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怕，

我已吩咐…  

總
幹
事
的
話勞伯祥牧師

最近，為寫「當年情」而搜集資料時，發現了一封舊信；寫
信日期是一九八一年十月二十二日，亦即「角聲」成立前一
年；這信是寫給我太太的。寫這信，大概是因為希望可以清楚
說明我的想法吧﹔但我從沒有把信給她；甚至完全忘記了寫過
這信。這信的內容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神是否要我走一條新路，以免我在穩定的事奉
中，慢慢失去熱誠與異象。我有感動去做一些服事眾教會的工
作，及聯絡有負擔傳福音的弟兄姊妹，專一策動佈道事工，為
本地需要製作佈道材料﹔也盼望基督徒的見証在社區中更為明
顯。但我知道這工作很不容易，也不知怎樣做，不知會否成
功﹔我有點像摩西與基甸的情形，不敢接受挑戰。

但這幾天的引導好像更為明顯，特別今早靈修時，看到路得記
第二章，這似乎是神的應許與保証。當路得有意在田間拾取麥
穗時，神恩待了她，她遇到了好的機會，波阿斯接待了她。在
人事上，波阿斯吩咐僕人們不可欺負她。在生活需要上，波阿
斯告訴她，她可以隨意喝他僕人打來的水。為什麼神如此恩
待路得？我的領會是﹕「路得愛拿俄米，願意離開父母與本
家﹔那熟悉的環境，去到那素不認識的民中。」當我為這事禱
告時，想到應首先與你分享這領受……」

廿五年轉眼過去了，重讀這信時，一方面慶幸自己終於在一年
後走上這路﹔另一方面，也有一種恍然大悟的感覺，明白了這
廿多年來，「角聲」在許多困難中得蒙保守，其實是因為神在
紀念祂的應許。神恩待「角聲」，就好像波阿斯恩待路得一
樣。路得記二章八節是這樣說的：「我已經吩咐僕人不可欺負
你，你若渴了，就可以到器皿那裡喝僕人打來的水。」

今日，擺在前面的，是另一條不容易的路；面對「角聲使命中
心」的各種挑戰，全新事工的建立，龐大經濟的籌措，以及尚
待加建的工程；難免膽怯懼怕；即如廿五年前一樣；但主讓我
有機會重讀這信，似乎是告訴我：不怕，我已吩咐……

不怕，

我已吩咐…  

去年五月，有機會來到美國羅省角聲社區中心。甫抵門
外，即見大叢棘杜鵑，在嬌翠嫩綠的葉子之中，盛放著
灼灼嫣紅的花團，如現笑靨，迎接客人。一位同工走出
來，似是為這大叢棘杜鵑配音說話：「歡迎！」真是美
麗的圖畫，花團錦簇的棘杜鵑，著實使人心怡神悅；與
同工的一聲「歡迎」，同樣叫人舒心。

守在門外的棘杜鵑，提醒我們一個易被忽
略的職份──應該笑意盈盈地接待每個來
到角聲的人。不管是來求助的人，還是來
幫忙的義工，都應先送上一份溫暖可親的
情意。歡迎和接待，本來就是關懷佈道的
第一步。接待其實是重要的。耶穌說：「
有人接待我所差遣的，就是接待我；接
待我，就是接待那差遣我的。」(約翰福
音13:20) 步進角聲來的人，總不會是偶
然；神叫這些人走進來，就是讓我們有機
會為神作工。我們都要好好的接待這些
人，因為這正是我們角聲人事奉祂，接待祂的開始。

繁花如錦，它堅守在門外，堅守著接待的職份。這棘杜
鵑委實是美啊！

守在門外的棘杜鵑
...................................圖/文 : 加拿大角聲義工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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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5

飛越高竿需要勇氣，也可能面對力不能

逮的挫折；因此，很少人願意挑戰高

竿。但遠離高竿的人，卻必須面對「平

庸、白佔地土，或一事無成」的懊悔。

對於一個福音機構而言，情況也是一

樣，我們常要作出選擇：因乏力而窒息

成長中的事工；或是決心信靠主，越過

高竿，為事工開創新局。

角聲通常是採取後者，理由很簡單：勇

進是奉差遺者應有的態度；支援是那差

派者會做的事。所以，我們寧願效法使

徒保羅，信靠那加給我們力量的主，奮

勇地越過一枝又一枝的高竿！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 

飛 越 高 竿     開 創 新 局
    我感謝

那給我

力量的

我們主

基督耶穌，

因他以我

有忠心，

派我

服事他。

提摩太前書 

1:12 錄自《基督教角聲佈道團廿四週年紀念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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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

角聲使命中心 

建立緣起及過程

76

前些時，我曾在角聲網頁中發表過「角聲使命中心」緣
起及過程，為讓本期《角聲情》的使命中心的專題有一個
完整性，我嘗試用個人的感想與見証的角度去追述購買使
命中心的經過；其中也許稍有重覆，但為求連貫，這是免
不了的。

許多人不太明白為什麼角聲有能力購買這座價值五百三十
萬的物業(見右頁附圖)，也不明白為什麼角聲要建立「使
命中心」。誠然，除非人們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不願
意有一人沉淪，而願人人都悔改」的心腸，否則，他們是
不會了解為什麼的。但，對於明白的人而言，今日角聲所
作的，是最自然不過的事。

...跟著約櫃去

...使你們知道

所當走的路，

因為這條路

你們向來

沒有走過。 

約書亞記 3:3-4 
跟著約櫃去!

此外，能夠成功購入這個地
方，也不僅僅是個人的努力、
勇氣及弟兄姊妹的幫助就可以
成全的，這完全超過我個人及角聲全體的能力所及的；
相反，我們常有猶疑，後退；可以說，我們是在不斷的
彼此提醒與鼓勵中邁進的。當然，在整個過程中，我負
的責任較多，但我發現，越在危急困難之中，越珍貴董
事們、同工們的支持與鼓勵，他們的意見，也常讓我得
到提醒，並重新較正所訂計劃；其間，我們也有過害
怕，也各有堅持的時候，但當作出決定後，就能同心解
決重重的困難，這是十分美好的經驗。同時，我也看
出：擔子越重，情況越困難，神施恩的手就越加明顯。

在整個過程中，有一段經文始終成為我的幫助：(參約書
亞記3：3-5) 「你們看見耶和華你們神的約櫃，又見祭司
利未人抬著，就要離開所住的地方，跟著約櫃去；只是
你們和約櫃相離，要量二千肘，不可與約櫃相近，使你
們知道所當走的路，因為這條路你們向來沒有走過。」
約書亞吩咐百姓說：「你們要自潔，因為明天耶和華必
在你們中間行奇事。」

角聲使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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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經文的要求很簡單：「跟著約櫃去！」而「要量二千
肘」，其實是一種恩典的照顧，讓我們可以看得清楚，
不必害怕。但最重要的是「自潔」，這是神對百姓的唯
一要求；意思是我們必須常常校對自己的態度，存敬畏
的心行事；然後，我們看到耶和華在我們中間行奇事。
所以，存敬畏與敬虔的心行事是最重要的，其他的困
難，我們反而可以安心交托主。現在，讓我與大家談談
購買使命中心的始末。

某天，角聲中心負責人謝虹與我提
及角聲法拉盛中心地方已不敷應
用，有女童軍的家長對同工們說，
可否也有男童軍，因為她也有個男
孩，希望參加男童軍。事實上，當
時由於地方不夠，很多工作已無法
發展了。於是，我們開始積極尋找
適合的地方；那倒不是因為「角
聲」有很多錢，可以隨時購買地
方，相反，我們一無所有，但過去
的經驗讓我相信：在山上，主必有
預備。

其實，最初曾與角聲中心附近的聖
公會聖佐治堂洽借地方，但不太

適合；也曾看過一幢新建的三層樓宇，六千呎叫價二百
六十萬美元，價錢稍貴，地點較偏，也不夠用。後來想
過買地建樓，但六千呎地也要六百萬。我越來越覺得能
找到適合地方，適合價錢的機會很渺茫。期間，謝謝林
希平弟兄及謝虹牧師出過不少力，雖然沒有看到適合地
方，但卻讓我們更驚訝於神的預備。

在籌備二千零五年的角聲年會時，我為角聲整體事工有
了更多的思想。深覺角聲已經過廿三年了，事工已分佈
世界許多地方；紐約同工壓力已過重了，必須有些調

98

整。換言之，當我們再起步尋覓地方時，那不僅是為了
法拉盛角聲中心的需要了，而是開始為整體角聲的需要
而作出考量。當時，我們有幾個主要想法：

首先，是把紐約事工也成為其中一個分會；而我與其他
幾位副總幹事則要逐步把總會工作建立起來，讓她可以
承擔策略、行政、訓練、支援及監督等工作。此外，我
看出城市佈道資源，是需要有補充的，否則角聲很難長
期消耗。而我看出郊區教會一般很有宣教負擔，最好與
他們合作，請他們把紐約作為他們的宣教工場，希望一
方面為他們提供有效的宣教工場，也讓角聲的城市關懷
佈道事工能進一步發展。

在進一步思考時，我們經
過幾個不同的思想過程；
曾有過「會議中心」，「
家庭中心」，而至「使命
中心」的概念。基本上，
其理念是一樣的：但以「
使命中心」較為全面，及
較符合事工理想。後來，
我們也認為除了引入郊區
教會資源，以支援城市關
懷佈道事工外；也應以家
庭為單位去推進關懷佈道
事工，這不單是因為當代
家庭備受破壞，需要關
顧，而是我們認為：家庭
重建的努力，是可以朝向
一個更高的目標，即「全
家歸主，全家宣教」，因為賦於家庭成員使命，是建立
家庭的最好方法。而透過積極的家庭關懷佈道事工，各
齡層的佈道事工就自然地建立起來；因為家庭本身就包
括各個齡層的成員。

所以，我們開始有了一個更「廣闊」的想法，也朝向一
個需要有宿舍，有更多的空間的方向去尋找，這目標當
然又比以前更難了。我們曾探討購買一處空置的醫院的
可能，可以將病房改為宿舍，但擔子實在太重，業主似
乎對我們沒有太大信心，故提出太苛的條件，我知道大
概是神在欄阻了。

角聲使命中心

在山上主必有預備

使命中心更廣闊的想法

勞伯祥牧師在角聲使命中心異象分勞伯祥牧師在角聲使命中心異象分
享會中，與會眾分享建立這個中心，與會眾分享建立這個中心
的大使命，翻譯者為梁沈萍。的大使命，翻譯者為梁沈萍。

角聲使命中心的大型聚會廳，可容三百多角聲使命中心的大型聚會廳，可容三百多
人，是敬拜聚會、舉行音樂會的理想場地。人，是敬拜聚會、舉行音樂會的理想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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