帶了二百份加
西版《號角月報》同往。六月正值世界盃熱潮，該期《號
角》以世界盃「全球出擊」為主題，心想應該很受歡迎。

抵達墨西哥，牧師看見了我帶來《號角》，讀了一陣，便
立即吩咐當地的弟兄姊妹，快快把《號角》放入雪櫃(冰
箱)。

放入雪櫃？豈不是要雪藏《號角》？心中不免狐疑納悶。
世界盃專題如此叫座，何解要放入雪櫃雪藏？

牧師說：「《號角》太受歡迎了，恐怕一拿出來，露了
面，會被弟兄姊妹搶個清光，還是放入雪櫃存放，留作稍
後傳福音之用。」為甚麼放進雪櫃？牧師笑說，那是部壞
了的雪櫃，已變相成了個儲物櫃！

原來如此！當地物資缺乏，靈糧同樣缺乏。我只恨力量不
夠，帶得太少。《號角》，真是太珍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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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一段老編與作者的對話：

  「你要多多支持我，交稿啊！」

  「當然。我會不住支持你！」

  「那要快快交稿了。」

  「最遲甚麼時候？」

  「明天！」

  「噢！」

  「今天更好！」

  「那…」

  「那甚麼，你不是說『不住支持我』的嗎？」

  「是，你真利害；我『支持你…不住』！」

一 分 鐘

短 篇 江 鳥               不 住 與 支 持

一 分 鐘

短 篇多 少 個 總 幹 事 ？       江 鳥         

  「角聲有多少個總幹事？」

  「一個，勞伯祥牧師！」

  「錯！」

  「甚麼？」

  「不止一個！」

  「明明只有勞牧師是總幹事… 頂多加上周簡艷珍、謝
虹兩個副總幹事，職銜上有『總幹事』三個字，就算有三
個吧！」

  「錯，不止！」

  「無理由！」

   「每個角聲人都是總幹事！『總幹事』也者，『總事
都幹』是也。角聲人都是七手八腳的多面手，甚麼都幹，
甚麼都能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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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暑假即將過去，在寫這信時，最後的兩個青少年營會正整裝待
發，其中一個是青少年福音營，有八十多人參加；另外是音樂
藝術營、有四十多人參加。我們期望他們人人都蒙恩得救，一
個都不失落。 過去的幾年，類似的聚會都有美好結果。

角聲事工是各方面並進的，我們無法一一說明；但雙月出版的
《角聲情》則有詳盡介紹。談起《角聲情》，讀過的人都讚賞
不已；我們也相信其中的勵志見証及神在「角聲」中的奇妙工
作，是今日基督徒所需要看到的。我深信，假以時日；因「角
聲情」的努力介紹，必有更多同路人投入事奉，或是投身參
與，或是經濟支持；這對未來的事工的發展也十分重要。

但問題是，我們必須解決今日的額外開支。每兩個月印八千份的
《角聲情》，就多用了近萬元的印刷費及發行費；( 製作費則列入
經常費開支；許多稿件是多位同工及義工努力的成果；尤其是加
拿大及角聲總部同工，他們為此特別的辛勞。) 出版了兩期，同
工們覺得應讓弟兄姊妹知道這額外的需要，而作出支持奉獻。

素來，文字事奉都不被重視；很需要特別的關心。但若有一百
位贊助者，在未來的十二個月內，每月支持五十元，我們就可
以達成目標了。我知道你已盡力奉獻了；但不知可否幫助我
們，在教會的弟兄姊妹中，為我們推介《角聲情》，並請他們
成為贊助者；若能如此，我們十分感激。

我知道《角聲情》的製作同工是盡心竭力的；主編的弟兄是奉
獻自己，全「情」投身這工作；但願他們也找得有「情」人，
支持這事工；讓《角聲情》每月最少可以送到八千個人的手
中。好了，敬祝主恩充沛

      你們的同工  勞伯祥  8/19/06

勞牧師致弟兄姊妹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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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收到美國達拉斯角聲轉來讀者Joanna的這一段短文，

文章短短，卻激勵深深。同工說，這位姊妹還因著角聲事

工而受感動，附來一份給角聲的奉獻。這段文字，正好回

應了勞牧師對編印《角聲情》的理念和目標。我們期望有

更多人得著神的祝福，請記念《角聲情》的需要。

讀了《角聲情》創刊號，我對角聲事工的廣泛
與深度、點與面有了進一步的了解，我也更
清楚事工發展的需求。我雖然居住在德州的
達拉斯，一直以來我和先生對支持本地的角聲分會事工都很
有負擔；而透過創刊本《角聲情》的深入介紹，使我的視野更
廣闊了。不僅全美國、加拿大、南美洲、歐洲和最大的宣教工
場---中國等地事工的進展，讓我也初嘗到文字事工的碩果。

我沒有一鼓作氣讀完整本《角聲情》，但慢慢地細嚼。當
中國兒童村事工躍入我的眼帘時，看到這些特殊兒童（父
母在監獄中），社會甚少有人問津的邊緣孩子，在兒童村
獲得關懷、愛護和尊重；還有孩子們的生活點滴和他們的
心聲，如同一石激起我心中的千重波。我向神感恩，感謝
祂，賜給我一家在美國的一切。我很願意、也很樂意參與
及支持角聲中國兒童村的事工，我要領養他們其中的一位
兒童，我希望他/她從小得到更多從耶穌而來的愛，在祂
的愛中，孩子得到福音，得到救恩，成為神的兒女，有一
天為神作見證。這是我的心願，也是我宣教的行動。

神用《角聲情》使我蒙了祂的大福----參與角聲兒童村的
事奉。我也衷心地祝福《角聲情》，能成為更多人的祝
福，更是神所大大使用的器皿。

達拉斯讀者Joanna ....................................

請支持《角聲情》印刷費用：只需一百
位贊助者，在未來十二個月內，每月奉獻五十元，
就能支持本刊印刷及郵寄費用一年。奉獻支票抬頭
請寫：CCHC，並註明「角聲情」，逕寄：CCHC, 
48 Allen St., New York, NY 10002, USA。

角聲情讀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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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伯祥牧師

在構思「角聲使命中心」事工初期，我的計劃是匯聚北
美郊區教會人力資源，投入城市關懷佈道事工。

最近，我趁應邀參加華福大會、擔任「社會更新」回應講
員之便，有幾天時間作更深的思想校正，尤其在角聲未來
事工安排方面；結果基本與起初領受的一樣，不同點是我
希望北美的人力資源，不單流入紐約大都會，也希望能夠
澆灌神州大地。

在香港回程北美的航機上，讀梁燕城有關中國農村扶貧情
況的文章，其中特別提及對農村教師培養計劃，認為這是
未來中國農村孩子的出路，我十分認同，因此我作了上述
的調整。換言之，未來「角聲使命中心」的任務，也會記
念中國農村的需要，把更多資源引入中國。剛巧，前福建
省司法廳項振偉主任，最近給我寄來了各地最貧窮村莊的
名單，我不敢認為這是偶然的事。

未來，我們可將「角聲」標竿放高一點，落實推動全中國
特困兒童村計劃，找出十個有需要，又是主帶領的地方，
建立特困自童村。我們不單作現在作的事，並且設立據
點，推動資助培養農村教師計劃；可將目前的宏志生計劃
略作調整，例如任教師者優先等，讓有理想的農村老師可
得支持及栽培。

千流匯聚
  澆灌神州大地

未來的「角聲使命中心」內，應可展覽放大的中國農村
需要圖片，介紹全中國各地農村情況；這方面可向本地
領事館探詢，看他們可否提供協助。我們可以與其他宣
教機構合作；製作有關紀錄片；若能有按扭聽取各種言
語的錄音介紹，是最理想的。

感謝主，由於「角聲使命中心」事工尚需等待，神也在
這空擋中，逐步顯明祂的心意。到目前為止，我心中的
圖畫是很清楚的，以下是未來目標的綜合簡述﹕

1.我們會接觸北美各地華人教會，希望有機會為「使命
中心」計劃作異象分享。

2.我們會建立一個「有承受力、有延伸性」的角聲使命
中心。
「承受力」：是指其中的同工團隊、經濟
基礎、正確的事工策略及行政能力。
「延伸性」：是指如何讓同工及一切參與
者，有清楚的目標、付代價的拓荒心
志以及接受未來挑戰的能力。

3.朝兩個重要目標推進：
「千流匯聚」：與北美教會合作，匯集人
力及其他資源，在紐約及其他城市推動城
市佈道計劃。同時，給予參加者關懷佈道
訓練；裝備可收割莊稼的基督徒。
「地極幹線」：在參與城市佈道期間，
讓弟兄姊妹知道世界禾場的需要，第一
步是了解中國農村的福音使命，然後是
世界各地的需要，對目前已有的差傳機
構作出支援。

4.推動「全家歸主、全家宣教」計劃。這是配合上述
目標的基礎性事工。在「角聲使命中心」的活動中，我
們不單建立瓦解中的北美華人家庭，同時也把「使命
感」帶進家庭中，加強未來關懷佈道事工的動力。

「角聲使命中心」 未來的任務是十分清楚的，而且是非
常值得努力的。目前，我們需要代禱的是：

1.購買「使命中心」的手續只差一步，即等候賣方取得
法院的批准。

會堂現址將會加建，可用空間更廣
闊，能配合角聲最新事工發展 ，更
能推動角聲的中國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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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計劃中，我們希望加建十三個住宿單位，這是最重要
的一環。目前所知的加建倍數及高度是可以的，但尚未得
到最後的批准，需懇切代禱。

3.求主引導適合的同工參與事奉。目前有五對夫婦遞交
申請書或在等候中；夫婦同心投入，這是很好的現象。但
求主賜「角聲」力量及智慧，可以接受及支持他們的事
奉，或為他們的同心投入作合適安排。

4.已有銀行承諾貸款，故任何時間均可成交，但「角
聲」仍應為未來還款作出努力。計劃中，我們希望在五年
內籌足三百萬美元，但這時間越短越好，可讓同工們無後
顧之憂工作。有心在奉獻上支持者，支票可寫CCHC，或
用信用卡奉獻。詳情可參角聲網頁：www.cch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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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往

普天下去，

傳福音

給萬民聽。

馬可福音 

16:15 

如果說：人生如戲；那麼，本期專輯「愛心匯點」的一
位受惠者高昕，他甫一出場，就是一幕悲情慘景。

他這樣寫著：「我來美國的第一件事，就是安葬我的親生
父親…」十九歲，青蔥歲月，正要與母親到美國跟父親
團聚，不料父親遽爾被汽車撞死。孤兒寡婦剛剛踏足在一
個陌生的國度，便急速墜下於傷痛、無助、徬徨的網羅之
中。往後的日子如何？

都說人生如戲，他們母子來到羅省角聲，劇情有了突破性
發展。透過角聲同工，《號角》的「愛心匯點」緊急呼
籲，就有有心人送上援手、教會弟兄姊妹相助…結果，父
親入土為安，居處有了著落，母親找到工作… 

人生如戲，化悲為喜。「愛心匯點」燃點起的愛火，照亮
了他的心。一年多以後，這個年青人這樣寫：「我是因為
身邊這些素不相識的朋友那份無私的愛，才讓我知道被父
神那博大的愛所溫暖著是多麼美好美妙！…你怎樣得到的
這愛，你也要怎樣無私把他再次的傳播出去！」(第13頁)

悲劇，結果有了個完美段落。然而，這不是戲，是事實，
是「愛心匯點」一個又真又活的例子。然而，這也是戲，

編輯
人語

我們成了一臺戲

.....................................................................李鴻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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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臺給世人和天使觀看的戲。誠如哥林多前書4:9說：
「我們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我常以角聲人為榮，因為他們都有那種彰顯神大愛的本
性。角聲人從神面前領受的這種愛，及施於其他人身上的
這種愛，都成了一臺戲，叫世人看出神的作為，神的榮
耀。

不但「愛心匯點」彰顯了愛，餐業福音也是如此。深宵夜
裡，當人人都預備進入夢鄉之時，餐福聚會才剛開始。餐
福同工抖擻精神帶領聚會，為的就是要得著餐業中「只有
爐頭與枕頭」的失喪靈魂。難得角聲餐福事工主任柳林慧
中說：「服事，是提升，是堅持，是忠心。」(第34頁) 餐
業福音事工開始受到注意，前路不免崎嶇漫長。

從來，為主而作的十字架道路都不好走，領人歸主的路總
多險峻。正如「愛心匯點」同工周天駒說：「當你求神賜
給你剛強的時候，可能要面對逼迫。當你求神賜給你忍
耐，身邊就出現一些很麻煩的人來煩你搞擾你。當你求神
給你愛人如己的心，你就會面對一些不可愛的人…」(第
8頁)

可是，這臺戲，就是一個榜樣。角聲人「遭患難，成了戲
景，叫眾人觀看；一面陪伴那些受這樣苦難的人。」(希
伯來書10:33)我們甘心忍受，因為「知道自己有更美長存
的家業。」

又如兒童村的許佩文說：「我身體可能覺得疲倦，但心靈
一點不苦。」(第44頁) 是的，在服事主的路上，看似艱
辛，實則一點不苦。不信？請看達拉斯同工何王巧玲怎樣
打掃煙頭滿佈的角聲停車場一一她求主拯救那些拋煙頭的
人的靈魂，主就向她說：「一個煙頭，一個靈魂！你可大
大地向我張口。」 (第50頁) 哇，這不是太棒了麼？

神叫角聲人「成了一臺戲」，但祂並沒有丟棄我們置諸不
顧，反而一直統領著我們走那領人歸主的路。因為祂就是
那位在臺前幕後，沒有一刻不監察著這一臺戲的大總監。 

讓我們透過本期的文章分享，彼此互相勉勵，為有需要的
代禱，做好這一臺彰顯神榮耀的戲，給世人和天使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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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介紹角聲事工

歡迎訂閱

《角聲情》是一份圍繞角聲人、
事、物的雙月刊，以多角度方式
編輯，透過專題、事工、見證、
人物、生活等… 傳達角聲理念，
彰顯基督大愛。《角聲情》歡迎
訂閱，自由奉獻；請填妥背頁之
訂閱表格寄回即可。

人情、事情、物情、地情、時情…  

角聲情 雙月刊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出版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通訊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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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10002,USA 
Tel:(212)334-2061 Fax:(212)334-2062  E-mail:hearld@cchc.org
法拉盛角聲中心 Flushing Herald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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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有何妨呢

今天，早會後有同工與我談及一件讓他深感困惑的事。
他說：他對角聲使命中心發展深感興奮，因而常與人分享
情況。但有一次，有人聽後，就對他說：「這個月，你獲
得薪金沒有？」

很慶幸地，他是這樣回答的：「在角聲這幾年中，遲發薪
是有的，卻從沒有欠薪；而且，我也沒有欠缺。」不過，
他接著說：「雖然我完全認同這項發展，但希望知道當如
何解答人的疑問。」 因此，我詳盡地與他分析了角聲未
來的財務情況。

因這事，我想起一篇短文。一群殘障孩子在慶高釆烈的唱
著：「耶穌愛我我知道」；突然，有人走來對他們說：「
如果耶穌愛你，為什麼不醫治你們？」這有關苦難問題，
連最有智慧的人也不能完全了解，何況是一群小孩呢？這
問題不僅沒有建設性，也殘忍地奪走了孩童的童真。

其實，從第一天開始，角聲就已面對經濟困難了。我自己
如此，每個同工也是如此。在不足時，總幹事通常是最後
支薪的。多年來，我不斷在背後聽到這樣的話；但作出回
應，這算是第一次。事實上，因神的恩典及弟兄姊妹的愛
心奉獻，我們總能全數支付所有同工薪金。即使是去年，
為中國特困兒童村多支出了三十多萬美元，情況也不例外。

籌建角聲使命中心，是事工發展的必經之路；我們必須有
足夠承受力，才可以繼續承擔使命。在這事上，我們從不
敢勉強前行，但也不敢因懼怕而裹足不前。誠然，前面的
路並不易走，這是可以想像得到的，我很不希望有不必要
的擔子，加在自己身上。不過，若我無法改變這種傳言，
我會套用使徒保羅所講的一句話來自我安慰：「這有何妨
呢？……基督究竟被傳開了。

總
幹
事
的
話

這
有何妨呢 我必須領他們來

我的 羊  在高岡 上, 山野  間   流   離, 受創 甚 深,無人 牧 養,我必

須  領他們  來!  領他們  來!   是 的,主  赦 免 我     們  曾貪戀   世 界,漠視

你    愛世人的  肺    腑.願 你         用      真   實   與       亮  光   引      導         我

們         願     忠   心   跟       隨. 我       願        像     你   自   己     無   怨   無

悔, 但   求  迷  羊  歸  回. 願號角

聲         響遍塵 寰,     聖徒齊 喊         耶利哥 倒;    願號角 聲 響遍塵寰,        擘開魚

餅 分享主  愛;   願號角  聲    響遍塵 寰,      深入社  區,        救恩彰

顯. 願號角   聲    響遍塵 寰, 同心建  造, 福音廣    傳.

基 督 教 角 聲 佈 道 團 團 歌

作曲:曾雲雀
作詞:勞伯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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