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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民間做壽七十歲為「大壽」，八十歲為「上
壽」，九十歲為「老壽」，百歲為「期頤」，都盛大祝
賀。傳統上做壽是要六十歲才開始，六十歲又稱「花甲
壽」。六十歲是一個甲子，人活了一個甲子就相當於過
完了天地宇宙人生的一個完整週期，所以民間特別重
視。過了一個甲子，再開始是第二個生命週期。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今年正欣逢「花甲壽」之喜，
角聲同工，當然熱烈地為勞牧師慶祝，與勞牧師伉儷一
同分享這個人生階段的喜悅。

今年1月11日（星期四）中午十二時半，紐約市的天氣
非常清朗，帶有些寒冷。紐約華埠角聲全體同工知道要

壽
分享勞伯祥牧師的喜悅

角聲同工齊賀 洋溢愛的溫馨
............................................... 紐約角聲同工李雷路得

花
甲

壽

與勞牧師做壽，大家親如一家，有說有笑開開心心步行
了約十分鐘，到達角聲附近的「龍圖軒酒樓」。酒樓特
別為我們留了二樓一個獨立的房間，那天筵開三桌，三
十多位同工濟濟一堂為勞牧師唱生日歌「祝您生日快
樂」，並為他祝福祈禱。其實，勞牧師真正的生日是在
1月14日，只是星期四角聲同工們較為齊全在大樓工作，
所以就提早三天幫勞牧師做壽了。

在餐會中，勞牧師顯得格外興奮，他十分高興地告訴同
工們﹕「勞師母說，等我過了六十歲就會每一年都幫我
做生日，因為她說，人過了六十歲，每一天的健康都會
不同的。」可見勞師母對勞牧師是何等地愛護體貼！
俗語說﹕「一位成功的男人，背後都有一位偉大的女
人。」勞牧師的成功，當然與勞師母的功勞分不開。

為了表示勞師母對勞牧師的真愛情深，做壽的最高潮就
是──勞師母在眾同工的歡呼聲中給勞牧師一個深深的
吻，留作六十歲「花甲壽」的甜蜜記念──愛在不言
中。(右下角圖) 之後，勞師母再表現深情──餵勞牧師
喫生日蛋糕，從勞牧師默默含情的笑容裏，流露出一幅
溫馨幸福美滿的圖畫。

先後建立大小兩個家
的確，勞牧師和勞師母在紐約是有一
個幸福美滿的家庭，他們育有
兩個兒子，大的名﹕瀚恩（
30歲）；小的名﹕奇恩（
27歲）。勞牧師、師母
不但有一個美滿的小
家庭，他們還有一個
很大很大的大家庭。
這個大家庭名為「基
督教角聲佈道團」，
就是早期由勞伯祥牧
師、師母及葉啟明牧
師、師母，在二十四
年前於美國紐約華埠建
立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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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2年年底，勞伯祥牧師（35歲）離開了原來所牧養多
年的一間大教會，開始出來過信心生活的事奉。正如《
獻給無名的傳道者》的作者邊雲波說﹕「是自己的手甘
心放下世上的享受；是自己的腳甘心到苦難的道路上來
奔走！」昔日，勞牧師選了紐約華埠作為事奉的祭壇，
起初是借用別人一間書樓的角落及一張桌子作為落腳點
開始。就這樣展開了深入社群的佈道事工，並在唐人街

設免費服務站，幫同胞量血
壓，代看英文信等。因著勞
牧師懂得敬畏神、信靠神及
順服神，角聲憑信心走過了
二十四年（今年十一月將是
二十五週年），一直都蒙神
保守，處處蒙神賜褔。神保
守角聲，就好像昔日神保守
以色列人在曠野的情形﹕「
這四十年，你的衣服沒有穿
破，你的腳也沒有腫。」（
申命記�8﹕4）

現在，角聲不但在美國紐約
華埠及法拉盛有屬於自己的
辦公室大樓，最近在法拉
盛還購買了「角聲使命中
心」，在賓州費城、加州羅
省、德州達拉斯、加拿大
多倫多、香港及中國福建省
三明市等地，都已經有屬於
角聲自己的辦公室及大樓。
角聲的成員，更是茁壯成
長，且是「生養眾多」。同
工們分佈在美國、加拿大、
歐洲、巴拿馬、香港、中國
大陸等世界各地。我想勞牧

師和勞師母現在也難以計算出這個大家庭今天有多少同
工？他們叫甚麼名字？無論如何，二十四年前勞伯祥牧
師和師母是憑著一個異像﹕「我另外有羊，不是這圈裏
的；我必須領他們來，他們也要聽我的聲音，並且要合
成一群，歸一個牧人了。」（約翰福音10﹕16）及一個
標誌，開始了角聲的事工。

壽

號召同心同道的人
勞牧師說﹕「角」可用以號召，號召同心同道的人，加
入福音聖工；「角」可用以盛膏油，祝福他人；「角」
可用以讚美，頌揚神。感謝主，今天角聲的同道、同工
真的是遍佈天下；角聲的事工更是發展迅速及多元化。
角聲不單有當地的佈道工作及
社區服務──使近處的朋友得
到益處和幫助；角聲更是透過
文字工作﹕《號角月報》、《
美味人生》、《角聲情》以及
「角聲網上電台」，無遠弗屆
地，將福音和生命見證，帶到世
界每一個角落，使遠處的朋友同
樣可以因著角聲之事工得到祝
福，認識救主耶穌基督，得享永
生之福樂。

倘若我們想知道更多角聲這個大
家庭的故事，請看《角聲情》每
一期的「當年情」專欄，是由勞
伯祥牧師撰寫。從勞牧師對神
的熱誠忠心和信心，帶出了他愛
神、愛人的美好事奉見證。

勞伯祥牧師實在是角聲同工們所愛戴的好牧者，在他的
「花甲壽」生日，紐約角聲總部的同工們費盡心思，買
了一套別具心意的禮物送給敬愛的勞牧師，就是一套書
法用具──包括毛筆、墨汁、宣紙、鎮紙石和掛筆座。
為甚麼會送給勞牧師一套書法用具？原來勞牧師喜歡書
法，還常常把聖經金句寫下來 。

用毛筆寫下聖經金句
勞牧師不但自己看重神的話語，他更是用神的話語來帶
領栽培同工們。2007年1月2日，在紐約角聲總部同工
會，勞牧師用猶大書20-21節﹕「你們卻要在至聖的真
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裏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

眾角聲同工為勞牧師賀壽。上圖左起為勞眾角聲同工為勞牧師賀壽。上圖左起為勞眾角聲同工為勞牧師賀壽。上圖左起為勞
伯祥牧師夫婦、葉啟明牧師及葉陳紫娟夫伯祥牧師夫婦、葉啟明牧師及葉陳紫娟夫
婦，他們都是角聲的拓荒者。下圖為勞牧婦，他們都是角聲的拓荒者。下圖為勞牧
師夫婦與部份同工合照。師夫婦與部份同工合照。師夫婦與部份同工合照。

原來勞牧師喜歡書法，還常常把聖原來勞牧師喜歡書法，還常常把聖
經金句寫下來，所以角聲同工送給經金句寫下來，所以角聲同工送給
他的禮物，就是一套書法用具。他的禮物，就是一套書法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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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中。」勉勵同工們要看重神的話語，因為只有神的話語
是我們隨時的力量和幫助。為了更有效把神的話語藏在
同工們的心裏，勞牧師是不辭勞苦，每個禮拜二下午的
同工會，他都會親手用毛筆書寫聖經金句讓同工們去背
誦。2007年同工們第一次背誦的金句，就是詩篇16﹕11 
--「你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下圖 -- 勞牧師與李雷路
得展示金句書法）

相信同工們都不會辜負勞牧師的祈盼，會好好背誦神的
話，藏在心裏。並用神的話來栽培造就自己和服事人。

願全能的父神常與勞牧師和勞師母同在，大大賜褔使用
祂的僕人勞牧師，使他「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
（申命記33﹕25）更願勞牧師有昔日迦勒的體魄﹕「
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我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
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時如
何，現在還是如何。」（約書亞記14﹕10-11）求主堅立
勞牧師所作的工，並願勞牧師年輕時的力量──那時是
如何，現在還是如何！

你必將生命的

道路指示我。

在你面前有

滿足的喜樂；

在你右手中有

永遠的福樂。

詩篇16:11

 

「遇上甚麼人，就作怎樣的人。」這是保羅服事的原
則，內裡包含著一個服事的秘訣──就是相連感 (sense 
of connectedness）。
 
角聲正式成立，我就開始讀神學。期間，我星期一至星期
五埋頭苦幹在圖書館讀書；週未從費城回到紐約跟勞牧
師一起事奉。讀神學本來就是一件很令我興奮的事。事實
上，我在大學時就醉心於哲學。在團契裡常有分享的機
會，也許因為當時接觸的都是大學生，講話的內容雖然是
偏於抽象，但弟兄姊妹的回應仍算不錯，還常跟我開玩
笑，說我有講道的恩賜。 
 
通過在角聲的事奉，我開始接觸到草根階層。跟他們多了
溝通，慢慢就發現自己所喜歡思想的東西和善於表達的
措詞，對他們來說，只是在象牙塔裡，一些不切實際的東
西。經過一番掙扎，我最後決定：改變自己。

 

 
一次，波士頓一所教會邀請我作青少年福音營的講員。面
對一班新移民的邊緣青少年，我問自己：我應該採取怎樣
的「策略」來「對付」他們呢？在思考過程中，神引導我
明白跟他們產生一種相連感覺的重要。究竟怎樣可以讓我
跟他們之間有一種相連的感覺呢？我想，帶領青少年最重
要讓他們「服你」。所以，我首先就要有一個很「矚目」
的開始，要使他們感覺驚訝，接下去，他們就會把耳朵打

..................................................... 角聲副總幹事葉啟明牧師

相連感

改變自己
為相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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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信任
為相連

開聽你的信息。於是，在出發前，我想盡辦法把所有營友
的名字記下來。在開始講道之前，我一口氣就把他們三十
多個名字講了出來。哈，那個方法果然得法。 
 
有了驚人的開始，還得有叫他們認同的信息才可以贏得他
們的心，於是我決定來一個風格大改革。那次講道，我引
用了很多流行曲的歌詞，使用了比一般通俗得多的詞句，
加入了不少自己年青時的小故事，深入淺出地把福音的信
息帶出。哈，那又果然相當得法。 
 
那一次的經歷，讓我體會到與聽眾相連感覺的重要。自
此，我就開始了一個新的講道風格。

 
在角聲事奉中常會遇上心靈受傷的人，幫助這些人並不容
易，因為在他們問題的背後，有時會包含著一些與我們信
仰相反的事情。一次，到一所教會傳講佈道信息，會後一
位女士來找我，細訴了她的家庭問題。聽了她的故事，心
裡十分同情她的遭遇。從她的口氣，我知她一定會問我關
於離婚的問題。所以，我是一邊在聽，一邊感覺「不知如
何是好」。最後，要問的問題終於出來了。我更知她是很
希望聽到我說可以；但我真的不知怎樣回答。我心裡真是
感覺到她的創傷。等了一會，我情不自禁地回答她：「你
知道，我是一個牧師，是不可能同意離婚的，但假若有一
天你真的告訴我你已經離婚了，我會理解。」 
 
回想過來，那可說是一句「不經大腦」的說話。當天我想
自己是用「心」把話說出。後來，她真的離婚了。現在想
起來，還是有一種不知那天的作答是對是錯的感覺。若果
時光倒流，我想自己我還是會同樣地給她回答。因為，此
刻我還是不知怎樣給她回答才是最好。不過，我相信那一
次的回答，多少是幫助她與神的關係相連起來。 
 
我雖然不能肯定那一句話的對錯，不過，那一次的經歷，
讓我了解到相連的感覺可以建立信任。而信任在有效的服
事上是很重要的。

剃光頭髮
為相連

 
不時有人奇怪我為何要剃光頭；有人說笑問是否受了剌激，
又問是否要追上潮流。其實乃是要藉此跟哥哥拉近關係。 
 
由於哥哥自小就到了中美州謀生，與他相處幾乎是零的機
會，所以，手足之情是十分疏離，接觸時候也是聊不多幾
句。他不是基督徒，我非常盼望他能夠早日信主。

每當中國新年，我們都有一起到叔叔家賀新年的習慣。哥
哥是剃光頭的。前年，到叔叔家賀年時，遇到了哥哥，他
沒有上文下理，突如其來一句：「不如你都剃光頭喇。」
當時，我第一時間感覺這是一個跟哥哥拉近關係的好機
會，以後可以更加容易開口向他傳福音。為了跟他相連，
我當天晚上就剃光了頭。第二天是星期日，就向會眾解釋
這剃頭的原因。我嫂嫂是基督徒，她聽到我這樣說，就趁
著哥哥來接她的時候，請哥哥進到教會來。哥哥進到教會
看見我的光頭樣子，微微地笑，還說了一句：「從頭開
始。」我們大家都相對發出會心的微笑，拍了一張照片。

後來，我用相架，把照片鑲起來送了給他。之後每次到他
家中，看見那張照片，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歡喜。從此之
後，我們彼此見面，都有一種更加親密的感覺。我相信他
也有同感。(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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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前，一位美國土著青年牧師用鋼琴自彈自唱一首「你真偉
大」。他聲如洪鐘，感情豐富。他的讚美感動人心。我感受
到聖靈的同在，心中默默禱告，求神憐憫，拯救靈魂。

白牧師的證道其實很簡單。他用主耶穌去到馬大和馬利
亞家的事蹟，講解甚麼��是真正的福份。他的挑戰是假如
主耶穌今日來，你是馬大還是馬利亞？然後我們禱告，
牧師開始呼召。就在此時，我留意到所有其他的短宣隊
員，都低頭且大聲的禱告，迫切的禱告，流淚的禱告。
他們在爭戰，他們在搶救靈魂，他們要從撒旦的手中把
罪人拉出來。我默默的為那位有心的愛心姐姐禱告。

起初，只有一位愛心姐姐舉手，但卻
不是我期望中的那位。可是，我們不
放棄，繼續的禱告，繼續的呼召。感
謝神，我聽到有啜泣的聲音，我感受
到有內心掙扎的疼痛… 我們的神得
勝了！一隻手舉起來了，又一隻手舉
起來了… 終於，四隻手舉起來了！
感謝神，讚美神，榮耀歸給至高神！

會後，牧師請決志的人圍成一圈再禱
告，可是所有人都參加了。白牧師很
謹慎的逐一再查問信德，逐一再作決
志禱告。每個人都感動得流眼淚，我
自己也忍不住泣不成聲。

最叫人感動的是，當已信主的姐姐擁
抱初信主的姐姐大唱「我們都是同路
人」和「給我一顆中國心」時，我體
會到她們中間的隔膜已被神的愛打破
了，從此後，她們是神家裡的人，是
主裡的弟兄姊妹，不再是外人了。

感謝神讓我的生命中有這個經歷。我
領會到不是我能做甚麼��，或者我在做
甚麼��，而是神在作工。感謝白牧師的
固執，感謝兩位姐妹的任勞任怨，感
謝院長熱衷的招待他們。感謝聖靈。
這真是三十六個小時的神蹟。神果然
為我們行了大事。哈利路亞！

4948

華恩兒童村一週年慶祝會後，我好想回家過年，過聖
誕，於是決定在十二月中回家。可是事與願違；因為第
一，院長要去香港開會；第二，美國一個牧師和一隊美國
宣教士想來看我；我總不可以跑掉不管吧。

白酷德牧師是我在美國費城華人教會十多年來的顧問牧
師。一月份，他帶了其他七位同工，去印尼作為期兩周的
短宣，在那裏訓練當地的傳道牧師。他問我可否在歸途中
經香港來三明看看我。而他所的時間只是三天。我告訴他
沒有可能，因為時間太緊迫。晚上不算，白天坐車已經
用了一天半，還有一天半，只算三十六小時，可以做什麼��
呢？他告訴我說，他不會放棄。無論如何都要探到我，見
一見兒童村。我見他固執得可愛，只好答應替他安排一切。

於是，我請香港華恩基金會兩位姐妹同工，替我連絡住宿
的地方、買火車票、接機等，害她們也忙了一陣子。一月
廿三日終於來了，他們一行八人，下午三點到香港，晚上
十點去火車站。一月廿四日中午，他們抵達了三明，院長
和我同去接火車。(上圖)

我們安排白牧師在廿五日早上，與愛心姐姐和其他同工分
享聖經。我請求白牧師給他們決志的機會，因為我知道有
一兩位同事對福音很有興趣。我禱告求主賜我一個靈魂。

聖靈在兒童村行了大事

小時的神蹟36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

上圖：來自美國的短宣隊，與愛心姐：來自美國的短宣隊，與愛心姐
姐們一同在聚會中分享聖經話語。姐們一同在聚會中分享聖經話語。

下圖：四位愛心姐姐決志之後，大家：四位愛心姐姐決志之後，大家
圍在一起同心禱告，場面感人。圍在一起同心禱告，場面感人。

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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