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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經常與天父交談的人，他們的心靈會特別敏銳，無
論在抗衡罪惡，或回應需要方面，都有特別的力量。在初
信主時，就讀過一位名叫勞倫斯的見証；他是一個不斷與
天父交談的人；在清潔碗盤的時候，或打掃地方的時候，
他會這樣的禱告：「父阿，徹底的潔淨我，像我潔淨這不
潔的碗碟一樣。」

最近，在角聲「社區論壇」聚會中，有講員談及他作過一
個統計：在訪問一群老人後，發現老人們最希望頭三件
事，依次序是：「尊重、鼓勵、安慰」。當時，我也與天
父默默交談：「這都是角聲老人事工做得到的事，我會提
醒同工們，要讓所有參加活動的老人，都感到被尊重、得
著生活鼓勵，與心靈安慰。」這樣的交談，可幫助我們校
正事奉的焦點。

另一個例子，是我的一個自我反省。禱告中，我與天父談
及一些教會的需要，交談中，突然有一種極大的虧欠感湧
現出來。確實，有很長時間，我已把自己局限於「角聲」
事工之中；安於作一個客座講員，卻漠視許多教會長期沒
有牧人的需要。雖然，作為一個機構負責人，我並沒有「
立場」及時間去改變這情況；也許，神學工作者應多負些
責任。但事實上，那天，我坐在電腦前，完成了一個計劃
書，準備隨時候命；為這些教會需要做些事。

我建議「角聲」同工們，要切切守著個人與神獨處時間；
學習隨事隨在與天父交談，讓我們可以在那裡得能力、得
智慧，得指引。全時間事奉的人，很容易失去動力，會因
循工作，這是我最不想看見的事。

最近，角聲總部同工每週都會背誦一段經文，這些經文會
有助於我們與天父的交談。日久之後，你會發現這種與天
父交談的生活，正無形中塑造著我們的生命。

這是一張拍於紐約時代廣場一條馬路中央的照片。這欄
杆的設計，很有藝術品味吧？

一張張男女的臉，擠在這舉世知名繁榮都會的正中；四周
肩摩轂擊，人潮踵接。為了拍攝這張鏡頭前沒有人經過的
照片，我站著等了好久好久。我等候著，也觀察著；一批
一批時尚的現代人，如潮拍岸，去了又來，來了又去，無
暇無休。我一直在想，他們為的是甚麼呢？

人潮過後，我看清楚了這些沒有血肉的臉，正散發著金屬
鐵架的冷冽。在五官扭曲的臉上，有的是空洞和冷漠，空
虛和冷清。他們似笑非笑，沒有生命，沒有靈魂，一切都
來得抽象而不真實。他們的生命呢？他們的靈魂呢？這就
是現代人的寫照？

傳道書說：「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
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是的，這有甚麼益處呢？正如馬太福音說：「人若賺得全
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
生命呢？」

於是，我又想起拯救生命，拯救靈魂的急切性來了。

這些臉孔
......................................圖/文 : 加拿大角聲義工江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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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是一個致力於領人歸主的福音機構， 
透過關懷佈道和社會服務，在華人社區中傳揚基督大愛。

在結合關懷佈道和社會服務方面，角聲有兩種工作計劃的
目標。第一是個人方面的，我們為社區人士建立接觸點，
提供服務，並建立起個人友誼，進一步建立信仰。第二是
對整體社區建立一個完整的基督徒見證，積極地向整體社
區介紹自己，藉著實際的社區服務，表達基督徒的愛心。
我們又透過佈道事工，表達基督徒之獨特信仰；透過文字
出版及影音工作，表達基督徒的價值觀。 

因此，在關懷佈道的道路上，角聲佈道團的各地分會，例如
紐約、羅省、三藩市、達拉斯，都設立了社區服務中心，為
各地的社區大眾服務。最近休士頓及費城分會亦相繼在這方
面投入服務。各地分會的社區服務中心，雖然服務項目各地
略有不同，但都在社區中建立了一個獨特的角聲形象。

把服務和福音聯於一起，是一種長線的策略。角聲相信，傳
福音沒有捷徑，也不在於短時間裡叫人相信，而是實事求是
地讓人知道、看見與感受到神愛的實在，再而尋求相信。

關於「建立接觸點、建立友誼、建立信仰」的模式，以下
我們以紐約角聲事工為例，加以說明：

建立接觸點 --- 包括：
a. 每日開放的社區中心，向華埠大眾提供多元化的服務。
b. 青少年中心各種活動，以接觸華埠學生。
c. 電台節目，觸廣大的紐約社區大眾。
d. 號角月報，接觸紐約及世界各地的華人同胞。

建立友誼 --- 包括：
a. 粵曲福音團契，是以歌會友為目標，歡迎對粵曲有興趣
   的朋友參加。
b. 老人怡康會，凡五十歲以上即可參加。
c. 青少年籃球事工、女青小組、男青小組等，是青少年中
   心的活動項目。
d. 英文班，有意進修英文者均可參加。
e. 興趣班，包括手工藝、繪畫、青少年補習班、音樂班等。

建立信仰 --- 包括：
a. 學生福音營。
b. 福音茶座。
c. 家庭探訪佈道。
d. 為各種興趣班、英文班舉辦的特別聚會。
e. 大型聯合佈道會。
f. 個人佈道。

建立接觸點，就是讓社區大眾對角聲事工有初步了解，也讓
角聲有機會為他們提供關懷，進一步建立友誼，藉著傳福音
的各種活動建立信仰；而建立信仰的活動，更包括直接佈道
工作，希望所有與角聲接觸者，都有機會聽到福音。

本期《角聲情》搜集了多篇文章，從不同角度反映角聲在
各地所進行的關懷佈道事工，但是，由於篇幅關係，只
能限量選輯部份事工及見證，正是「未窺全豹，可見一
斑」，我們仍然盼望，本專輯能讓讀者對角聲的關懷佈道
事工，有更進一步的了解。

用

關
懷

以

佈
道

心

愛............................................................................奧圖

關懷佈道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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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經不覺，在角聲福音茶座事奉已有一年多，而福音茶座
亦已成為我生活的一部份。感謝神讓我能在福音事工上有
份。顧名思義，「福音茶座」就是以傳福音為主的聚會。每
週星期二由晚上六時半開始，至八時結束，每週節目不同，
都在紐約總部大樓舉行。我們茶座的同工，為了安排每週的
福音節目，大家都費盡心思；所編排的節目，很是精彩，
其中包括：心靈雞湯、世事漫談、醫療講座、福音粵曲、見
証分享、福音電影、以歌會友、節日慶祝等等，節目包羅萬
有。茶座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藉著茶座成為一個福音的傳
播接觸點，以不同節目吸引未信主的朋友參加，透過不同的
方法，把福音介紹給他們，讓福音的種子撒在他們心中。

福音茶座的固定同工有龔妙玲姊妹、許鴻偉弟兄及我自己。
但除了固定同工的事奉，其實角聲總部的每一位同工都有參
予。每星期都有不同部門的同工，負責帶領詩歌、翻譯和招
待，也有同工照顧兒童，並安排兒童活動節目，大家為福音
茶座同心事奉，充份表現出角聲同工互相配搭的精神。

除了角聲同工的參予外，附近紐約及新澤西州的教會也十分
支持福音茶座的事工。他們經常差派弟兄姊妹來負責及主持
茶座節目，在主內為了福音而彼此同工，使茶座的節目安排
得更加豐富，求神繼續帶領更多的教會參予及支持。

在會眾當中，也有不少弟兄姊妹。他們在每個星期二晚上，
都出席茶座，支持傳福音事工，也不斷帶來新朋友。每當有
朋友因著參加茶座而信主，願意參加週五晚上的初信查經造
就班時，我們每一個同工，都受到很大的激勵。求主繼續使
用福音茶座，没幫助社區朋友認識耶穌，願榮耀歸於父神。

茶座會友 福音會神
..................................................... 紐約角聲董事李兆鏞

十三年前，小曾(化名)由廣東恩平來到紐約。為了生活，
不惜到南美的波多黎各『做廚』。他一直努力工作，省
吃儉用，希望儘快儲點錢把鄉間的妻女接來團聚。等了
多年的夢想，終於在2001年實現。

可惜，甜蜜時光很快便過去。長期聚少離多，導致夫妻常
生爭吵。妻子更在次年攜同六歲女兒一起失蹤。自此，小
曾精神出現毛病，需要接受治療。

小曾記性很差，常常忘記接受輔導的時
間，所以病程進展不大理想。又因為記性
差，很多文件都不知放到那裡去，以致在
幫助他申請一些政府援助上，遇到很大困
難。雖然他的親友也給予少許經濟支援，
但始終長貧難顧。紐約市高雲尼醫院的社
工黎小姐，把他帶來角聲，希望《號角》
讀者可以幫助他解決燃眉之急。

神差派我們來到紐約角聲工場，第一個
佈道對象就是小曾。於是，我們跟進他
的個案。有兩年多時間，我們貼身輔
導。感謝主，最近終於有了成果。

記得起初跟他談話時，他的精神確有問題。我們不斷安慰
他，使他覺得人生在絕境中還有希望。我們帶領他信耶
穌，祈禱依靠神，上初信造就班，禮拜天返禮拜堂敬拜
神。以前，他穿的衣服破爛又有異味，最近，他跟我們返
禮拜堂，已經知道要穿整齊清潔的衣服。這點我們沒有提
醒他，他可能見到我們穿衣服是這樣，就跟我們學習。現
在，他已經養成了跟我們返禮拜堂的習慣，與常人無異。

感謝主！我們的祕訣是用愛心去輔導他。這愛心是從耶
穌基督那裡得來的。願榮耀頌讚歸給我們在天上的父。

註：為保護私隱，人名為化名，照片亦經處理。

貼身關懷
帶他往教會

.......................................................陳主立傳道夫婦

陳主立夫婦帶同小曾(化名)參加陳主立夫婦帶同小曾(化名)參加
聚會，他的情況已大有好轉。聚會，他的情況已大有好轉。

關懷佈道
紐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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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個案。他隨後到了皇后區一家教會聚會。一年之後，
他來到角聲社區部跟我談天。他曾聽牧師說，要改變人，
就要先改變自己。現在，他不再生太太的氣，又滿有人生
盼望和喜悅，不再怨天尤人，相信神會慢慢感化他太太。
現在，他能用左手開車，幫助教會派送《號角月報》，又
跟弟兄姊妹做義工。真感謝主，榮耀歸主名！

又有一次，一位女士來電尋求輔導。她住在紐澤西，有四
個孩子。因為丈夫移情別戀，令她得了抑鬱症。交談下知
道她是位基督徒，我便勸她到教會找牧師談談，她說不想
家醜被同鄉知道。我就把當天靈修所得的經文---約伯記
5:8-13與她分享：「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託付他。他
行大事不可測度，行奇事不可勝數…」後來，我請佈道部
的姊妹為她跟進。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她恢復了信心，夫
婦也逐漸和好。現在，她也參加教會的崇拜。感謝主！

曾經，華策會也打來電話，說有位女士在他們那裏哭得很
傷心，問我們能否幫她。我說我們未必有辦法，除非神愛
她，叫她過來，我們只能盡量幫助。原來，這位女士年約
三十，丈夫對她不錯，可是，在誕下兩個孩子後，卻得了
產後抑鬱症，無心看孩子，無法做事，自殺的意念常困擾
著她，非常痛苦。在安慰關懷之下，她說要信耶穌。我以
為交給傳道人去跟進就好了。誰知她說不要別人，我只好
簡單用四律分式傳講給她聽，又為她作決志禱告，最後介
紹她去她家附近的教會。現在，她已開始正常生活工作。
感謝主，祂賜下諸般恩惠給不同需要的人。

又有一位女士，從外州來到紐約唐人街。她想帶一本中文
聖經去探望關在監獄中的丈夫。因為聽別人說，只要找到
角聲，就能得到幫助；所以，她就打電話來。我請她來角
聲中心二樓圖書室，選擇購買她喜歡的一本聖經。誰知她
說，丈夫被關快一年，有三個小孩要照顧；自己雖是美國
公民，零一年開始申請先生入籍，可是付了大筆律師費，
卻仍没有辦妥，連買本聖經也沒没有錢。葉師母在我身旁聽見
了，就說送一本給她。感謝主裡的愛，我們為她代禱，她
感動得哭了起來。

主啊，謝謝没你使用角聲每個部門的同工，都同心興旺福
音，又讓角聲成為大街小巷，人人皆知的活水供應站，黑
暗中的明燈；社區人士有需要時，第一時間就想起角聲！
讚美祂！

關懷佈道
紐約

每天坐來回巴士地車來角聲，我都滿心感激天父的厚恩
眷顧。神透過周太太推荐、Mary姊面談接納，讓我有機
會在角聲大家庭裏事奉，負責接聽打來求助的電話。

我出生在一個非常迷信的家庭；祖母食素六十多年，能為
人抽籤占卜。夫家那邊也常與尼姑們來往。當神第一個揀
選我以後，丈夫、兒女、媽媽和九十歲的祖母都信了主。
這些年來，神讓我經歷許多人事物，信心也受到考驗和試
煉。如今在角聲社區部，每天面對許多遇到不同問題的
人；有些迷信的，以為自己拜偶像就不能信主，但是，我
的親身經歷卻成了他們的活見証。我也體會到哥林多後書
1:4所說的：「我們在一切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
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樣患難的人。」以下我
所遇到的一些例子，正好印證了神的慈愛。

有一次，電話響起，來電的馮先生需要法律上的諮詢。他
說自己五十多歲，歷來殷勤工作，照顧家庭；三個兒女都
成家立業，他也當上了外公。一天，他突然中風，半邊身
手腳不靈。豈料他的太太竟找來了律師，跟他辦離婚，令
他雙重打擊。他氣憤不平，說著就痛哭起來。那是我第一
次聽到男士對我哭訴，令我驚訝不安。我只能勸他說，世
代不同，萬物在變，只有慈悲上帝才是永遠不改變的。我
在電話中為他禱告，他接納了。後來，我請弟兄姊妹跟進

紐約社區部 電話接聽情
紐約角聲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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