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衛生工作，又到院長和許阿姨房間讀英文。就這樣每天
擠出一些時間練習，好在孩子們精力旺盛，樂此不疲。

看見他們興高彩烈的神情，我自己也忘記了辛勞。差不
多每個晚上，我都為他們留一些吃的東西替他們打氣。
看著他們吃得津津有味，心裡好感動，好疼愛他們。有
時候，他們喜歡聽我講自己的童年故事，他們聽得很入
神。每次都要趕才回去睡覺。

最費神費時是要改正他們的口音。中國老師的英語口語很
多錯誤。孩子好可憐，跟著我，要讀我的口音，跟著老師
要讀老師的口音，不然會被扣分。可是，我對孩子們說，
比賽時，我寧願被扣分也不讀蹩腳英語。他們都同意了。
真希望有更多從美國來的老師，幫助中國的英語老師。

在奮鬥的過程中，有苦亦有樂。
吳清蘭這「笑蛋」，無原無故也
要笑。清紅太緊張，天氣一冷，
她兩個耳朵又紅又腫不知何故。
大家取笑她，她就把耳朵藏起
來，很好笑。曉妹常常都排在最
後才表演。最鎮定是江繼德，難
怪他進了第二圈決賽。至於我，
最少三次不聽美國來的電話，包
括我的另一半，因為練習正在進
行中，對不起。有一次，孩子們自
己把生日歌改了詞，改為恭祝身
體健康歌，八個人一同到院長房
中唱。他們是何等愛院長啊！

孩子們的第一圈比賽是在我離開
三明後的第二天。院長陪他們去。一週後得知江繼德和
塗清紅進入第二圈決賽。而第二圈決賽是在孩子春假後
的一週舉行。雖然院長已經盡了一切努力幫助他們，可
惜他們都未能進入第三圈。

總括來說，對這次的參賽，孩子們得益良多。第一，他們
的自信心增強了，自我價值觀也高了，別人可以做的事他
們也可以做了。第二，比以前勇敢了。自信準備明年必捲
土重來。對於這些一年多前還是懵然無知的孩子，今日能
有如此的成績，夫復何求？這也算是一個神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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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孩子們可以參加「英傑杯」英語朗誦比賽時，離
開比賽日期只有一個月多一點點。內容是故事、詩歌朗
誦、歌唱、演講及回答問題。孩子們非常興奮高興，尤
其是英文比較好的那幾個。我和院長商量後，決定讓孩
子們自由報名。這樣做是想鼓勵其他的孩子，當然也要
得到老師的允准。老師的條件是平時英文科分數最少八
十五分以上。

結果有八個孩子入圍。兩男六女。其中最出乎院長和我意
料之外的，是一個平時特別害羞的女孩子。她的中文數學
都不是很好，可是英文居然考了一百零五分。她是十三歲
的張曉妹，原來她一有空就聽錄音帶。其他孩子是兒童村
的狀元葉智全，女狀元塗清紅，眾��人偶像江繼德，山坡上
的女孩吳清蘭（許阿姨為她寫了一篇文章，就用這做題
目，她又叫「笑蛋」，因為沒有理由她也可以笑一頓）、
溫柔公主賴艷婷、含羞草馮桂玲和和平使者呂冬梅。

院長和我一直都為他們做思想工作，就是不問成敗，志
在汲取經驗。話是這��說，實際上還是要努力爭取時間加
緊練習，又要按他們的程度分配材料。還好，平日孩子
們已朗朗上口一些英語詩歌。一切內容編排妥當後，就
是安排練習的時間。這是最頭疼的問題。因為孩子們功
課非常多，但他們真的很認真，很勤勞學習和練習。每
天中午飯後，洗掃完畢、學校作業完畢者，可以到院長或
許阿姨辦公室讀英文。晚上作業完畢，趕快洗衣服，做

聖靈在兒童村行了大事

一個寶貴的經驗

.........................................三明華恩兒童村副院長許佩文

之二

孩子參加比賽，連衣著和圖畫都下過，連衣著和圖畫都下過
一番功夫，他們贏取了寶貴的經驗。一番功夫，他們贏取了寶貴的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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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提起歐洲，很多人都會想到：
光輝耀目的人文歷史，燦古爍今的藝術創作；
美不勝收的名勝古蹟；嘆為觀止的錦繡河山！

但這兩年多來，我數度前往歐
洲，沒有機會去遊山玩水，沒
有時間發思古幽情。因此若提
起歐洲，我想到的，是弟兄姊
妹的深情厚愛，那是一段段緣
繫基督的「角聲情」。

◎神搭起
� � 歷史舞臺
2007年是《號角》歐洲版的
歷史時刻，神推動我們勇敢地
踏出關鍵性的一步。祂為《號
角》歐洲版搭起了一個歷史性

的舞台，為我們前面的發展路向，造就了一個特別的時
機。

從此，《號角》歐洲版兵分兩路，分為英國版及歐陸
版。英國版在英國印刷，專注在英倫三島發行。歐陸版
在荷蘭印刷，發行全個歐洲大陸。這是神奇妙的帶領，
為《號角》開創新局！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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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情厚誼� � 在歐洲

............................................................................... 石溪

這是《號角》歐洲版董事的合照，在這是《號角》歐洲版董事的合照，在
神奇妙的帶領下，《號角》開創了全神奇妙的帶領下，《號角》開創了全
新局面。董事們正是任重道遠 。新局面。董事們正是任重道遠 。

照片中人都是英國《號角》文字團照片中人都是英國《號角》文字團
契成員，也是《號角》英國版的一契成員，也是《號角》英國版的一
支生力軍。

◎我們成了一臺戲
從一個全新的局面開始，可想而知，必定困難重重，但神
恩典的介入，在這舞臺的背景上，放射出一道曙光；我
們這些參予事奉的人，也成了一臺戲，給世人和天使觀 
看……

第一幕：背景：英國倫敦

神卑微的使女在禱告：「主啊！英國版的編輯、撰稿工
作，誰來做呢？就算婢女有生花妙筆，也總不能遠隔重
洋，讓英國版本地化吧！請您興起這裏的弟兄姊妹，成為
《號角》的筆兵。」

妙嫻姊妹走進舞臺：「我曾在華福擔任助理編輯，如今
身在職場，但總以文字事奉為
念。知道《號角》招募筆兵，
我決定重新歸隊，編輯的工
作，就由我義務承擔吧！」

偉鵬弟兄也不甘後人：「我對
文字事奉很有負擔，讓我也來
加上一支筆。」

辛尼、思潔、亞倫、兆雄…齊
唱：「感謝上主給我恩賜，執筆
從戎義不容辭；同心合意事奉恩
主，廣傳福音此乃其時！」

卑微使女大喜：「嘩！小女子以
為英國是文字沙漠，想不到有這
麼多精兵投入。咦！若沒有招募
筆兵，讓他們懷才不遇，豈非浪費人才。喂！不若我們組成
文字團契，彼此扶持、互相砥礪，為主好好幹一場！」

大家齊聲說好：「一根繩子易折斷，結合力量、眾志成
城！」

感謝主！《號角》英國版在眾筆兵的努力下，內容更本地
化、更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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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春爽快地說：「好！妳要找我做甚麼？」

卑微使女：「妳在巴黎人面廣，《號角》歐陸版要創刊
啦！請妳和妳的良人新華弟兄，鼓勵弟兄姊妹支持《號
角》的經費吧！」

福春坐言起行：「我心中也有感動參予事奉，明天我和
新華就和妳一起，去探望做生意的弟兄姊妹，請他們或
登廣告或奉獻，支持《號角》的發行吧！」

如此這般，神感動了一些初次相識的弟兄姊妹，以愛心
支持《號角》歐洲版創刊，頭兩期的經費，應該沒有問
題啦！

卑微使女：「新華、福春，
謝謝你們！」

新華、福春：「謝甚麼？《
號角》大家都有份，我們在
主裏是一家人啊！」

第四幕…
第五幕…� 
第六幕…

◎喜極而泣� � � � 
� � 感受深
這些真實的動人故事，仍然不斷上演，每當我看到這群
義務參予《號角》英國版、歐洲版事奉的弟兄姊妹，有
錢出錢、有力出力，無悔無怨地事奉他們所愛的主，我
心中便感動、感恩，常常喜極而泣！

因此，當你們想起歐洲，請同時想起《號角》，想起《
號角》英國版、歐陸版背後，有一群對神對人，都有情
有義的弟兄姊妹！請為他們感恩代禱吧。

54

新華與福春伉儷(前坐者)及支持者小新華與福春伉儷(前坐者)及支持者小新華與福春伉儷(前坐者)及支持者小
琴(後排)合照。他們都受到感動，為琴(後排)合照。他們都受到感動，為
支持《號角》歐洲版而盡力。支持《號角》歐洲版而盡力。

在英國的《號角》文字團契，在神在英國的《號角》文字團契，在神
裡相交，一同事奉。這天舉行同樂裡相交，一同事奉。這天舉行同樂
日，大夥兒玩個不亦樂乎。日，大夥兒玩個不亦樂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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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幕：背景：英國倫敦

卑微使女獨白：「唉！派報、廣告，誰人來做？縱使我願
意成為義勇軍，一副老骨頭，也摃不起三萬三千份報。身
在美國，又如何找英國的贊助廣告，這真好像，隔山賣
牛。」

天強弟兄上場：「《號角》是傳福音的好工具，我不懂編
輯，生意又繁忙，如何是好？唔！有了，我女兒蘇珊，生
就一副好頭腦，讓她來管理、籌劃，把公司的基督徒組成
義工團隊，一起承擔廣告發行，豈不是好？呀！老姊妹，
妳說這樣行得通嗎？」

卑微使女喜出望外：「呀！感
謝主！你這位《號角》的好董
事，真是我的『及時雨』，常
常有求必應、事事關心週到，
願主報答你的辛勞。」

感謝主！《號角》英國版的廣
告、發行，做得比從前更好。

第三幕：背景：
法國巴黎

卑微使女與福春姊妹久遇重
逢。

卑微使女：「福春姊妹，看見妳太好了，記得上次一見如
故，後來失去聯絡，想不到這次到巴黎，可以與妳見面。
我來是請妳投入《號角》事奉的呢！」

福春笑道：「一別三年，毫無消息，我以為妳忘記了！但
神有神的時候，前些時候妳若是來找我，我也不能參加事
奉，因為在讀神學呀！如今快要畢業了，怪不得妳上門
啦！」

卑微使女驚嘆：「神的安排真是奇妙，我找了妳很多次，
但卻找不著，那是因為神不要我打擾妳讀神學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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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網上電台
強化節目陣容

角聲網上電台自從去年九月試播，十二月正式啟播至
今，已逐漸建立了一個不大不小的聽眾群體。其中，每星
期兩次的「理財天地」是個現場節目，聽眾(包括舊金山
灣區和洛杉磯以外)都可以打電話、傳真、和電郵進來詢
問，由於理財是很受關注的問題，故此那幾小時裡，聽眾
過百，分別在世界不同角落收聽。至於其他時段，因著時
差，收聽率起落很大，但整體都正在增加之中。

相比啟播時，角聲網上電台除了固有的節目外，最近增加
了由費城分會製作，與家庭生活有關的「�S�O 好區」；另
一群灣區的弟兄姊妹則把《號角月報》的內容聲音化，每
月把各地《號角》主題、重要內容、有趣文章，製成「號
角響起」。由彭浩主持的「焦點與角度」是每天新聞時事
節目。李伽賢主持的「電腦世界」，也有一定的聽眾群。

零七年角聲網上電台會朝著兩個方向發展：

(一)� 增加不同類型的節目，例如旅遊節目、聖經故
事、廣播劇、兒童節目等，為此盼望更多有廣播能力的基
督徒加入廣播團隊。雖然網上廣播科技日新月異，可是卻
更容易學習，只要簡單訓練，即可掌握使用。舊金山灣區
正在籌劃於上半年，舉辦一個「家庭電台播錄技巧」訓
練，該區域有興趣的弟兄姊妹，不妨電郵�mone�y�@cc�hc�.
o�r�g聯絡；而紐約地區也會有「傳媒事工101」分享訓練，
該地區的弟兄姊妹，可電郵�Unc�le�b�b�b�@�g�m�a�i�l�.co�m聯絡。

(二)� 增加更多直播的時段，在網上與聽眾有更多溝
通。由於直播在器材需要、網絡穩定上，都有一定要求，
而且也必須有一免費�800電話線，方便聽眾來電，也要有
一定預算和技術企劃，相信須要下半年才能實施執行了。

...................................... 三藩市角聲事工主任黃森泉牧師

網上現場直播� (美國西岸時間)�:
星期三晚�9�:00-11�:00 林修榮主持「生財有道」 
星期四晚�8�:00-10�:00 洛杉機 �K�M�R�B �A�M1430 林修榮理財天地

以下節目每天在不同時間多次播出，敬請留意收聽：
「陽光網絡」由何恩惠女士製作，以積極輕快的內容，
為您帶來開朗愉悅的心情，帶來人生正面的啟發。
「良知分半鐘」傳統家庭促進會會長譚克成博士，每
天為您探討有關道德與家庭倫理的話題。
「科學與信仰」科學與基督教信仰並無衝突，創造之
物都見證了神的存在，這個節目為您講述這些證據。
「故事時刻」葉啟明主持，短小精悍的人生故事，啟發
您的思維，為您帶來積極、奮發的人生，和正確的路向。
「我們的信仰歷程」亦偲為你講述許多人的真實故
事，希望能夠觸動你的心靈，改變你的生命。

8 am/8 pm

9 am/9 pm

10am/10pm

11am/11pm

12am/12pm

1 am/1 pm

2 am/2 pm

3 am/3 pm

4 am/4 pm

5 am/5 pm

6 am/6 pm

7 am/7 pm

李寶環�/�R�ic�k�y

專業人士

林修榮等

梁燕城�/顏重剛

�Jo�hn�/�R�ut�h等

恩雨之聲

彭浩�/李伽賢

黃森泉�/呂慧淙

葉啟明

特別講員

彭浩�/葉啟明�/
談國祥

林修榮�/關紹邦�/ 
陳操勳

號角響起� (號角月報社論及文章)

傾心吐意� (「傾談九點正」重播)

好歌欣賞 (優美歌曲音樂介紹)

特備節目 (各項有切身關係話題)

中信之聲� (廣播劇�/信仰�/詩歌)

恩雨同路人�/恩雨有情天

電腦世界

心靈路上 (家庭�/子女�/夫妻關係)

談情說理� �U�n�c�l�e� �B� (另眼看世事)

信仰追尋、特備節目

焦點與角度� (每天新聞�/時事評論)

理財天地� (投資稅務�/理財專訪)

太平洋時間 主持人 節目內容

三月份節目時間表

角聲網上電台是24小時為你廣播的，只要你能接上互聯
網，到�w�w�w�.cc�hc�.o�r�g，點擊「收聽一號主機」或「收聽
二號主機」，我們就可以在網路裡交個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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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老師今天教羅馬書。保羅解釋亞伯拉罕稱義不
是因��行為，是因��信心和恩典。立刻使我想起我們的天父
真是信實的。

三年多前，角聲中國兒童村策劃委
員們，在勞伯祥牧師帶領下，決定
在中國開辦兒童村。主��內弟兄姐
妹都曉得，角聲差不多每月都有赤
字，那裏有經濟能力來承擔這任
務？很感謝神，勞牧師和委員們沒
有這種顧慮。我們心知這是神給我
們的異象，也是神的心意去照顧那
些極需要的孩子。我們知道，既是
神的心意，只要我們願意踏出第一
步，神就會與我們同在，直到任務
完成。亞伯蘭也是如此，他也不知
前路如何，他只��是聽從神的��話，便
離開了吾珥。

兒童村是在中國開辦的，而我們遠

在美國，山長水遠，我們怎能勝任呢？但神安排了香
港華恩基金會作為我們的福音伙伴；他們在中國有豐
富的辦事經驗，我們的合作正是
天配之合。

我們的計劃是先開辦兩所兒童村。
是！兩所…或是更多。因��目前中國
有幾十萬個特困兒童，他們的呼聲
已達到天父的耳中，我們不能再等
了。兩所兒童村的開辦和頭三年的
營運費，是一百二十萬美元。有人
問為甚麼��要辦兩所兒童村？我們
說：「兩所兒童村，最多也只可以
照顧和培育三百個孩子。」他們聽
了之後說：「這真是太少了。」

過去的日子，我們不斷地每星期開
會一次，電話、電郵和信件每天飛
躍兩洲三地。英語、普通話粵語講
個不停，不知不覺已過了三年多。
��回頭看看賬簿，天父已經供給了
我們過半的奉獻。哈利路亞讚美
祂！

落成了一年多的福建省三明市華恩
兒童村，共有十多個同工，現在收
容了六十多個孩子，距離開我們的
收養目標---一百二十個孩子還遠，
極需要弟兄姊妹代禱。每一份支持
的心意，都可以幫助我們聘請更多
有愛心的弟兄姊妹來兒童村參與事
工，看顧小孩子。

至於興建第二個兒童村的計劃，最
近受到了一點阻礙，但我們知道這
是神的帶領，神必有祂的美意。我
們正同心繼續尋求神的心意，求祂
為我們選擇另外一個更有需要的地
點。我們只管信靠他，深信祂必預
備。耶和華以勒！

兒童村落成一年多

印證神的信實無限

在兒童村落成一週年的慶祝會在兒童村落成一週年的慶祝會
上，小朋友穿上傳統的中式服裝上，小朋友穿上傳統的中式服裝
演出舞蹈助慶，充滿喜氣。演出舞蹈助慶，充滿喜氣。

.........................................角聲中國兒童村策劃委員陳明植

兒童村的小朋友手執膠袋，在公兒童村的小朋友手執膠袋，在公兒童村的小朋友手執膠袋，在公
園檢拾垃圾，推行環保。園檢拾垃圾，推行環保。

聖誕節慶祝會在村內舉行，小朋聖誕節慶祝會在村內舉行，小朋聖誕節慶祝會在村內舉行，小朋
友都享受了豐富的美食。友都享受了豐富的美食。

在愛心姐姐和義工帶領之下，小在愛心姐姐和義工帶領之下，小在愛心姐姐和義工帶領之下，小
朋友經常有機會參與戶外活動。朋友經常有機會參與戶外活動。

Passion #6.indd   58-59 2007/3/13   �� 08:36: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