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接下這個工作後，我第一時間去找教會，看看有沒有人
可以立即前去協助，答案肯定「沒有」之後；我便祈禱
求神給我智慧，當如何去處理眼前的問題。禱告後，我
回電告訴那位女士，立刻開車前去見她。

經過廿分鐘車程，抵達求助者的家。門一打開，那位新任
媽媽開心不已。我以親自養大三個孩子的過來人身份，即
時抱起孩子餵他們吃奶。一口氣吃下三安士奶之後的兩個
小寶，很快便乖乖的舒服入睡了！原來小孩是因為飢餓而
哭啼！我告訴這對新任父母，一安士奶不足夠填飽小寶的
「大」胃，下次不妨多添，以免他們抵餓狂哭。接著，我
分別為孩子和母親禱告祝福。那婦人面露笑容，連聲感謝
的說：「心裏感到舒服多了!」我知道神已經進入她心中。

離開這個家後，我一面為他們祈禱，一面又找教會去作
跟進的工作。第二天我再去電慰問，那位丈夫也是不住
的多謝，且表示妻子的情緒已穩定下來。神啊！你真是
一位大能者，倚靠你的人不至羞愧！

又曾接獲有一位患上抑鬱症女士的來電，說她剛考取駕
駛執照，故不敢獨自開車過來角聲中心找我們；聽得出
她的聲音充滿了失望無助、害怕恐懼… 結果，我答應
了前去看望她。面對這位慕道的朋友，我開始向她傳福
音，當時聖靈感動她，使她立即決志表示相信。我們禱
告以後，她表示感覺平安、舒服了很多。

可是，當我離開後，她又因婚姻的問題而陷入了另一個
恐懼---看見丈夫回來，心又害怕起來。第二天，她由友
人接載，再前來心中與我見面。當下我鼓勵她，為她祈
禱，亦把一段禱文及聖經送給她，且囑她若遇上問題或心
靈不安時，便照著禱文向神祈禱。沒想到，她離去一小時
後，竟接到她的電話說：「我突然感到壓力全消，心中的
大石塊給挪開了，我覺得很是喜樂!」哈利路亞，神真奇
妙!兩個星期後，這位太太再來電告訴我，她整個人好了
很多，不用再吃藥，甚至跟丈夫的關係也轉好了。

不是我在做了些什麼，而是我知道有一位隨時等著接我
棒的神，在我背後撐著。為此，我做得很開心，也享受
這份角聲事工。有神與我同工，好得無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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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人說，在機構事奉很有壓力，原因是工作量太大、
人手不足；但從四月開始，加入角聲這個大家庭後，我便
學會了一個輕鬆服事的秘訣--- 快速交棒。快速交棒的意
思，就是把從別人手上接過來的棒子，例如：難處、憂
慮、壓力等，立刻轉交給神。既然這事工是神的，祂豈會
不負責？有祂作後盾，我何懼之有？我只管忠心地，緊緊
抓著祂、倚靠祂而行事就是了。我深信祂自然會承擔一
切，也就是我們所不能承擔的。為此，我每日回到辦公
室，便先跪下來向神禱告，求與我同在，也求祂讓一些真
正需要尋求幫助的人前來角聲。自我認清了服事的方向，
明白到祂的心意後，我便依著神要行的路開心踏上。

神實在是信實和幫助人的，作為協談者(輔導員)的我，最
常遇到一些心緒不寧，精神受困擾的抑鬱病人；但感謝
神，我清楚知道，神就是他們所有問題的答案，也是他
們唯一的幫助。因此，每個前來求助的不信者，都自然
地成了我的傳福音對象。

輕鬆服事秘訣：

有一天，下午四點多的時候，同工接獲一個緊急求助的電
話；原來是一位剛誕下雙胞胎，但卻患上產後抑鬱症的女
士。她表示：孩子日夜不停的哭啼聲，令她的精神瀕臨崩
潰的邊緣，整個人也因而發抖。夫婦倆在極度無助無望的
情形下，便想到要向角聲求救。

產 後 抑 鬱 孩 子 哭 啼

大 石 挪 開 滿 心 喜 樂

快速

交棒

交 出 接 過 來 的 棒 子

達拉斯角聲同工何王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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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曾在香港唸書的弟兄姊妹，想當年都讀過一本英文教
科書，其中一課是：「a pan, a man, a pan and a man」
這句 a pan and a man 當年人人會唸，現在己經久久沒
有聽過了。想不到那天在加拿大角聲籌辦著義賣籌款的辦
公室裡，竟然聽到有位同工在唸 a pan and a man。心中
不免奇怪，禁不住問：「你唸的是…？」

同工答道：「你知道我們正在忙著義賣籌款的事麼？」

「知道，但那與 a pan and a man 有甚麼關係？」

「不是 a pan and a man，我說的是 a VAN and a 
man！這都是我們義賣急需徵求的兩大欠缺。第一是 a 
van，我們需要一部客貨van，來裝運義賣的物品。第二是 
a man，需要男兒漢大力士，幫助我們搬運物品！」

一 分 鐘

短 篇 夏 年             A Van and A Man

一 分 鐘

短 篇槍 斃 自 己              江 鳥         

在一次聚會之後，一個說國語的弟兄，問一個說廣東話的
弟兄：「剛才你的交通很好，可是，你說我們要效法耶穌
一樣，槍斃自己。這個，我可沒聽過，不明白。」

說廣東話的弟兄說：「是呀，每個人都應該學耶穌的樣式 
，槍斃自己，因為耶穌也是槍斃自己的。你沒讀過馬太福
音11:29嗎？」

說國語的弟兄記緊了這章節，急急翻看聖經。一看之下，
恍然大悟。

馬太福音11:29的經文寫著：「我心裏柔和謙卑，你們當
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

耶穌沒有「槍斃」自己，效法耶穌也不是「槍斃」自己。
「槍斃」自己，原來是「謙卑」自己之誤！

義工進來角聲中心，幫助不懂英文的同胞，填寫申請表，
我們常要求他們，每條問題都要用當事人的語言，向他解
釋清楚，讓當事人自行給予答案，千萬不要越俎代庖，想
當然自行填寫。

一天，義工又在幫助一位同胞申請醫療卡，他問當事人：
「你依家有無細路？(你現在有沒有小孩？)」當事人立刻
高聲回答：「有，兩個！」

剎時，周圍在工作的義工靜了下來，望著他們，然後都大
笑起來，因為知道這個問題，英文原文應該是「Are you 
pregnant now?」即是「你現在有否懷孕？」義工把問題
廣東話化了來詢問。

可是當事人的答案──兩個，絕不可能發生，因為： 
(一)當事人已是70歲的長者，還有(二)當事人是個男人！

一 分 鐘

短 篇 王 世 樂                男 子 有 孕

一 分 鐘

短 篇喬 遷 之 喜               江 鳥         

有人喜不自勝地向友人報喜，因為他即將喬遷。所喜者，不
但因為他搬到美輪美奐的新房子，更是因為新居鄰近著名大
牧師。

他說：「我看中這房子，除了因為地方好，環境好之外，也
是因為可以搬近大牧師，做他的鄰居。與大牧師為做街坊，
多少也會沾染一些大牧師的氣質！」

「是嗎？」有人打趣著說：「如此說來，你甚麼時候搬入醫
院去？」

「甚麼？住醫院？」

「醫院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與天堂為鄰，更能沾染神的氣
質，豈非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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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當年情」，我不會忽略奉獻者的恩情。

「角聲」成立初期，奉獻者不多，電腦也不
普遍，所以每筆奉獻我都用筆記在本子裡。
一天，葉啟明無意中翻開本子看看，突然說
了一聲﹕ama�z�ing！我相信他已不記得這事
了；但我站在旁邊，卻被他的反應所提醒：
真的，每筆奉獻都是一個神蹟，是因為人願
意回應神在他們心中的感動，所以拿起筆
來，喜悅地寫一張奉獻支票；放在信封中，
貼上郵票，還得拿到郵箱中寄出；那真是難
能可貴的。而角聲從第一日開始，就不斷地
經歷這樣的神蹟與關懷。以下是關於奉獻者

的一鱗半爪：

提起奉獻，應從精華書樓談起；精華書樓位於人所皆知
的孔子大廈地下，當時是私人經營的，專門出售聖經及
基督教書刊的地方。謝謝書樓主人慷慨給予一角，可以
放一張桌子，讓「角聲」事工在華埠有了一個聯絡站，
我自己也有一個落腳點。事工剛開始，沒有固定收入，
減了租金的開支，是很重要的。當時，書樓同工等於成
了我們的義務聯絡人，義務接線員了，因為在初期，我
們也沒有自己的電話。我們在那裡停留了一年，才遷進
附近的加薩林街辦公。

想來，神真是一位賜地的神；這些年來，神一直在這方
面恩待角聲事工。當我們為事工而有「地」的需要時，
神總是透過弟兄姊妹的愛心去賜給。除了購入的用地
外，去年有弟兄把蘇豪區三千呎店面奉獻給角聲事工用
途，也讓羅省及紐約分別購得影響深遠的「醫療中心」
及「使命中心」，是最新的例子。

提起奉獻，應從精華書樓談起；精華書樓位於人所皆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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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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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三年十月份，當時預備遷進租來的加薩林街廿二號二
樓，除作為辦公室外，也設立福音閱覽中心；因此需要一
筆裝修費用；翻閱當時的角聲「通訊」，有看到兩段這樣
的記載﹕

「一位姊妹知道福音閱覽中心需要一座鋼琴，特將自己客
廳的鋼琴奉獻。她說鋼琴買後用得很少，以其放在客廳作
裝飾，不如奉獻給大眾，用來讚美神，更為有意義。」

「一對夫婦蒙家人贈款，作為新居
舖地毯，以賀其入伙之喜。他們之
家庭預算本來頗為短缺，但獲此額
外贈款，正好用以奉獻，於是夫婦
同心獻上為主事工之用。」

其實，在預備進入那一千六百呎租
來的地方時，有些看來是小事，卻
是應記下一筆的；因為在那時，其中
有些設備，是由弟兄姊妹親自製造
的。一位年輕姊妹，自己親手做了一
個木製奉獻箱，帶來角聲。我沒有想
到她會有如此的手藝，更不會請她幫
忙，這是她自己的心意。我依稀記得
她親自把奉獻箱送來的那種興奮之
情；也可以想像得出，在製造這奉獻箱時，她的心情一定
也是十分甜美的。也有姊妹奉獻她親手縫製及掛上全幅布
幕，那是由天花板到地的；她配合其中幾個玻璃大窗，選
料有輕微透光；可作窗簾用途；也可作講台背景。

此外，也有人用木工製造了角聲標誌、送來全套閱覽中心
用的書架；而其他家具，包括辦公桌、椅子、文件櫃等
等，一應俱全，都是透過關心我們的人的介紹，得以全部
美金一元一件購得；當然，也得勞煩弟兄們親自搬抬了。
以前「角聲情」也曾稍為提及的，其中包括我用了廿三年
的辦公檯；本來是不打算賣的，大概因為主人認為留下有
用吧，但因為所有東西都讓我們搬走了，只剩下它；所
以，最後，也是一元一件給我們搬走了。我沒有印象付過
這筆家具費用，可能是有人靜靜付出了。

工作地方的奉獻
勞牧師等(後左二)圍著鋼琴合唱，這勞牧師等(後左二)圍著鋼琴合唱，這勞牧師等(後左二)圍著鋼琴合唱，這
鋼琴正是一位姊妹送出來的。後面的鋼琴正是一位姊妹送出來的。後面的
布幕，則由另一位姊妹縫製後送出。布幕，則由另一位姊妹縫製後送出。

奉獻者的恩情
物重情重的奉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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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也有在西敏寺神學院讀書的神學生，投稿給《天倫
樂》(當時還沒有出版號角)。本來，「角聲」一向都沒有
付稿費的，但那次，我們覺得應該支付，因為神學生並沒
有其他收入，於是給他們寄出了二百元稿費。過了兩天，
我們也收到一張二百元奉獻支票，竟是那對神學生夫婦寄
來的；謝謝他們在不足時仍顧念角聲事工的需要。我相信
這是同一天寄出的信；是彼此顧念的恩情，付出，卻沒有
短缺。

一位老姊妹，九十多歲了，個子很小，除了重聽及不能久行
外；精神還十分好；她是基督徒，但很難
參加教會聚會了。她常用放大鏡閱讀角
聲通訊，故對角聲事工很清楚，每次探
訪他時；發現她對我們的情況很了解。

某天，她請護理員與我聯絡，希望我去
她家中一次。原來她希望我幫她計算一
下，按她所應許的，及收到的養老金數
目，是否在奉獻上仍有不足。她是希望
不要在奉獻上虧欠主。她對奉獻的恭
敬，慎而重之的態度令人難忘。現在，
她已離世歸主了；但她所作的卻不斷提
醒我，如果我能活到老，也應是如此的
老；老得敬虔，老得謙和。

另一位老姊妹，她知道角聲疊湖營地需要一輛十六座小巴
接送青少年，就主動聯絡我們，願意獨力奉獻一輛全新小
巴﹔為主所用；也讓同工們不需要在努力推動事工同時；
又要為所需的經費而籌措。那是一筆不少的金錢；對一個
老人而言，這是不簡單的；因為金錢對於老人而言，是有
特別意義的，可帶給他們更多的安全感。而她能慷慨奉
獻，足證她真實的信仰，因有天父的看顧，她已不必倚靠
那無定的錢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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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與一牧師有長達四小時的交通，不知為什麼? 他突然對
我說：「我不明白為什麼我們教會那麼富有，角聲卻常常
缺乏。」我沒有回答，但我不認為教會富有是一件值得炫
耀的事。他不知道這話引發了我成立「腓立比基金」的想
法；這基金是特別為支援同工薪金而設立的；也希望因而
舒緩角聲經濟壓力。

當我把成立「腓立比基金」的提議擺在董事們面前時，這
成了他們的很大難題。我們怎可以在每月不足的情況下，
還集結一個基金呢？就在董事們費煞思量討論時，我拆
開一封信，大概是這樣寫的：如果角聲真要成立腓立比
基金的話，他夫婦倆願意把位於東百老匯的一幢樓宇出
賣，把屬於他們的三份二，無條件送給
「腓立比基金」。我立刻把信給董事們
看，不用說，這議案立刻通過了。多年
來，在每月經濟不足時，這基金幫助我
們很多；而有超過基金准許的支付時，
我們也會在每年底的籌款後完全補回給
基金；故這基金今日仍然成為角聲同工
們的祝福。這些年來，同工們都可以支
付全薪了。

那是一筆五十萬的獻金；謝謝那對夫婦
的慷慨。說起他們，神對他們家庭也有
很多恩典。在他們信主時，他的一位兒
子卻在北美的另一地方，差不多時候也
信主了；而他們彼此是不知道的。而他
們起意為角聲同工作出如此奉獻，據我所知，一方面是因
為一節聖經的感動；此外，他們曾經營自己的生意，明白
每月發不出薪金的心情；所以，他們願意作出這奉獻。對
於我，他們那種「同情」之愛，也讓我銘感於心。

廿多年來，神用各種不同的方法，使用不同的人去供應我
們；即如那位憑信心開設孤兒院的穆勒所說的：「神有千
百個方法供應我們的需要。」我不能一一記錄，但他們所
作的不會徒然，不單為主所記念，也將繼續成為許多人的
祝福。

當年的角聲辦公室，是福音閱覽中當年的角聲辦公室，是福音閱覽中
心，亦是聚會廳。心，亦是聚會廳。

愛心顧念的奉獻

慎而重之的奉獻

信心而主動的奉獻

同情而慷慨的奉獻

這張就是當年用一塊錢買回來的這張就是當年用一塊錢買回來的
書桌。勞牧師仍然使用至今。書桌。勞牧師仍然使用至今。

Passion #4.indd   96-97 25/10/2006   7:47:52 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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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總部 New York Headqu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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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9-07 Prince St.,#4J,Flushing , NY11354, USA    Tel:(718)321-1030  Fax:(718)321-1186
角聲羅省分會 CCHC Los Angeles Branch Offi ce
715 E. Mission Rd., San Gabriel, CA 91176, USA    Tel:(626)286-2600  Fax:(626)286-2486
角聲三藩市分會屋崙中心 CCHC San Francisco Oakland Center
528 8th Street,Oakland, CA 94607,USA    Tel:(510)893-3210  Fax:(510)893-3220
角聲三藩市中心 CCHC San Francisco Center
685 Clay street, San Francisco, CA 94111,USA    Tel:(415)217-8828  Fax:(415)217-8830
角聲德州達拉斯分會 CCHC Dallas Texas Branch Offi ce
110N. McKinney St., Richardson, TX 75081, USA    Tel/Fax:(927)690-0100
號角月報德州版休士頓聯絡處

P.O Box 934, Alief, TX77411-0934, USA    Tel:(281)933-3391
角聲餐業福音使團/癌友關懷網   215 Topaz Street, Milpitas, CA, 95035, USA
號角月報大西洋版聯絡處 Herald Monthly Mid-Atlantic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1002,USA   Tel:(212)334-2061 Fax:(212)334-2062  
號角月報英倫版聯絡處 Herald Monthly New England
249 Harrison Avenue Boston, MA 02111,USA   Tel:(617)953-6384

98 99

編輯
人語

因為地域限制，未有機會觀賞角聲的大型音樂會。我只
能從角聲人的來稿來圖中，想像紐約中城聖巴多羅買大教
堂的堂皇瑰麗；也只能想像黃安倫指揮著「啟示錄」的音
符從管曡風琴及銅管中流灑，化成金玉樂聲的震撼…

我又讀到福音粵曲團契的來稿，看到團友演出粵劇的綽約瀟
灑。我想像大鑼大鼓響起，二胡琵琶拉撥著工尺譜的音符，
伴著小生花旦的平喉子喉，演繹著角聲人編撰的福音粵劇…

雄偉的音樂盛事，傳統的戲曲藝術，還有角聲使團的音樂創
作與音樂佈道會… 都不簡單啊，角聲人是如何作得成的呢？

頂著這個疑問整輯稿件與圖片，忽聽得音樂如真似幻響
起。我彷彿看見一粒一粒的音符，一股勁兒地跳落在空白
的五線譜中。音符越來越多，組合成的曲譜越來越豐富；
音符尋且在紙上飛躍，發出了鏗鏘之聲。我聽到了音符組
合成的旋律，優美極了。

一粒粒的音符，回答了我的疑問：角聲人是怎樣作得成這
些那些的音樂事工呢？對了，就是音符的組合！

每個角聲人都是音符。一粒音符，若不放在五線譜上，是
沒有意義的。而且，單單一粒音符，即使放在樂譜上，依
然是沒有意義的。必須是許多音符，在樂譜上互相配合，
才能組成一段段美麗的樂章。

每一個角聲人音符，都不會理會自己的身份，或高音，或
低音；或一拍，或半拍，從不計較，大家只管把自己這粒
音符拿出來。這就是了。

作曲的是神，編曲的是神，角聲人是一粒讓主使用的音
符，互相配搭，譜出神大愛無限的樂章，又把這眾志成城
的樂章奏給世人聽，喚醒世人的心靈。

這就是角聲人的音符。這就是角聲團隊組合成動人樂章的
實際體現。你能說不美妙嗎？

♪我們都是音符

..........................................................................李鴻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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