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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角聲情》的專題，是音樂事工。或許好些人都不
知道，原來基督教角聲佈道團的音樂事工，涉獵範圍是如
此廣闊。由經常舉辦的音樂小組佈道會，到大型樂隊加上
百人詩班音樂會；由維持傳統的福音粵曲團契，到著重原
創的角聲使團；再由音樂班中上課的新丁，到著名的大音
樂家，角聲都盡見萬象包羅。

角聲的音樂事工，更是跨洲越境，從美國東岸的紐約，到
西岸的羅省及三藩市，都有角聲人唱著、奏著優美的歌
曲。此外，以羅省為基地的角聲使團，經常遠赴各地進行
佈道會，更出版了多張原創歌曲專輯；可以說，帶著角聲
音樂事工使命的歌聲，不時在不同的角落響起。

詩篇98:1-2說：「你們要向耶和華唱新歌！因為他行過奇
妙的事；他的右手和聖臂施行救恩。耶和華發明了他的救
恩，在列邦人眼前顯出公義。」

角聲的音樂、歌曲，無論是那一種形式，那一種風格，都
有著同一目標：就是透過歌曲音樂，藉著琴瑟樂器，唱
出、顯出神的恩情──向尚未認識耶穌基督的人，傳揚救
恩的大喜訊。因為每一個角聲人，都嘗過主恩的滋味，並
浸淫在神的大愛中，樂意歌之頌之、詠之讚之，並且將福
音廣傳。

詩篇98:4-6又說：「全地都要向耶和華歡樂；要發起大
聲，歡呼歌頌！要用琴歌頌耶和華，用琴和詩歌的聲音歌
頌他！用號和角聲，在大君王耶和華面前歡呼！」

當你讀到本期所收輯的音樂事工專題文章的時候，你一定
會聽到優美的音樂在你的心湖飄過──聽到角聲人口唱心
和，以音樂奉獻給神的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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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向      耶和華唱新歌
  因為      祂行過奇妙的事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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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音樂事工俞裕定

角聲音樂部 

把天上音樂帶來人間

256

角聲音樂部發展推行中的主要事工有五方面，包括：

�1�.� 教授鋼琴及小提琴
音樂部開設了鋼琴、小提琴、大提琴和聲樂等課程，藉教
授音樂和藝術，與學生及家長建立友誼，傳播信仰；在教
導和啟發中，表達基督的愛。我們每年舉行師生音樂會，
將事奉的成果用音樂會的形式，如馨香的祭物獻給神，同
時也增加學生的舞台經驗。 

音樂部的俞閻路得老師、羅珮明老師及一些外聘的專業導
師，每星期都會為前來學鋼琴的學生上課；另外，俞裕定

音樂事工

則負責教授小提琴。近年學生的數目不斷上升，家長們
對老師們提供的教學法，及他們對學生所顯出的愛心和
耐心，均表示讚賞。

�2�.� 音樂藝術夏令營
自三年前開始舉辦這個「音樂藝術夏令營」以來，無論
是家長或參加的學生均認為，這營會辦得很成功，並希
望每年都可以繼續辦下去，甚至要求將營期增長。為了
使這事工，做得更好、更合神的心意，我們現定下在每
月的第一個週六下午三至四時舉行一個祈禱會，專為明
年「音樂藝術夏令營」的籌辦工作、目標方向禱告，並
且求神預備學生們的心，使福音得以傳開；同時，更希
望藉此機會能讓有份參與事奉的兄弟
姊妹，聚在一起等候尋求神。我們相
信，祈禱是叫服事蒙福的途徑；所以
透過禱告，讓神先得著每一位服侍者
的心，並繼續在夏令營中動善工，要
學生們不但在知識上有長進，而且在
靈性上也有得益。

此外，由十一月四日起，更會在每月
的第一個週六，下午四時至六時舉行
「音樂藝術夏令營學生團契」。我們
盼望把營會中的學生招聚回來，藉著
團契的生活，彼此見面交談、互相關
顧，而最重要的是要培育他們在神面
前追求的心。

�3�.� 藝術家專業團契
在勞牧師大力推動下，我們於十一月一日在散發著藝術
氣息的蘇豪區「恩典之門」，舉行首個「藝術家及專業
人士餐會」。估計屆時應邀請出席的專業人士，約有
五、六十位，包括：音樂、藝術、繪畫、攝影及律師、
醫生等行內翹楚精英。我們希望透過這次的聚集，可以
把專業基督徒該看見的異象，以及需要肩負的福音使命
跟他們分享。 

7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在紐約總部所推行的音樂事工是多方面

的。每天在角聲裡進進出出的人，有些是年紀輕輕的學

生，有些則是成熟穩重的專業人士；他們來到角聲，其中

很多都是跟角聲的音樂事工有關係的，因為角聲音樂部有

不同方向的發展，參與的人，也就不分年紀，不分工作。

這方面，了解得最清楚的，當然就是負責角聲音樂部的音

樂總監俞裕定了。以下正是他的分享。

著名小提琴家楊宜庭，應邀在角著名小提琴家楊宜庭，應邀在角
聲音樂部第二張�C�D中演奏。聲音樂部第二張�C�D中演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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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樂事工

98

藝術家專業團契組成之後，就會製定「會員
手冊」，在內中說明職責，好讓這一群工作
忙碌的信徒，能在自己的專業上，發展神國
的事工----向每天接觸到的客戶及其他人士傳
講福音。我們希望安排他們在感恩節及聖誕
節到露宿者之家派餐；藉以特顯專業人士謙
卑服事的一面，好使更多人感受神恩。

�4�.� 角聲聖詠團
經勞牧師誠意邀請下，著名指揮家尤美文將
會幫助角聲，為不同級別的聖詠團擔任指
揮。在音樂界中享譽盛名的尤指揮，今年雖
已年過七十，但從她的外貌看來，卻比實際
年歲年輕很多，而且精力充沛，可見神常常
把最好的賜予服侍祂的人。角聲得到尤指揮
的幫助，也同時是神把最好的賜予給我們的
證明 。

另一方面，「角聲音樂小組」將會重整。現
在籌備中的聖詠團分別有：
（�A）兒童組（六至八歲）
      練習時間為每逄週六下午1:�0�0-2:�3�0
（�B）青少年組（九至十六歲）
      練習時間為每週六下午4:�0�0-�5:�3�0
（�C）成人組（十九歲以上）
      練習時間每為週六晚上�7:�0�0-9:�3�0

有意加入聖詠團的申請者，都必須經過試音
及甄選，之後每星期由指揮進行嚴格的訓
練。求神為我們培訓出三組不同級別的高水
準的聖詠團，將來有機會在大型的音樂會、
籌款會和佈道會中，以歌聲和音樂榮耀神。

�5�.� �C�D事工
第二張音樂�C�D的事工，即將完成。如果一切
順利，可望在今年聖誕節前出版發行，作為

聖誕節禮物，送給各地醫院的各種病患者及癌病關顧事工
所關心的病者。

我們祈求這些免費的禮物，能成為身心靈軟弱者的滋潤。
因為當中除了悠揚悅耳的音樂外，還有安慰人心的聖經話
語，以及基督徒病者美好的見証。我們所有的製作費用，
全由自由奉獻而來；求神感動人心，並請用祈禱和金錢支
持這項有意義的事工。

音樂部的人數雖少，但卻心懷大志，就是把天上的音樂帶
來人間，將神的大愛，透過音樂，使人得到安慰和喜樂。

「琴韻心聲念主恩」�C�D專輯，由基督教角
聲佈道團出版，俞閻路得鋼琴演奏，共收錄詩
歌十首，包括：當轉眼仰望耶穌、小伯利恆
城、靠近十架、慈光導引、在花園裡、何等恩
友慈仁救主、將你最好的獻與主、古舊十架、
親愛主牽我手、不是容易的路。

俞閻路得在專輯中道出了她的心聲：「回想起
一九六四年…因信仰基督教而被分配到湖南鄉
下，前途盡失之後，是詩歌伴我同行。」這些
詩歌都是她心愛的，每一首都有神的安慰。

琴韻心聲念主恩

俞閻路得鋼琴演奏CD專輯
上:角聲音樂部的俞裕定，正上:角聲音樂部的俞裕定，正
是俞閻路得的公子，母子共同是俞閻路得的公子，母子共同
在角聲為神效力，難能可貴。在角聲為神效力，難能可貴。

下:為角聲音樂部下一張�C�D作:為角聲音樂部下一張�C�D作
曲的音樂家�Ju�li�e �Li 。曲的音樂家�Ju�li�e �L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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