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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出版的《號角月報》，是在一九八八年三月創刊。一
個下雨的晚上，送周道輝醫生回家途中，他向我提及出
版一份基督教報刊的負擔；我
十分認同這想法；深覺這有助
於接觸更多社區大眾，將一個
「整全的基督徒見証」放在社
區。所以，很快我們就著手籌
備，而周醫生也盡全力支持這
事工。近二十年如一日，他每
期最少寫兩篇文章。

我在年輕時，也曾在香港宣道
出版社工作，又與梁壽華牧師
等幾位弟兄姊妹創立「活水文
社」，出版過《牧者》月刊。
而《號角》則是我在青年團契
所出版過一份刊物的名字。當
時，我也曾立志一年派出一萬
張福音單張。於是上班前沿途向路人
派發，在巴士上派給鄰座的人，下車
後繼續分發；但後來因壓力太大而停
止了。但感謝主，今日的《號角》，
不是每年派出一萬份，而是每月四十
多萬；不是一張單張，而是一份二十
版的月報。

《號角》是在新購團址的三樓一個小單
位開始的；首任主編是吳世芳牧師，他
為《號角》立好了根基。他往別州牧會
後，周簡艷珍姊妹臨危受命，本以為幫
忙一下，結果卻在角聲近二十年了。她
不單主理了全部編輯工作，也是把《號
角》帶到全球各地的主要「推手」，今
日，她仍然為此東奔西跑。

想當年，所用的工具相當簡陋，中文打字是用手搖的打字

  

當時，正值美國大赦無証居民，但政府並沒有撥款給社會
服務機構，協助無証居民辦理手續，故此這責任就落在本

來就沒有政府經費的角聲
肩頭上。當時，葉啟明是
這項事工主要負責人，角
聲在紐約教牧同工會及司
徒鉅勳牧師協助下，與世
界救援會合作，一起完成
了這項陌生而艱巨的任務。

這段時間，我們大約幫助
了三千人取得合法身份，
並幫助他們申請家人來美
團聚。在社區中，角聲也
因而廣被稱道；感謝主賜
這美好的作見証機會！

申請者大部份是福州人
士；說起來，角聲與福州人很有關
係；我們不單幫助了許多無証福州
人成為合法居民，讓他們可與家人
團聚；閩恩堂開始時，也是借用角
聲的加薩林街廿二號二樓聚會。而
在「號角」愛心匯點專欄所幫助的
人士中，不少也是福州同鄉。兩年
前，角聲第一個特困兒童事工，是
幫助「善恩園」的孩子們，這園也
設在福州閩侯。

這期間，葉啟明曾接任角聲總幹事
職，讓我能專心創辦祢號角祢月報。當
時他還沒有被按立為牧師，但衝勁
十足，建立了不小事工。角聲社區
中心，怡康會老人事工、青少年事
工、衣廠佈道事工及角聲書室等是
在他推動下設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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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在葉啟明統領下，角聲承辦美國
大赦申請，幫助了三千人取得合法身份。

下圖：這期間，葉啟明曾接任角聲總幹
事職，讓勞伯祥牧師專心創辦｢號角｢月報。

上圖：1988年3月創刊的號角｣，有助於
在社區中建立整全的基督徒見証。

下圖：周簡艷珍不單主理了編輯工
作，也是把號角帶到全球各地的功臣。

創辦《號角月報》
在社區建立整全的基督徒見証

承辦影響萬千家庭的大赦申請
首度引起整個社區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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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因有些團友年紀大了，不能再從皇后區來，所以相
繼在各處教會有怡安會、怡樂會等成立。其中成員同出
一源，彼此認識，可稱為姊妹會。這有點與今日的粵曲
福音團契相似，除了角聲粵曲團契外，契友們也在教會
中成立類似的團契；一旦有特別活動，大家又在一起
同心同工，這是很好的現象。我個人很喜歡與老人在
一起，希望在進入「角聲使命中心」後，有較大地方，
可為他們多辦些活動；同時，讓每位來到我們中間的耆
老，都感受到「尊重、鼓勵、安慰」，這是我對老人事
工最大的期望。

2. 青少年事工  

遷入顯利街136號之後，青
少年活動空間多了，加上青
少年部主任謝雯的愛心與努
力，附近讀初中來了不少青
少年，都是用廣東話的新移
民；今日的得力同工張炳崇
是其中一位。那些青少年，
現今也近三十歲了，各有自
己的前途與際遇，不少已生
兒育女了，偶然也傳來他們
仍在教會中成長的消息。

為更有效推動青少年事
工，1989年，角聲首次在
著名的卡內基音樂廳舉行
「關懷青少年音樂會」，
專為「角聲疊湖營地」籌
款。角聲疊湖營地給很多
青少年留下美好回憶；無數青少年在那裡信主，獲得新
生命；也有青年導師們在那裡認識了他們的另一半。

角聲疊湖營地的環境很「大自然」，馮建康最早引入這
計劃，也為此出了不少力；今日，他仍與一群年輕同工為
打造一個更好營地而努力。我還記得與周道輝醫生也為這
營地一起去選購運動及康樂用品的情況。葉啟明夫婦有段
時間是整個暑假投身其中，把營地情況大大改良。魏永
達、謝雯、梅光照、鄺偉略等都在其中付出過心血。在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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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標題字體要拿到外面植字公司，價錢按字數及大小
計算。排版是用小刀、臘、溶臘的滾動小圓筒等；排版的
眼界也要很精準，否則就不齊整了。當時，幾乎所有同工
都是「一腳踢」，包括寫稿、打字、校對、排版等。由於
我住皇后區，也有車，所以通常我要在半夜送稿印廠；而
發行部同工們第二天清早就前往取報，拿到街上去派發，
或郵寄到各地。初期，全體同工，包括編輯、主編、副總
幹事、總幹事都會站在街頭派發《號角》，把每期的《號
角》送到讀者手中後，這才算是達成任務。

我們認為，社區見証有助
於個人關懷佈道；而個人
關懷，也有助於社區見証
的建立。因為當社區大眾
看到我們實實在在給人提
供幫助時，他們也會喜愛
及信任我們，社區見証也
因而建立起來。所以，角
聲所採取的佈道方式，大
部份是長線的個人關懷佈
道方式。

1. 老人事工  

怡康會是街頭服務站的延
續。當時的同工義工陣容
鼎盛，有歐陽佐翔牧師、
張惜冰、張一正醫生、陳
素琴醫生、羅少瓊、張悅

道及我本人。王懋軒弟兄當時負責角聲書室，由於他
學問淵博，書畫皆精，是怡康會的最佳講員，後期有
周福生協助。我很喜歡帶老人家唱詩；張惜冰則擅於
作曲、歐陽牧師擅於填詞，團友們唱起詩來，格外開
心。主要同工羅少瓊很有愛心及恩賜，深得老人們的
喜愛。

當時，教會中有老人事工的不多，但在怡康會成立幾年

當年的怡康會為老人家祝壽。怡康會的聚
會很受長者們歡迎，後來還相繼在一些教
會成立了怡安會、怡樂會等 。

群體佈道事工
與個別關懷事工相輔相成

顯利街團址地方較寬敞，有了活動空間，
得以發展青少年事工。當時的謝雯了在這
方面擔當了重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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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成長的青少年，有些成為了角聲義工；戴永濤更於最
近加入角聲疊湖營地同工行列，這是很叫人欣慰的事。

3. 車衣廠關懷佈道事工  

在911事件以前，車衣業與餐館業是華人賴以謀生的主要
行業。遷進新址後，我們開始了車衣廠探訪佈道工作。

葉陳紫娟及賴敬心牧師是主要推動
者，每週到一兩處衣廠探訪佈道，
龔妙玲也到衣廠教英語及提供服
務。由於有些車衣廠老板是基督
徒，故給予很大方便。不過車衣廠
地方淺窄，教室就是滿放衣服的中
間地方，而且只能用很短時間教
授。有時，路途來回的時間可能比
停留的時間更長。但同工們的愛心
產生了果效；續漸，他們不單學英
文，也請我們幫助他們解決子女在
學校遇到的問題，或其他的困難，
因而成為好朋友。

我也偶而參與探訪行動，發現工友
們特別優待我們，角聲的服務台是
全廠最涼快地方。有次，大眾傳播
部同工去錄影車衣廠情況，由於他
很少去到他們中間，所以錄影被禁
止，但當那同工說他是角聲職員
時，就可以自由拍攝了。由此可見
同工們實在作了美好工作，也印証
了關懷佈道的重要。

後來，我們也在車衣廠內建立聚
會點。除了角聲外，也有其他弟
兄姊妹關心這群體。後來，當我
們遷往亞倫街48號時，已有專關
懷車衣廠的教會成立了，並借用

本團地方聚會。這些工友們，至今仍在教會中成長，參
與事奉。

當時，初創事工還有角聲書室。想起角聲書室，我就

想起龐太。她就住在顯利街新團址後面，是新團址的初
熟果子。我在一次逐家探訪中向她傳福音，她很快就信
主了。她本是在廣州教書的，來紐約與為與子女團聚。
信主後，她參加了怡康會；後來有一段時間忠心地幫助
了角聲清潔工作；但她最大恩賜是擔任角聲書室的銷售
員；前來購書的人都得到很好的服務。她在書室工作至
退休；本想與丈夫回廣州一段時間，但不久就傳來患癌
消息，期間也曾有過好轉時候，最後還是在2005年安息
了。

顯利街時候是本地事工的發展期，不少同工與我們一起
走過，不少至今仍然並肩作戰；但也有些回流返港，或
有更重要工作。在為無証居民申請大赦期間，何靜兒全
情投入，樂於助人，這工作對他最適合不過了。她也
是初期《號角》的社區研究
員，也是當時的電腦專家。
鍾燕兒、吳玉京、張小翠、
Melody、Tracy等也是很得力
同工。王孟錦來得也很及時，
她是福州人，關懷福州同鄉是
最適合不過了。馮文娜及羅
菁是文字專才，為初創的《號
角》增加了光彩；他們已回流
香港，文娜是香港中國信徒佈
道會的事工主任，羅菁則在大
學任教。本地的方小紅、及 
Henry Yu 的「打手」們(打字
員)、張汝輝等在《號角》初創
時也出過許多力。無疑地，角
聲是一項集體成果；同工們的
努力是不會徒然的。

今日的角聲仍在努力建造的過程中；我們仍為「把整全
而清晰的基督徒見証」而努力；如果人們明白這個目
標，也就會明白為什麼角聲要在困難中仍極力進取，在
很缺乏時仍然要憑信心大步向前的原因了。我深深相
信，如果我們堅守這樣的心志：以努力傳福音以說明信
仰的意義，以愛心的關懷去牧養圈外的羊，教導人們以
聖經價值；神也會繼續祝福這樣的心志。因為主耶穌在
世上時，祂也是這樣走過的。

上圖：葉陳紫娟(右)是車衣廠關懷佈道
事工的主要推動者，常到衣廠探訪。

下圖：龔妙玲(左)到衣廠教授英文，與
同工們成為了工人的好朋友。

圖中的弟兄姊妹，都是當年在角聲
事奉同工及義工。他們集體打造了
角聲在社區中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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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神而作的心，叫角聲人走在關懷社區的路上，腳底印下
了一顆顆暖暖紅紅的心。

走，即使「有人強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
你的，就給他...」(馬太福音5:41-42) 這樣子走路，是有
意義的。三藩市的黃森泉牧師，從實際的工作中，跟我們
分享服務社區的一些體會。(第26頁) 角聲跟其他社會服
務機構的相異之處，是我們都有一套從神而來的標準。當
日，耶穌在地上給門徒講說的教訓，正是角聲人今日的座
右銘。黃牧師說：「主要求我們祢為尋求服務的人多走一
里，就是要我們不單服事他們的需要，也要與他同行，在
靈裡尋求，直到認識主耶穌。」這就是角聲關懷佈道事工
的終極目標。我們都是朝著這目標而走。

走，我們走的不止是二里，而是2.3哩，讓我們由華埠哥
倫布公園開始，走過紐約布碌崙橋而到嘉文公園；讓我們
都來「關懷社區，同走一程」。(第32頁) 這是一次為了
支持角聲關懷佈道事工及角聲使命中心籌建計劃而舉行的
步行籌款。角聲最大的期待，是建立一個更有承受力，更
有延伸性，更有動力的關懷佈道事工。為此，角聲踏出信
心的一步，購入了角聲使命中心，展開了祢飛越高竿，開創
新局之旅。角聲使命中心的加建工程申請，仍在等候批
出，但一連串的活動，已經排定了在角聲使命中心展開。
(第30頁) 至於籌款計劃亦進行得如火如荼，極需弟兄姊
妹們在這聖工中有份。(第31頁) 參與步行籌款的每一個
人，所走的每一步路，都會在這開創新局之旅中，留下一
個個紅心之印。

走，走在街上，我們總會看見一張張行色匆匆的臉孔。在
這些臉孔的背後，蘊藏著的是甚麼呢？加拿大的江鳥，
在繁囂的紐約時代廣場街頭，給我們拍了一幀美麗情畫。
(封底裡) 短文說：「我看清楚了這些沒有血肉的臉，正
散發著金屬鐵架的冷冽。在五祢官扭曲的臉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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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就是現代人的寫照？」短文最後一句是：「於是，
我又想起拯救生命，拯救靈魂的急切性來了。」

走，走進社群，拯救生命，拯救靈魂是急不容緩的事。「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留下
榜樣，叫你們跟隨他的腳蹤行。」(彼得前書2:21) 但願
我們都跟隨主耶穌的腳蹤而行；一步路，一顆心。

5439743896

................................................................................ 李鴻韜

走…走…走…

很喜歡今期封面的圖像。一個走路的人，路過之處，留下
的不是鞋印，而是一個個紅色的心；一步路，一顆心。

走，我們都是帶著熾熱的心走路的。當然，作為一個走主
道路的人，誰又不是？角聲人帶著熾熱的心，走入社群，
關懷社區，面對著不同的男女老少，把心中的熱情和暖
意，真情傾瀉，流向社區上有需要的人。你且看本期關懷
佈道事工專輯，由紐約、達拉斯、羅省到三藩市，當中都
有扣人心弦的故事。我們嘗試從不同角度，描畫角聲關懷
佈道事工；因著事工的涵蓋層面實在廣闊，本專輯容或只
能捕捉到事工的部份面貌。不過，這都不重要，我們只希
望能藉著這個專輯，讓讀者能見出角聲同工與義工的一種
精神 -- 以關懷和佈道，叫人得著福音。兒童村的許佩文
在經歷了36小時的神蹟之後說：「不是我能做什麼祢，或者
我在做什麼祢，而是神在作工。」(第48頁) 就是這顆願意

編輯
人語

一
步
路
一
顆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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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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通訊錄

紐約總部 New York Headquarter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10002,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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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祢。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CC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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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6-331-7067與陳梁惠嬋姊妹(Linda Chan)聯絡。

有你 有他 

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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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願意成為「生命天使」，用下列方式協助「角聲」達成佈道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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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預算在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完成以上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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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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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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天父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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