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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們終止了該計劃後，就出現了現在購入的猶太中心。
這是我每天到華埠角聲時都會經過的地方，但一直不認為
這猶太中心會與我們拉上什麼關係；但既然同工馮建康弟
兄把廣告資料送到手中，就嘗試進行吧。

原來，早已是有九個買家對這地方有興趣，而角聲是最後
進場的。察看地方後，我發現很適合未來的發展，價錢相
對很便宜。幾位對皇后區地產有認識的弟兄，都認為不
但地段的面積便宜，若加上未來的加建潛力，情況就更
好了。難怪猶太中心方面要求我們介紹本團情況，並問
我們：為什麼要賣給我們。於是，我們又快速給他們遞
上使用這中心的計劃書 (想不到買地方還要給他們寫計劃
書)。結果，他們在十個買家中選擇了角聲；他們說角聲
出價並非最高，但他們喜歡角聲的計劃；這是很難得的，
我因而改變了一向以為猶太人對基督徒抗拒的想法。

我是在零六年三月底，在侯斯頓開車探訪教會途中，接到
了這個消息的。感謝神，祂要我們走一條我們向來沒有走
過的路。我知道，這路是不易走的，但是祂卻藉著約書亞
的話帶來了應許：「因為明天耶和華必在你們中間行奇
事。」我們就在這條路上，邁出了勇往直前的一步。

角聲使命中心

在十個買家中選擇角聲
「角聲使命中心」座落於 156-03 Horace Harding Ex-
pressway, Flushing, New York, 11367，位處長島公路24出
口，即Kissena Blvd Exit。若由長島來訪，在24出口，沿
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 直行不需半分鐘即達。

除駕車外，使用公車也十分方便。由法拉盛中心區可乘車
Q17、Q34、Q25，在 Kissena Blvd 及長島公路前下車，
向東步行一街口即抵達，全程約十分鐘。由艾姆斯來，可
乘Q88公車，在皇后大學下車後，橫過長島公路路面轉右
即可抵達，也是十分鐘車程。皇后大學是很好的福音禾
場。由該校大門來本中心，步行也只是五分鐘路程，可樂
娜公園、即世界博覽會舊址也只在咫尺；駕車幾分鐘即可
抵達，可以成為中心的延伸，舉行一些更大型的活動。由
於使命中心座落在 Service Road 路上，所以，將來兒童
中心的家長，在上班前放下孩子，很快就走回公路上了。

使命中心交通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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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記 3:5 

角聲使命中心位置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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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使命中心

「角聲使命中心」共佔地18000呎，橫跨156-157街，
正面闊度有200呎，橫面是�90呎，加建後的面積，除地下
室外共有37,000呎。這裡原本是一個猶太中心，他們很
認同本團事工，故通過售給我們。與本團簽約的兩位負責
人都很敬虔，對我們很好；會堂中留下不少珍貴裝飾，包
括幾處水晶吊燈。最大的一座，據一位內行的姊妹說它價

值十多萬美元；另外還有許多美輪美
奐的設備；若我們不是為了加建，就
立刻可以使用了。以下是加建後角聲
使命中心用地情況�:

一樓大禮堂
1�. 由正門進入的第一個地方，是一個
有二層樓高的大廳，正面的大型電視
牆，介紹整個角聲所有事工及活動，

2�. 正門入口右邊是社區佈道部辦公
室，他們是接觸大眾，也讓尋求幫助
者可容易接觸的同工。左邊是接待、

詢問，及報名處。最右邊則有1300呎，用作為福音影音
節目及樂器陳列室，也是音樂中心同工辦事處。這地方
也可以作為福音材料的供應站，由於法拉盛地區已有售
賣各種屬靈書籍的地方，所以，這地方將是佈道材料的
專賣站。其中也有可以安靜讀書及聽音樂的空間。

3 �. 可容376人的禮堂是在一樓右邊。這禮堂除星期日借
給教會使用外，平日可作社區用途，例如用作高水準的
演藝廳。到目前為止，華人社區中仍未有可供大眾活動
的文娛中心，不少人在休息日就往大西洋賭場去，故我
們希望這地方可以提供大眾化，但高質素活動，讓社區
朋友歡喜投入的地方。

4�.  與禮堂相連的，是一個近4000呎的多用途的青少年、
男女童軍的活動空間；
也可以作為展覽廳、表
演廳及大型聚餐地方。
必要時可與禮堂一併使
用，成為一個可供八百
人聚會的地方。以前，
猶太人是用這地方舉行
婚禮的；我們也希望在
教會中推動一套隆重但
不浪費的婚禮辦法；甚
至可以為未信朋友設計
一套適合他們的基督教
禮儀的婚禮，我們相信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未信者也應有機
會認識婚禮意義，並透過這機會認識
主。同時，這計劃讓我們有機會接觸
許多青年夫婦，希望他們也成為我們
長期的朋友。

5�. 展覽廳的另一邊，是可容170人同
時用餐的膳堂；是特為參加營會及同
工用餐地方。希望由專業餐館業者負
責，提供美好餐飲，甚至成為街坊，
及附近大學學生歡喜來到的地方。本
團餐福事工負責人答允協助尋找適合
人選協助經營；這膳堂在晚上可作為
餐業福音事工聚會地方。

加建上蓋

使命中心空中建造樓閣

加建上蓋

使命中心空中建造樓閣 一樓平面圖

原來的猶太中有宴會廳原來的猶太中有宴會廳，面積
寬敞，並有珍貴的水晶吊燈。寬敞，並有珍貴的水晶吊燈。

一樓有寬闊空間一樓有寬闊空間一樓有寬闊空間，可作展覽及，可作展覽及
大型聚會之用。大型聚會之用。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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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樓行政中心 

二樓有兩邊地方可以透過玻璃看到樓下的多用途活動
地方及大堂入口處、福音材料專賣店。這層樓只有
2500呎，可作為行政中心、電腦操作、影音製作、及較
為靜態，需要思考的同工們的辦公地方。若空間許可，
希望當中有一小禮堂，讓同工們可以在工作前一起禱告
之處。其他時間可以作為會議室。

三、四樓宿舍
這是加建部份，共有三十個宿
舍，可供八十人住宿。由於角聲
在世界各地均有分會，每年年會
均在紐約總部舉行，這地方當然
成為理想的聚會處，這地方也將
成為各地同工前來受訓的中心。

此外，使命中心每週均舉行家庭
營會及不同內容的佈道訓練營。
我們將參考極為成功的Word of 
Life｣ 營會中心的辦法，讓參加
者在其中參與最好的節目，亦同
時在此休憩退修。這地方也可以
與本團上州的疊湖營地結連，讓
參加者可以前往營地舉行戶外活
動。本團同工甚至可以幫助從外
州來的家庭，安排參觀大學，或
紐約一日遊的活動。

五樓多媒體室/音樂室
有可容80人的家庭影院(也可用作多媒體課室)，是家庭營
的一部份，也可定期播影各地宣教工場影片，讓參加營會
者能了解各地禾場的需要。這地方也可作多媒體的佈道訓
練場地，有宣教負擔者將可得到各地宣教工場的資訊。

五樓也將有四個音樂室，在清早及晚間也可兼作禱告

室，讓有心安靜靈修的弟兄姊妹可以與神親近。

角聲總部辦事處也在此，是以 War-room 觀念設計，讓
不斷發展的角聲事工有一個指揮部；有助於全球關懷佈
道事工的發展。

地下層兒童中心
在一樓禮堂樓下有5000呎，寬敞有窗的地下室，是兒童
教育中心，有1400呎的露天兒童遊樂場，可收80位學
生；另有校長及教師辦公室。這是使命中心最重要的項
目，透過這教育中心，可以讓小孩子從小認識
主，到老也不偏離。這地方也與本團家庭事工連
接，使家長們可以參加本團有關建立家庭的各種
活動。兒童教育中心所接觸的對象包括居住在皇
后區及長島的家庭。就角聲整體事工而言，華埠
及法拉盛角聲中心；專照顧基層人士及某些弱勢
群體，同時向他們分享福音好處。而使命中心的
關懷及佈道功能不變，但重點則是在家庭、教
育、宣教及訓練方面；是有較
長遠策略及意義的事工。

地下室也有可停泊21輛車的地
方，雖然車位仍然不足，但使
命中心的三邊及附近住宅街上
也可找到車位，相信問題不會
太大。

結語
在一年前，使命中心的設立，只是一個夢想；但今日，
耶和華為我們成就大事！這個美好的使命中心已成事
實。擺在前面的，是更大的機會，讓我們可以更有效的
關懷「圈外的羊」，與他們分享福音好處。我們始終相
信，神賜下這美好地方，最重要的還是因為神憐憫這個
地方的人；所以，我們深切盼望，這不單是角聲同工的
使命中心，也是全體基督徒的使命中心。我們更希望那
些從角聲使命中心得到好處的人，將來也用這中心，作
為他們服事大眾的使命中心。

14

角聲使命中心

三樓平面圖
地下層平面圖

五樓平面圖

二樓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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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單可以支持事工所需，也有助於付還大部份供款。我
們作的是最保守估計，其實前景會比估計的好。

3. 積極籌款 

加建三十個宿舍單位、裝修及購置費用約420萬。我們希
望能在兩年內籌足該筆款項，如此，角聲事工不單更有發
展空間，經濟也會較前穩定。在加建及事工建立期間，是
完全沒有收入的，但已需要開始供款。雖然，銀行方面己
為我們預備了首年款項，不過我們仍需盡快籌得頭兩年的
款項。以下是大概的籌款計劃：

300生命天使 
希望有三百位個人，或教會、團體、查經班，家庭等成
為300生命天使，每單位用自己的網絡，為角聲籌一萬
元。過去，曾有教會作為角聲的「生命天使」，他們告
訴會友，在盡力完成對本教會的責任後，就可以把奉
獻放在禮堂外的奉獻箱，結果有二萬多元的奉獻。感謝
主，透過幾次聚會介紹，目前已有超過五十萬的奉獻及
認獻了。製作中的籌款資料即將完成，弟兄姊妹可以隨
時加入這「300生命天使」行列。

關懷社區 同走一程 步行籌款、音樂會及其他方式 
這是另外兩個籌款的努力，原則上與「300生命天使」一
同推動，讓不能參加「生命天使」的個人或團體，可以
在這兩方面協助我們。據籌款委員會估計，很難透過這
兩方面的籌款方式，達到餘下的一百二十萬。但相信神
有千百個方法供應所需，故我們還是把這個作為目標，
但不排除有其他的可能，例如來自美國各地的弟兄姊妹
的奉獻，也有可能幫助我們達成目標。

4. 出售物業 
去年，有一個家庭奉獻了一個物業給本團，可
作為倉庫之用；現本團徵得奉獻者同意，可以
售出，而且亦已經有了買家；想起來，這也是
美好的預備。再加上本團在華埠顯利街的同工
宿舍，也可以售出，加起來大概可有七十餘萬

元；這些款項可以作為儲備金。

有關籌款計劃詳情，請參閱另文。

當我知悉角聲在競投猶太中心成功之後，即時的感覺是
驚喜交集，一方面為事工開創新局面而高興，另一方面則
為籌募款項而戰兢——我們要立刻籌措第一筆款項了。

我們需要在短時間內籌足五十三萬。這有點像我們十多
年前購買華埠的中心時一樣，我們並沒有甚麼儲備。這
筆錢，正是我們的第一個難關。感謝主，後來，有教會
願免息貸款，也有弟兄自己在困難中，卻仍幫我們一
把；再加上我們在資金上七拼八湊，終於跨過了這一欄
柵。其實，還有一弟兄預備免息貸款給我們；雖然不必
麻煩他，但很感激他的關心。

在這裡，也許我應交代一下關於角聲如何解決購買使命
中心的財務問題。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去說明，使讀
者可以知道大概的情況：

1. 銀行貸款 
付給猶太中心是530萬美元，加上其他的開支，合共約
560萬。這是通過國泰銀行的貸款而得的。一般銀行不想貸
款給教會，而對於沒有固定收入的福音機構就更難上加難
了。但國泰銀行一直給予重大支持，以相當優惠的辦法貸
款給本團。該行接受本團申請，相信除了因為本團在華埠
及法拉盛擁有物業外，也是因為本團與該銀行在財務信用
上已建立了美好關係。幾年前，我們曾用華埠物業貸了三
十萬元，讓羅省角聲買了團址，我們付款的記錄也很好。
再加上該行的幾位負責人對本團在社區上的工作早有認
識，而且十分認同；所以進行得十分順利。
該行亦承諾，將來會繼續給予幫助。

2. 事工收入 

據預算，未來的事工，包
括各種營會，日間兒童
教育中心等等收入，

角聲使命中心

來自那方?財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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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使命中心

籌建「角聲使命中心」是漫長的信心之旅。正如使徒保
羅所說，角聲同工只是個工頭，我們現在建立事工的根
基，讓後來的同工可以承先啟後，有美好的事奉。我個人
常以「造一條好的跑道，讓後來的年青人容易起飛」而自
勉。在此，我謹邀請你加入建立「使命中心」行列；沒有
眾人的努力，這條路難行得多了。

如果你願意，你可以在下列的幾個方式中選擇其中之一，
也可以全部參與，甚至協助你認識的人參與；因為有你，
有他，也有我同心協力，這就成了至美的事了。

     成為   生命天使之一

「300生命天使」籌款計劃，是希望參加者成為「生命天使」，
以一萬元為目標，有經濟能力者，可以自己奉獻，也可以用
個人的網絡，協助籌募一萬元；並希望以兩年來完成任務。
當然，這只是一個目標，參加者只需按力量就可以了。

參加者會得到角聲分派的一個資料袋，裡面詳列進行辦
法。(資料袋在製作中，約一月中完成。)參加者可以開放
家庭，舉行「使命中心」異象分享會，邀請親友出席，播
放由本團提供的�D�V�D，及分發有關資料，鼓勵奉獻；或可
以請本團同工出席介紹，人數最好不少於20人。在5小時
車程者，本團同工當願意驅車前往。

建家 建事工
建使命中心

有你 有他 也有我

300

支持角聲使命中心回應表，刊於第99頁。

若選擇獨力奉獻支持者，可以一次過奉獻；也可以參加
325計劃，這意思是300人，每年奉獻2000元，分5年完成
心願。但由於「使命中心」頭兩年比較有急切需要，故我
們希望有能力的弟兄姊妹，可以在一兩年內完成心願。

為感謝「300生命天使」，本團將在「使命中心」建成
後，將奉上一份具有特別意義的禮物，以資紀念。已參加
「300生命天使」行列的弟兄姊妹，本團會在二月初將資
料袋寄上。目前已收到多位一次過奉獻一萬元者，本團已
將收據奉上；謝謝！

     參加關懷社區 同走一程   
   步行籌款
歡迎住在紐約、新澤西及康州的弟兄姊妹參加，日期是
2007年4月28日。我們希望有1000-2000參加者，請他
們邀請弟兄姊妹贊助步行。(當然，也是可以自己贊助自
己！) 詳情可以在一月底時，在本團網站取得資料。

你也可以成為「踏出新希望」的義工。我們約需200位義
工，協助各種工作。報名表亦可在一月底在本團網站下載。

    一次過自由奉獻
用本刊第�9�9頁的回應表，作一次過自由奉獻，
支票抬頭是�C�CH�C，註明為「角聲使命中心」奉獻。

     介紹角聲使命中心
若有教會願意給予事工介紹機會，本團同工樂意前往，請
電郵與本團總幹事勞伯祥牧師聯絡：Revlo�@cchc�.org。

2007年正值本團成立廿五週年的大日子，我們希望這「
使命中心」成為個感恩獻禮，懇請弟兄姊妹加入這奉獻行
列；並與我們一同踏上這漫長的，建立「使命中心」之
旅。我說是漫長之旅，因為未來的事工建立將更為艱巨。
願主在我們中間呼召屬他的人，同心竭力完成這重要任
務，服事這個時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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