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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羅麗芬姊妹也先後全職協助福音閱覽中心接待及文書工
作，他們雖因養育子女離開了，但至今仍是「角聲」的大
力支持者。

 
學生事工是初期事工之一，我離開了教會事奉崗位後，胡
秋玲、江偉強等立刻請我擔任他們就讀的上城紐約大學基
督徒團契導師。首次參加他們的聚會時，只有五位團友在
查經禱告。我告訴他們學校是最好傳福音的工場，團契應
轉型以傳福音為主，查經禱告可以用別的時間。這改變立
竿見影，本來沒有參加的基督徒也
加入一起傳福音。在我把捧子交給
同工時，整個課室都滿了人。這不
是因為我有何特別之處，主要是我
把「靜態」的查經禱告，改為「動
態」的佈道而已。

除了我每週到大學任導師外；也有
談國祥博士，眾人稱他「阿談」以義
工身份參與拓荒。有一段時間，他要
往維真尼亞州任教，但仍兩星期一次
回來協助學生事工。剛畢業於紐約市
理工學院的蔡群娣姊妹(�Ce�l�ine)，雖
是初出茅廬，但因她的熱誠，把學生
工作帶得有聲有色。她與另一半義泰走上紅毯之路並不平
坦﹔他們最終是有情人成眷屬，但我卻因�Ce�l�ine對感情的
堅持，被他的家人埋怨了很久，甚至在某過晚上被「埋
怨」至零晨四時。廿多年過去，他們生了兩個健碩的男
孩，家庭幸福美滿，想來也是值得的。 

今日在教會中有美好事奉的鄺健厚牧師，從哥頓神學院畢
業後，曾接受美國長老會差傳部聘請，在八五年二月正式
擔任角聲義務同工﹔他其中一個任務就是學生事工。他的
時代是學生事工最興旺時代，他曾在八五年十一月的「通
訊」中有這樣的描述﹕「鄺弟兄，你怎能兼顧得了這麼多
校園團契？一位弟兄好奇的問我。的確，這不是我個人能
力所能做得到的。我十分感激待產中的群娣姊妹，腹大便
便，仍努力關心學生工作，還有秀君姊妹，她初到貴境，
卻要奔走在紐約這大都會中。在處理繁重的角聲整體行政

角聲一週年慶典前，勞牧師與陳角聲一週年慶典前，勞牧師與陳
志堅弟兄(右)交談。志堅弟兄(右)交談。

學生事工的拓墾人

一九八二至八六年，是「角聲」的扎根
期﹔有許多人在這期間付出過許多心血與代
價，我十分感激他們，以下所提及的，只是
極少數的例子而已，但希望透過這些記述，
讓讀者可以了解當時的一些情況。而當這些
拼圖一一放好後，我們就很清晰地看到神的
手是如何的建立祂的工作。

目前在工人神學院任教的葉裕波牧師﹔他在普林斯頓進
修期間，成為角聲最初期的半職同工，主要負責社區研
究及佈道工作。角聲最初期的目標之一是「了解社區需
要」，而他剛好支援了這方面事工。那期間，我們作的
第一件事是街頭抽樣信仰情況調查。同工義工們站在街
頭及地鐵站出口，每逢第七個走近我們的人，就會請他
回答問卷的問題。樂意答題者，我們有機會與他們分享
信仰。當時，我們也把團友分成不同組別，例如餐館工
人、車衣廠工人、青少年、老人、新移民等，由小組負
責對某個群體的研究，然後製作幻燈片，向大眾介紹該
群體的需要。這樣的事工是很重要的，就像醫生開藥
前，總應對病者詳細了解一樣。一年後，葉牧師一家獲
得波士頓的猶太學院的獎學金，前往專作舊約的研究。

在乃役宣教士學院主修心理畢業的陳志堅、張小筠夫
婦，他們也曾與我一起走過那段拓荒的日子。名義上，
他們是負責福音閱覽中心的建立﹔但其實什麼工作也做
了，包括收集舊書，整理編號，放上書架等等的瑣事。
在紐約華埠從沒有類似的工作，一切從頭想起，從頭作
起，吃力可想而知。那時閱覽中心也是我們的大後方，
其中經常有佈道訓練聚會，支援了我們在大學、醫院、
教會福音聚會及大型佈道會等工作。後來，黃素萍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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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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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社區的前鋒隊

那段扎根的日子
角聲初期同工及事工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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厚的「人在江湖」以及我的「光明路」等。能在一個商業
電台中有五年免費時間廣播是很難得的，也許是因為拓荒
初期，主特別在這方面開路吧。其實，在初期，事工開支
很少，例如學生工作，街頭佈道、兒童課後補習、醫院探
訪等所需的費用也不多。

佈道及關懷事工是「角聲」成立時的最重要事工，讓關懷
與佈道這兩方面平衡發展；這應是「角聲」存在的一個最
重要觀念。奧利華街的華人浸信會是我們常用以舉行大型
佈道會的地方。當時，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同為佈道事工
而努力的情況仍歷歷在目﹕聚會中，有某個教會的弟兄在
預備音響，另一組人在會場佈置，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擔
任陪談員，許多人在同心禱告。也有招待員接待參加者，
在每個街角都有人在派單張等。
其實，在佈道會前幾個星期，大
幅佈道會宣傳布條，已在街頭
橫掛起來了，路上的人一定看
見﹔也有一些義工在街頭招貼海
報。這樣的工作進行了多年，不
單使許多人歸主，弟兄姊妹一同
領人歸主，都十分喜樂。近年，
華埠眾教會事工興旺，聯合佈道
事工雖仍是舉行，但時間分配已
比以前困難多了。 

逢星期六晚的福音茶座十分溫
馨，很多青年人參加。在多樣化
內容完結後，最重要的是與「客
人」的交談，引導他們禱告信
主。印象最深刻的是甄鴻福，他經常來福音茶座，但一直很
「硬頸」，堅持不信，叫人沒他辦法。不過，後來不知他在
什麼情況下決志信主了，還成了角聲最好的大型活動的保
安員，而對於要憑票入座的活動，他也是最盡責的「守門
員」。當時，角聲音樂小組也成立了，是福音茶座的主力。
後來，紀華彬夫婦的參與，把這音樂小組帶上高峰。 

八四年間，葉啟明夫婦仍在西敏斯神學院讀書時，已開

關懷佈道的先行者

加薩林街時期角聲部份同工，約攝於加薩林街時期角聲部份同工，約攝於加薩林街時期角聲部份同工，約攝於
八五年底。左至右﹕王永祥、洪展八五年底。左至右﹕王永祥、洪展
雲、羅麗芬、鄺健厚、盧燕華、鄺秀雲、羅麗芬、鄺健厚、盧燕華、鄺秀
君、勞伯祥、葉啟明。君、勞伯祥、葉啟明。

工作之餘，還要兼顧校園工作，解決團友的問題。」從這
段話中，可見當時同工們努力工作，已把校園福音事工帶
動起來了。在印象中，當時有相當多的佈道訓練聚會，支
援校園基督徒團契傳福音工作。

初創「角聲」時，我有一個看法，應為本地的人，特別製
作福音節目，而不是把港、台的製作拿來用，因本地的人
有其獨特需要；所以，角聲很早期就開始了影音節目製作
事工。八三年初開始，李恩霖弟兄曾擔任大眾傳播部主
任﹔並在狹小的福音閱覽中心內，建立一小型錄音室。後
來他轉為義工，由愛荷華州修完大眾傳播碩士學位的盧
燕華姊妹(�Amy)接替主任職。�Amy算是相當長時間的同

工，她在「角聲」工作了十多
年，橫跨了加薩林街、顯利街
及亞倫街時代，後因照顧尚未
信主的母親，才回到香港，仍
作福音廣播工作。她初來時，
曾被負責「通訊」的弟兄這樣
問及：「很明顯，在眾多的福
音機構中，一定很多地方需要
你這方面的專才，你為什麼加
入角聲行列呢？她回答：「不
錯，很多地方都用得著我的專
長，但他們多已上了軌道，我
參與與否，分別不大；但角聲
還在開荒期間，需要有人願意
一同苦幹奮鬥。」 

當時，也有多才多藝的王永祥
弟兄參與大眾傳播工作，他不單有才華，也默默工作。有
時，他會突然把新的創作拿來給我，為我帶來驚喜。可惜
後來全家回流香港，角聲也失去了這充滿創意的同工。 

陳肇新弟兄讀醫期間，在「華語廣播」擔任D�J，因他的
介紹，「角聲」有機會在該電台的「華語廣場」節目中，
有十五分鐘免費時間作福音廣播。在那五年期間製作的電
台節目先後有陳肇新的「康樂人生」、周道輝的「世事漫
淡」；丁翠雲的「親子樂」、蔡淑芬的「生命頌」、鄺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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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事工的初期，地點是上州Hu�dson 學生事工的初期，地點是上州Hu�dson 學生事工的初期，地點是上州Hu�dson 
House，勞牧師(中)與一群學生攝於學生House，勞牧師(中)與一群學生攝於學生
退修會的分組討論會，勞牧師右邊是目退修會的分組討論會，勞牧師右邊是目
前在播恩堂事奉的江偉強牧師。前在播恩堂事奉的江偉強牧師。

影音事工的開荒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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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因為子女永遠是最好的話題，也是他們最關心的。

在葉師母陳紫娟掌舵期間，兒童事工不單有長足發展，
她精打細算，每年暑假均有盈餘，在經濟上成為角聲的
祝福。八五年初，紫娟曾病重住院，我們曾發出這樣的
消息﹕「本團兒童事工負責人陳紫娟姊妹最近病重入
院，尤似經過死蔭幽谷﹔但蒙主恩，現已逐漸康復，但
懇請繼續代禱﹔因迄今仍未有藥物可完全治好，隨時可
以復發。姊妹現正編訂兒童暑期班全期課程，盼六月份
完成﹔若有弟兄姊妹願意協助姊妹完成此課程者…」從
這簡短消息，可見一個事工的建立，其實是很多人奉獻
的結果。感謝主，二十年過去了，她現在也是未來角聲使
命中心兒童事工的顧問。

加薩林街時代的兒童事工
負責成員還有麥慧嫻、洪
展雲、黃婉思等。這事工
發展至九零年代初，因很
多教會開始了類似事工，
角聲疊湖營地也開始了，
故轉而發展青少年事工。 
 
由一九八二年底至八六這
短短幾年間，角聲事工是
在一種完全憑信心工作的情況下，發
展了上述多項事工。那時，我們完全
遵守了「憑信心工作，以事工介紹自
己」的不籌款原則，事實証明這是很
好的決定﹔由於我們不必花太多時間
籌款，就可以專心作工了。這樣的情
況，直到一九八九年才改變；那時，
我們覺得已走過七年信心的路了，前
面，應讓更多弟兄姊妹有機會參與奉
獻，所以，我們才首次在卡內基音樂
廳舉行了「關懷青少年音樂會」。

後來，有一位資深牧師特別前來對
我說：「勞牧師，你們過去七年憑信心工作的決定是正
確的，可讓你們的事工根扎得更好。」我完全認同他的
話，感謝主，祂親自帶我們經過這段日子，由於深深的
扎根，今日，我們仍可在其上有美好的結果。 

上圖：初期的暑期宣教士，左一是義上圖：初期的暑期宣教士，左一是義上圖：初期的暑期宣教士，左一是義
泰、左三是負責學生事工的�Ce�l�ine，右泰、左三是負責學生事工的�Ce�l�ine，右
三是羅少瓊，他們都是本文提及的。三是羅少瓊，他們都是本文提及的。
下圖：兒童部的老師，中為陳紫娟，右童部的老師，中為陳紫娟，右
三為目前仍在角聲文字部的丘灼明。三為目前仍在角聲文字部的丘灼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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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推動暑期宣教士計劃，在佈道事工方面發揮了很大作
用。當時，許多弟兄姊妹從波士頓、費城等地前來參與
暑期短宣工作﹔包括目前在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任教的
雷兢業博士，現任波士頓華人佈道會牧師的陳德修等。
德修在一篇文章中，描述了當時作暑期工的感想：「角
聲」叫我感受最深的，不是外表做到的工作，而是背後
的一群弟兄姊妹：每月都不一定拿到薪金的牧師、熱心
招待我住宿的夫婦、將房子開放作退修會場的夫婦、放
暑假在佈道團工作，比上課考試還辛苦的夫婦、忠心展
開工作的學生部幹事、下班後留在佈道團整理圖書至深
夜的弟兄、快要離開紐約，但仍利用機會努力傳道的姊
妹，和其他寫不完的其他團員…… 

今日成為許多老人祝福的怡康會，即是當時短宣隊的成
果。我們是在福音閱覽中心樓下，隔壁一處空置的戲院

橫門掛起橫額，寫著「基督教角聲佈道
團，關心您和你一家，免費為你們服
務」等字句，那「免費」二字要特別顯
眼，人們才會接受所提供的量血壓服
務。由於需要排隊等待，我們也有機會
與輪候者交談，登記地址電話等資料。
我們又定期再約他們量血壓；甚至上門
探訪。以前，上門探訪很不容易，但與
他們交了朋友後，他們不單願意接待我
們，而且會歡喜地用食物招待我們。後
來我們成立了怡康會，讓他們有機會信
主及傳福音。目前擔任羅省角聲策劃委
員的羅少瓊，八四年留學紐約期間，常
利用閱覽中心溫習功課。她也是暑期宣
教士，後來更成為佈道及關懷方面的同
工。她帶領怡康會老人工作很是出色。 

兒童事工方面，最初期是由伍燕芳姊妹及葉啟明夫婦開
始的。那時，我們看到很多兒童在下課後沒有人照顧，
在漫長暑假中問題更大，所以我們在附近第一小學開始
兒童暑期班。萬事起頭難，第一期暑期班，同工在街頭
派傳單介紹，共收到六十多位學生，讓我們深感興奮。
當時，我們透過兒童事工，與很多家長建立了美好關

兒童事工的導航員

福音閱覽中心內的小型錄音室。盧燕福音閱覽中心內的小型錄音室。盧燕福音閱覽中心內的小型錄音室。盧燕
華(正面者)負責錄音，丁翠雲(左)及華(正面者)負責錄音，丁翠雲(左)及
羅麗芬(前)為「親子樂」錄音。羅麗芬(前)為「親子樂」錄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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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韜

我說過，每次讀弟兄姊妹的來稿，感謝之情與感恩之心
總是同時湧現。

感謝的是弟兄姊妹為《角聲情》擺上時間：寫稿、拍照、
提供資料�.�.�.�. 我當然知道，大家都是忙、忙、忙的，為《
角聲情》寫稿，又不是份內的事，所以，每期我收到稿件
充充足足，可以使《角聲情》內容豐豐富富，我便滿心感
謝大家的幫忙，感謝神的恩典。

在角聲年會中遇上一位姊妹，她說：「給你交稿，不是為
你…」我即時想，她大概是因著勞牧師的關係，才給《角
聲情》寫稿的吧？忽然，我看到一隻狐狸，在百獸面前走
得威風八面，但原實牠後面走著一只猛虎，百獸懾服的是
虎，不是狐。可幸，這位姊妹說：「不是為你，是為主作
見證！」嘩，真棒！對了，不看狐，不看虎；真正的事奉，
並不看人，乃是看神，都是為神而作。姊妹的話是何等可
敬。大家把稿件交來，為的是服事神，叫神得榮耀！神感
動著不同地方的角聲人，作成了這美事。

不錯，是神感動著不同的人，作成一件又一件美事，「角
聲使命中心」便是神所作的一件大美事；所以，這一期的
專題就是「角聲使命中心」。勞牧師特別費神勞心，花了
許許多多的時間和精神，在百忙中抽空，把使命中心的計

劃，具體、扼要而明確地縷述在我們面前，並附來多張最
新的加建計劃圖則。(第6-23頁) 細讀當中的文字，你必能
對整個計劃了解更多，感受整個計劃的震撼性和逼切性。

震撼是因為角聲看到了這個異象，看到了時代的需要，因
而毅然承擔使命---明知這是一條漫長而不好走的路，仍把
責任扛在肩上，「跟著約櫃走」。

走這條路是逼切的。一方面，為主作聖工，絕不能拖延。
主耶穌說：「趁著白日，我們必須做那差我來者的工。」
做主的工，現在正是時候。另一方面，社會的需要亦是如
此逼切，角聲使命中心已經邁出了第一步，接著的第二
步、第三步… 財務上的需要、資源上的需要… 都必須讓
眾信徒一起承擔。這以後的一步一步，都是角聲逼切的需
要。為此，我們特別把支持使命中心的回應表刊登出來，
盼望你能為這事工擺上禱告，給予支持，在這計劃上一同
有份。(第�9�9頁)

我喜歡勞牧師在加拿大角聲新址感恩禮中所說的：千萬不
要怕不足，因為越不足，就有越多機會叫越多人參與；事
奉是多人的事，不是一兩個人的事。(第52頁)願我們都能
合力同心，更多參與神的聖工。

今期是零七年的第一期，我們特別邀請謝虹牧師分享一些
神的話語，讓讀者都能同得鼓勵。我們前面都有神所立定
的標竿，謝牧師的「三線計劃，向著標竿直跑」，正好是
我們邁向新一年的一種態度。(第32頁)《角聲情》亦希望
從這一期開始，新增欄目「話語情長」，為讀者帶來話語
激勵；願我們都在事奉的道路上，得著神話語的亮光，叫
我們能互勵互勉。

本期當然還有很多值得你仔細閱讀的文章。在文章裡，你
會驚訝於發現到不少「原來」：原來，何畢敏芝不但歌聲
嘹亮、主持電台節目了得，她還是一位造詣不凡的畫家！
(第�48頁) 原來，在每月派發號角的義工中，竟然會有不
懂中文的外籍人士！(第�4�4頁) 原來，有一家人做號角義
工，派報十年有多，由當年拖著兒子的手上街派報，到如
今兒子長大，闔府出動派報！(第5�4頁)

實在精彩…但我總不能逐一數說，更不好自己賣花讚花
香，那，就請你自己去嗅嗅花香吧。

編輯
人語

就請你嗅嗅花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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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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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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角聲使命中心

角聲使命中心是一項高瞻遠矚，為佈道事工開創新局
的聖工，懇請主內弟兄姊妹積極支持，參加300「生命天使」行

列。請填妥背頁的回應表，支持角聲使命中心的籌建計劃着。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C�CH�C，並註明「使命中心」，逕寄：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USA
(本團為非牟利機構，奉獻收據可作報稅用。)

備註﹕免息及低息貸款者，希望最少為五千元，本團義務律師將協辦理
有關手續。貸款為期七年，但若一星期前通知，則可原數奉還。請致
電：1-6�46-331-�706�7與陳梁惠嬋姊妹(�L�in�da �C�han)聯絡。

有你 有他 

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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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情 雙月刊 訂閱表 

     自由奉獻，建議支持郵費每年$30。奉獻支票抬頭請寫CCHC。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本人欲訂閱《角聲情》1年(6期)。現奉獻 $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表格填妥，寄往：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USA

支持角聲使命中心回應表
    

我願意成為「生命天使」，用下列方式協助「角聲」達成佈道使命：
着
      奉獻／認獻     10萬美元     5萬美元      1萬美元。
着
      以個人的網絡，協助「角聲」籌募1萬美元。

   我預算在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完成以上承諾。

着我暫時未能參加300「生命天使」行列，但用下列方式支持：

着      一次過奉獻______________元。

着      免息或低息貸款支持，請與我聯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表格填妥，寄往：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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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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