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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使命中心」的夢想已成為事實，見証了在主內的
忍耐、禱告、等候與努力都不徒然。但未來的路仍遠，除了
籌募所需經費外，更重要的還是如何達到建立這使命中心的
目標。基本上，角聲在華埠及法拉盛中心的據點仍然保留，
繼續作基層的關懷及佈道工作。但「使命中心」的事工比較
獨特；是較長線，及較有策略性的家庭事工、青少年事工，
以及引入各地郊區教會資源的城市宣教事工等。

為讓大家對整體角聲事工有一個概括性的認識，以下，我
不單介紹角聲使命中心事工，而是把整體角聲在紐約市的
事工，作個整體的介紹：

今年是本團成立廿五週年，我們希望以關懷及佈道作為感恩
慶祝的方式。以下是未來十二個月的每月重點工作表：

�1月 關懷青年、專業人士 
�2月 關懷獨居老人月
�3月 關懷護理員月
�4月 關懷家庭月。盼引起大眾關注當代家庭問題，
        為未來的家庭事工舖路。
        華埠及法拉盛一起推動「踏出新希望」步行籌款
�5月 關懷新移民青少年月。
�6月 關懷癌症病者及家屬
�7月 愛我法拉盛公德心運動正式開始。
�8月 關懷自閉家庭月
�9月 關懷留學生月
         為使命中心籌款音樂會
�1�0月 關懷單親家庭月
�1�1月 慶祝角聲成立廿五週年盛大慶典暨同工操練營。
�1�2月 全城慶祝聖誕大行動

除上述重點性的事工外，本團仍需繼續每日例常工作，但
盡可能在例常工作的安排上，與重點事工互相配合。以下
是角聲多元化事工的簡介：

1� 社區服務事工
讓生活更容易系列：

(主要在總部及法拉盛角聲中心進行)
專為新移民而設；目標是讓新移民在陌生的國度中生活更
容易。同工們當在服事大眾的同時，表達積極、動力、熱
切的生命見証。

事工項目：
   課程：各種英文班，電腦班、興趣班
   輔導：法律諮詢、家庭輔導
   支援：精神病家屬、自閉兒家庭、
          受虐婦女
   服務：日常Walk in 服務
   老人：怡康會、怡康小聚
   聚會：社區論壇、以歌會友、各種
        佈道活動

2� 家庭事工
生命接觸生命系列  

(主要在使命中心進行)
專為家庭而設計，促進家人在心靈及行動上的接觸，重建
瓦解中的家庭；推動全家宣教；給予家庭使命感---若自己
不必接受幫助，就應幫助別人。

事工項目：

建立接觸點：
  建立兒童教育中心、推動接觸大眾，全家適合的文娛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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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月一次在社區逐家探訪，事工宣導行動。

建立友誼：
  關顧女童軍家長。
  舉行較為輕鬆，又能增進家庭關係及心靈接觸的家庭
      福音營。
  幫助困難中的家庭，展現真情的行動，如單親家庭的
      關懷。

建立信仰：
  在各活動後加插佈道，同時亦為短宣隊製造傳福音機
     會。
  舉辦以傳福音為主的家庭福音營。
  透過個人友誼建立長線佈道機會。

3� 佈道及訓練事工�  

(主要在華埠總部、法拉盛角聲中心、角聲使命中心進行)

「飛越高竿」角聲整體佈道策劃及短
期宣教系列
為角聲事工呼召及建立人才；提供全面訓練。促進整體
角聲佈道事工；特別建立餐館業佈道工作；在該群體中
建立一個可信可敬可喜愛的基督徒形象。

角聲使命中心

角聲素來重視青少年事工，每年夏天都會舉辦青少年營，參
加者十分踴躍。福音種子就此在年青人的心中播送。

23

佈道事工：
  定期佈道聚會、晚間聚會 (使命中心)
  星期二福音茶座 (華埠總部)
  星期四音樂佈道 (角聲中心)
  餐館英文班後團契活動 (華埠總部)
  使命中心建成後，將推動城市遍傳行動。

訓練事工：
  短宣隊訓練課程，專門訓練短宣隊員
  定期安排在職同工訓練

4� 青少年事工� 
(主要在華埠總部及角聲使命中心進行，目前在法拉盛角
聲中心)

追求卓越系列
  帶領青少年歸主、造就下一代領袖。

事工：
  男女童軍活動、Hera�ld �Cadet 
      (使命中心、對象為土生青少年)
  以新移民青少年為對象的 Hera�ld �Cadet 
      (華埠總部)
  角聲疊湖營各種營會
      (對象為新移民青少年及土生青少年)

5� 文字出版 

(在華埠總部、加拿大分會進行)
  出版及支援全球二十多個《號角》不同版本的製作。
  出版專為餐館從業員而辦的《美味人生》。
  出版專分享角聲整體事工見証的《角聲情》。
  支援及製作角聲整體的事工宣傳及推動所需的材料。
  編輯及更新角聲網頁

6� 網上電台及社區電台廣播� 
(華埠總部、角聲中心、三藩市分會)

這是一個廿四小時廣播的網上電台，屬發展中事工。電台
網址為www.cchcradio.org。在紐約的社區電台，則每晚

《號角》是《號角》是角聲重要的文字
事工，每月全球發行超過事工，每月全球發行超過
44萬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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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六年十二月廿
三日(星期六)，紐約角
聲使命中心，首次舉
行聖誕聯歡音樂會，
吸引了許多信徒及未信
主的家庭，帶同一家大
小前來，以音樂敬拜和
讚頌這位耶穌基督新
生王。據估計，這個下
午，扶老攜幼，前來參
加音樂會的共有三、四
百人，連非華裔的人
士也來了不少，使現
場充滿了歡樂氣氛。
(圖一)

角聲使命中心
首度舉行聖誕音樂會

聚會由下午二時開始，何畢敏芝師
母以嘹亮的歌聲領唱，展開了音樂
會的序幕。接著，節目一項接一
項，連貫演出，令人目不暇給。睱觀
眾都陶醉在一片美妙的佳音之中，
渡過了極有聖誕歡樂氣氛的兩小
時。

當日的音樂節目異常豐富----除了 
Forever Praise 讚美敬拜團、服裝
劃一而醒目的角聲福音粵曲團契、
青年人演出聖誕短劇(圖二) 之外，
還有，曾獲得全中國口琴賽冠軍、
世界級口琴賽亞軍的口琴專家季申
弟兄，與活水供應站的何治平牧師
口琴雙奏(圖三)，他們兩位合力吹
奏出聽動的聖詩，果然技藝非凡，
旋律繞樑，令人回味！

此外，聲音渾厚、音域寬廣的歌唱
家何孝慶老師、加上 Susan Ho、
王惠津姊妹及來音合唱團一同獻
唱。另對角聲音樂事工甚有負擔的
文展雲律師，亦唱了三首聖誕歌
曲，包括：「基督降生」、「何等
生命」及「啊！聖善夜」等，他的
歌藝和深情的投入，贏得全場掌
聲。

勞伯祥牧師亦在這個音樂會中作信
息短講(圖四)，清楚說明聖誕的真
正意義、耶穌降世的目的以及人們
得救恩的途徑，使聖誕節的大喜信
息，得以進入與會者心中。

此外，還有禮物抽獎及茶點招待，
令來賓笑逐顏開！另外，也有兒童
組敬拜，參加人數約六大十人，由
劉慧寧姊妹主持，有唱歌、遊戲和
聖誕故事，孩子們開心不已。

歡樂滿堂 氣氛熱烈

2

3

4
1

........................................................................... 夏蓮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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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聲使命中心舉行音樂會，這還是頭一次。參加過這
次音樂會之後，與會者對這個地方，都欣賞不已。而同
工亦覺得這是外展事工的一個重要平台。

參加者大都認為，音樂會節目安排得很好。舉行的大
廳，地方寬敞，天花亦高。一排排的座椅，既有聚會的
氣氛，也有劇院的感覺。由於表演舞台夠高，表演者站
在台前，無論前後排的觀眾，視線均全無阻隔；加上銀
幕的投射，歌詞或訊息都一覽無遺，大家欣賞演出時就
更投入了。(見上圖)

角聲使命中心聚會廳旁邊的宴會廳，在這次音樂會中也
發揮了極大的作用。來賓及參加者在欣賞音樂、歌唱、

聽到聖誕信息之餘，又在宴會廳中歡渡了一段快樂的時
光。通常，一般音樂會完場之後，礙於場地限制，聚會都
會隨之完結；但是，在使命中心，會眾在宴會廳裡仍有抽
獎，享用美點，這個正是交誼與交流的好地方，也是音樂
會之後，與福音朋友交談跟進的好機會。

在輕鬆歡樂的氣氛底下，宴會廳成為了一個交誼中心，亦
因而突顯了使命中心的其中一個大功能。

由於使命中心地方廣闊，也因此提供了另一些場地，讓到
來的小朋友得以進行遊戲和其他活動。即使是大朋友帶
著小朋友一同到來，也可
以各有節目，正是各適其
適，各得其所。例如，這
次聖誕音樂會，全家大小
闔府同來的參加者真不少，
難得的是老、中、青、少，人
人盡歡而返。若不是使命中
心的場地及設施的許可，
音樂會的氣氛和效果，必
然會大打折扣。

另一方面，同工們亦為這次
音樂會而大感興奮。主要的
原因，是音樂會吸引了三、
四百人來參加。人數之多，
有點出乎大家意料。因為音
樂會並沒有真正大力宣傳，
但參加者仍十分踴躍；相信
與角聲使命中心的所在地大
有關係。這裡地點適中，交
通方便，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而來者大不乏人。觀乎聖誕
音樂會的反應，大家都如注
下強心針，認為這是福音事
工、社區關懷的一個外展平
台。

感謝神，賜給角聲一個如
此美好的地方！

聖誕音樂會
突顯角聲使命中心的

外展場地功能
韋子江.........................................................................

上圖：宴會廳成為了交誼中心，與會者上圖：宴會廳成為了交誼中心，與會者上圖：宴會廳成為了交誼中心，與會者
者在這裡享用茶點、參加抽獎。者在這裡享用茶點、參加抽獎。
下圖：小朋友在另一個地方玩遊戲，與下圖：小朋友在另一個地方玩遊戲，與
大人各適其適。大人各適其適。

角聲使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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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的人力資源，最少十多位同工；以現時所定的事奉計
劃：「家庭福音營」、「學齡前兒童學校」、「短期宣
教活動」……那是每週7天，每天24小時的工作……」

得出的結果，是購置「使命中心」後長期承擔的責任，
比購置「使命中心」艱巨得多。但經過禱告和掙扎後，
我喜從中來：

喜的是：「真佩服勞牧師，因他有承擔責任的勇氣！
為『角聲』辛勞半生，年屆花甲的他，若保持現狀，本
可安享得來的成就。但他堅持『結合佈道與社會服務』
的異象，這代表著基督徒對社會責任的承擔，『你們是
世上的鹽、世上的光』，是要深入社會才做得到的。設
立『使命中心』，表示擴大基督徒對社會的觸角，直接
讓更多人聽到福音；間接把福音傳到地極！」

我開始籌劃，如何去適應新的環境，與同工們同心合
力，協助勞牧師達成使命：

●更懇切地禱告，「重大和測不透的事，我也不敢
行。」因此更要「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
●奉獻支持：雖然微不足道。
●求主賜給我智慧、精力，使我能更殷勤地事奉，征
服一個又一個工作高峰。
●為「角聲」招兵買馬，求主賜下更
多好同工。

正如「角聲」過去不斷推展的
新事工一樣，設立「角聲
使命中心」，對同工包括
勞牧師來說，是更大精
神、體力的消耗，若不
是為了拓展神的國度，
這樣的「虧本生意」是沒
有人肯去做的。感謝主！
「角聲」有一群愛主的弟
兄姊妹，勇於承擔新責
任，敢於接受新挑戰。在
這個講求實惠的時代，實
在令人驚喜！

勞牧師是個多夢的人，每次他把新計劃告訴我時，我都又
驚又喜，感到十分剌激！

驚的是：「天哪！剛適應了增加的工作量，新的工
作壓力，又將排山倒海而來，我和同工們快透不過氣來
啦！」

喜的是：「感謝主！因有這樣一位勇於進取的領袖，
『角聲』的佈道熱潮才會不斷澎湃，不至於成了一湖死
水。」

因此，當勞牧師宣佈要購置「角聲使命中心」時，我的情
緒有同樣的波動：

驚的是：「與勞牧師同工18年，這次是最大的挑戰！
購置『使命中心』的整個預算，是900萬美元；將來要增

我的驚
我的喜

....................................................... 角聲副總幹事周簡艷珍

角聲使命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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