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張網，結在兩朵嬌妍的紅花之下，靠在黝黯的屋旁。
網並不起眼，居中的蜘蛛更不起眼。但是，蜘蛛有牠的智
慧，屋角，足以隱藏蛛網，紅花，卻可以引來昆蟲。

蜘蛛的網讓人想起捕魚的網。耶穌說：「來跟從我，我要
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耶穌要我們做一個得人的人，
意思就是跟隨祂，把福音的網張開來，不管時地，總要把
福音傳出去，叫人得著救恩。

使徒保羅說：「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
心…」提摩太後書 我們看見蜘蛛結網，也是在得時
與不得之時。蛛網結成了，可得昆蟲；魚網撒海裡，可以
得魚；福音的網張開來，就可得人。無論得時不得時，我
們都來張開福音的網吧！

一張網
..........................................圖角聲疊湖營地文江鳥

總
幹
事
的
話勞伯祥牧師

初信主時，曾唱過一首詩：「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
祇一夜；請莫再挽留，我要往前走，到那快樂地，活水永長流。」

請不要挽留。確實，在天路上，有不少的「情況」要挽留我
們。感情上的傷痛，會以同情的口吻告訴我們，休息一會吧，
療傷後再走也是應該的。各種的誘惑，向我們招手，不必那麼
認真吧，放任一下，也許會更加有力向前走。而我們自己的無
力感，也許是最能留住我們的原因；因為不是我不想繼續向
前，而是我真的沒有力量啊！

在角聲同工中間沒有誰是特別強壯，不需要別人扶持的，也沒
有人是永不犯錯的；這是為什麼我們需要「同走一程」的原
因。雖然角聲已發展成一個不小的機構，不免需要一些共同遵
守的規則，但我最希望的，是同工們不要看自己是一個工作人
員，而能夠看自己是一個同行者；隨時伸手扶持幫助別人，也
願意接受別人的幫助。

在這次同走一程的籌款行動中，加拿大角聲同工很有意思，幾
位同工分別選了與自己相同崗位的同工，給他們奉獻支持；而
且是大力的支持。我想這應是整個角聲同工的精神，將來，如
果有那一個分會有需要，我們也要以相同的慷慨去幫助他們。

其實，在事奉主的路上，有什麼是使我們勇往直前的呢？責任
感、高尚的目標、前面的獎賞、可以遠離險境，步入平安等都
是動力。但更美的是，身邊的人個個勇於進取，無畏無懼，又
願意互相支持及幫助，這些都會使我們勇往直前。換言之，我
們沒有一個人是真正孤身獨行的，我們的心情，言行等都會成
為同行者的鼓勵，或是叫人洩氣的原因。

既是這樣，讓我們努力作一個合格的同行者：不單自己帶著積
極進取的心，也隨時預備伸手支援；我們臉上常掛盼望的笑
容，甚至出其不意的幽默，都會給同行者帶來力量。

信主時，曾唱過一首詩：「我是客旅，在世寄居者，我能停留

同走一程同走一程

Passion 7 Inner Cover.indd   1 2007/5/13   �� 10:01:36

第     期7
2007年   月5-6

總幹事的話 同走一程     勞伯祥牧師 封面裡

事工情貌

羅省醫療中心專輯

羅省角聲醫療中心       奧圖         4
10•10•10的印証             李偉強牧師   5
325背後的故事             李偉強牧師    9
順服裡的平安             趙李秀珍律師 13
誰來實現這夢想           吳周秀蘭  16

筆墨情濃

目 錄

30

筆墨情濃

不向不能說不能     葉啟明牧師 34
美西行日記          許佩文     37

20

話語情長

如何獲得滿溢的祝福       孔祥炯      40

4

9
角聲疊湖營地專輯

福音大本營活力大家庭     韋子江      20
2007營地活動                         22
角聲疊湖營地由當年說起   馮建康       24
營地工作如耍藝           馮建康       27
營地綻開事奉花朵         東尼  28
我的暑假             清           30
鄰近景點值得遊           東尼  33

Passion #7.indd   1 2007/5/13   �� 11:05:56



第     期7
2007年   月5-6

筆墨情濃

五個難忘的第一次     魏謝雯  83
我的人生下半場     楊王惠真  84
我與香港角聲一同成長     胡俊境 86
一位小編輯的心聲         仇慧琳 88
當年情 擴張你帳幕之地   勞伯祥牧師  90
編輯人語 多結果子          李鴻韜  96

活動情報

同走一程籌款超過18萬元   韋子江  50
步行籌款結果令人振奮     勞伯祥牧師 52
角聲使命中心代禱事項           53
福音粵曲百人匯唱         張悅道博士 54
福音粵劇浪子再回頭       張悅道博士 55
童心紛Fun迎復活          香港記者 57

一分鐘短篇

一字之差/老細真棒        江鳥/啟明 81
三叉八卦/都是博士       夏年/陳王華芳 82     

事工情貌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通訊錄       98
支持角聲使命中心回應表          99
角聲情訂閱表            99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紐約總部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USA
  電話: (212)334-2033   傳真: (212)334-2062 
  電郵: herald@cchc.org   網頁: www.cchc.org

角聲情 雙月刊   出版: 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總編輯: 勞伯祥牧師   行政編輯: 周簡艷珍

  執行編輯/美術: 李鴻韜  印刷: 多倫多印刷

  製作部電郵: toronto@cchc.org

目 錄

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54
見證情真

我的心啊            王慶元     66
除偶像慶新生              柳林慧中   70
把她從流淚谷拉上來       羅省義工   74
主活著在花園裡            夏蓮娜      76

一張網             江鳥    封底裡

美麗情畫

66 封底裡

事工情貌

我們終於有家了            柳林慧中   58
Uncle B 談情自白           Uncle B   62
征服電腦怪獸              葉啟明牧師  65

84

人物情心

川兒與心臟外露搏鬥        葉啟明牧師  44
歐謝真珠為愛而派報        石溪  48

生活情懷

天使一樣的長者           李虹       79

同走一程籌款超過18萬元   

步行籌款結果令人振奮    

角聲使命中心代禱事項        

福音粵曲百人匯唱        

福音粵劇浪子再回頭      

童心紛Fun迎復活         52

44

90

Passion #7.indd   2-3 2007/5/13   �� 11:06:47



4

羅省基督教角聲醫療中心，經一段時間籌備後，第一期
的診所設備及裝修工程已完成。今年3月25日，角聲醫療
中心舉行了一個「325捐獻牆」揭幕禮。而直至本刊截稿
之日，洛杉磯縣健康局剛發出診所執照，相信讀者在閱讀
本刊時，角聲醫療中心已經開始了醫療服務。

角聲醫療中心，位於 San Gabriel 與 Mission Road 交
界，是一座獨立建築物，所在地與角聲中心的現址只在咫
尺之間，信步即可抵達。醫療中心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基
本醫療、身體檢查、牙齒保健、癌症篩檢、營養諮詢、醫
師諮詢及健康講座等。角聲醫療中心亦會提供進一步醫療
資源；協調其他私人醫療團體，提供免費/低費的化驗或
專科服務；鼓勵有需要者按能力購買醫療保健計劃；舉辦
醫學講座，建立健康生活範式。

本期《角聲情》得到角聲醫療中心的其中幾位籌劃者，撰

文見證神如何為這事工而行大事，顯神恩。透過他們的分

享，讀者必能對基督教角聲醫療中心有更深的認識。 5

羅省角聲醫療中心    美夢成真的神蹟

從藍圖........到實現

10‧10‧10 的印証
..................................羅省角聲事工總監李偉強牧師

2005年6月21日晚上，我們南加州羅省角聲分會的執行
委員會，要作出一個很重要的決定：是否要買下角聲分會
對面的一百八十多萬美元的物業，以開設角聲醫療中心？

十年前的夢
約十年前，當我們的羅省角聲分會還在Alhambra舊址
時，有一家其他宗教的義診中心就在隔我們約半條街的地
方成立了。當時我想，我們不是有很多基督徒醫生、很多
基督徒醫護人員嗎？為甚麼其他宗教教可以開義診中心，
我們基督教就不能呢？細問之下，原來在美國開設診所，
要經過很多的程序和通過很多的要求。而當時我們連自己
的辦事處也是租用別人的，要開設一間診所，談何容易！

...................................................................................奧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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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醫療中心

6

為甚麼十年後，我們又會舊事重提？前些日子，我們認
識了洛杉磯縣健康部門的一位負責人，當大家談到要開
設一所社區診所，專為低收入、無醫療保險的人士服務
時，他就替我們安排了一次特別會議，邀請附近幾所醫
院的有關人士，來到角聲開會。會議就在我們執行委員
會開會前的一天。在那次會議中，大家都很認同這個社
區需要一所診所；但要在那裡開設呢？

雖然(南加州)角聲中心的辦事處有一萬呎之多，但由於事
工發展，地方已經不敷使用；如要開設診所，必需另覓
新地方。就在執行委員會會議前的幾小時，我們知道了
旁邊的物業正要出售，售價是�$1�,�860�,000。賣主希望我
們十天內給他答案；要不然，他便會把物業交給經紀代
理，到時就要加上一筆可觀的佣金。

定立10‧10‧10
一百八十六萬元！對於我們每月都捉
襟見肘的收支，簡直是天文數字。在
當晚的會議中，我們想到舊約的基甸
士師，當神要他帶領以色列人面對米
甸人的攻擊時，他向神要求印証(參
士師記6�:36�-40)。同樣地，我們向神
求了一個10‧10‧10 印証 ── 如
果神要我們買下這物業，求祂在十天
內，有十位醫護人員，合共願意為此
奉獻十萬元。十天，是賣主給我們的
限期；十萬元，是在買房子時需要的
訂金；十位醫護人員，代表有他們支
持參與這項事工。

第一步的印証
2005年6月22日，就是十天的第一天，我在早會中與角聲
的同工分享了這個決定。他們聽完後，便自行發起輪流
禁食禱告十天。看見同工們的支持，我感到很興奮。按
道理，我應該抓緊時間，聯絡認識的基督徒醫護人員，
邀請他們成為10‧10‧10的一份子。但是，那一天，我
一通電話都沒有打。為甚麼？因為我沒有信心，也根本
不知道怎樣開口；畢竟，一萬元不是一個小數目！

那天晚上，剛好我們要開癌症協會委員會議。會議後，癌
症協會的會長傅堯喜醫師在停車場內跟我談話。原來他從
其他同工的口中知道了10‧10‧10的事情，並表示願意
奉獻一萬元，成為其一份子。第二天早上，癌症協會的主
任楊王惠真師母，又向我表示願意參與。(有關楊師母的
事奉真情，請參閱第�84頁。) 聽到他們二人的承諾，我實
在為自己的小信而感到慚愧，神在我還未開口時就為我們
預備了其中兩位，我為何還不相信呢？從那時起，我便開
始寫信、打電話給我認識的醫生，分享開設診所的異象。

有位劉醫生聽完我的分享後，馬上答應成為其中一份子。他
對我說︰「你知道嗎？開設一間基督教的診所，是我十多
年來的夢想，我不單要奉獻金錢，還要全力參與支持。」

有一位陳醫生，當我打電話找他時，他與家人剛好在機
場候機室，正排隊登機往香港。我很抱歉在這時候打擾
他，本想把電話掛上，但他還是請我
把話說完。他聽完了我的分享後，對
我說：「你等一下，我跟太太商量一
下。」過了約一分鐘，他在電話中
說：「Count me in (算我一份)！」

又有一位醫生對我說：「我知道要開設
一所社區診所，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
情，我也不知道你們能否辦得成功。
然而，我欣賞你們的誠意和決心，因
此，我願意成為其中一份子。」

在那段日子中，每天午飯時間，我都
與不同的人士分享開設診所的異象，
實在感到有點疲累。在一個星期五的
中午，我與同工胡嘉驥(助理總監)都
不打算約會任何人士，祇要大家好好地吃一頓午餐就是
了。然而，在餐館中，胡嘉驥踫見一位朋友，彼此傾談
起來，話題自然也就扯到診所的事情上。他的朋友聽完
之後，對我們說：「我認識兩位醫生，我下午就打電話
給他們，希望他們能參與。」結果，當天下班前得到消
息，他們兩位都願意成為10‧10‧10的一份子。

此外，願意成為10‧10‧10一份子的，也包括了一位負
責醫療保險撥款的姊妺，和一位在醫院負責財務的弟兄。

得到神的印證後，醫療中心籌備到神的印證後，醫療中心籌備
工作全力進行。施工期間，李偉工作全力進行。施工期間，李偉
強牧師常到現場視察。強牧師常到現場視察。

醫療中心第一期設備現已裝設妥中心第一期設備現已裝設妥
當。當日的異象，今日逐步實現。當。當日的異象，今日逐步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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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也就是第八天，晚上約十時，我收到了一通電
話，是我教會一位當助理醫生的弟兄打來的。他告訴我
在主日崇拜中聽分享診所的事情，他願意成為其中的一
位。這通電話，就把10‧10‧10的印証完成了。那天晚
上，我整夜難以入睡。

神再次印証
一方面我感到很興奮，想到在這八
天，神怎樣奇妙地帶領一位又一位
的醫護人員，答應為這事工奉獻，
成為10‧10‧10的一份子。每一
個情景，就像電影般一幕一幕地在
腦海中出現。但另一方面，當我想
到要真正開始這個事工，要籌募餘
下的一百七十多萬元，要裝修、組
織、尋找義工……內心感到一份莫
名的憂慮，好像一塊大石重重地壓
在心頭。
 
第二天早上，心裡仍然為著要開設
診所一事擔憂時，翻開聖經閱讀，
剛好唸到箴言10章22節。上半節「
耶和華所賜的福，使人富足；」使
我想到這所診所將要成為多人的祝
福。下半節是「並不加上憂慮。」
這豈不是神在我正為此擔憂的時
候，給我的應許和答案嗎？

那天在角聲的早會中，我告訴同工
們10‧10‧10的印証完成了。大家
都感到非常興奮，我們一同流著眼
淚為此感恩，因為他們也曾為此禁
食，這是神對他們禱告的應允。

回頭再看整件事，開設角聲醫療中心最大的印証，不
單是那十萬元、也不單是那十位醫護人員，而是神在
背後奇妙的安排，也是祂用自己話語的提醒和應許。
讚美祂！

9

角聲醫療中心

為了開設角聲醫療中心，我們羅省角聲中心希望能在五
年內籌募三百萬元，作為購買醫療中心的物業、器材、裝
修，以及初期的運作費用。2005年中，我們訂下了一個名
為「醫療325」的認獻計劃，把目標款項分成300個認獻單
位，招募300個奉獻人士或單位，各在5年內每年奉獻金額
�$2�,000，總數一萬元。直至截稿為止，我們已收到22�9個
認獻單位(約四分之三)，尚欠�71個單位。表面上，這祇不
過是一堆數字，然而，每一個數字的背後，都有一個不同
的見證和故事。

我們收到的第一張一萬元支票，並非來自洛杉磯的醫生，
而是來自三藩巿一位八十多歲的老牧師。當我們清楚看見
神的印記(請參閱上一篇文章)，決定籌辦醫療中心後，我
們羅省角聲的一眾同工，一同到三藩巿參加全角聲的主
任會議。會議期間，勞牧師帶領我們眾同工到當地的海外
神學院，探訪曾霖芳牧師。原來曾牧師是勞牧師多年的恩
師，勞牧師亦曾與他分享過我們有意開設診所的異象。

當天，曾牧師對著我們十位同工，分享自己多年事奉的心得
和經驗。雖然他年事已高，但仍熱心事奉。幾年前，曾牧師
在開辦了三藩巿的海外神學院後，原本也打算在其中開設診
所，為低收入者提供醫療服務，但由於海外神學院把辦醫
療計劃取消，以至不能成事。這次拜會，曾牧師在口袋中

...................................羅省角聲事工總監李偉強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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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圖�: 上圖�: 醫療中心內的醫療器材大醫療中心內的醫療器材大醫療中心內的醫療器材大
致已預備妥當。致已預備妥當。
下圖�: 這是中心為病人提供的牙這是中心為病人提供的牙
醫治療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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