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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角聲使命中心籌款而舉行的大型步行活動，於�4月
�2�8日早上如期進行。大約一千一百人，在風和日麗的春
光中，浩浩蕩蕩地從曼哈頓華埠的哥倫布公園出發，走
過布碌崙大橋，而至布碌崙嘉文廣場。參加者來自曼哈
頓、皇后區、布碌崙、新澤西與長島等地數十間教會和
機構團體成員。他們當中，年紀最少的只有1�5個月大(手
抱嬰兒未計在內)，年紀最長的是�87歲；大家都穿著劃一
醒目的綠色�T恤，精神抖擻，為關懷社區而同走一程。

於步行之日，「關懷社區同走一程」已籌得的款項超過
十四萬元。但其後捐款陸續收到，至本刊截稿之日，總
數已衝破十八萬元大關。這包括在推動籌款期間所收到
的為使命中心的奉獻。

這次步行籌款的委員會主席陳梁惠嬋在開幕詞表示，

步行的目的是為籌建角聲使命中
心。建成之後的使命中心，將會
成為傳播福音的樞紐，亦是一個
提供文娛活動及關懷社區服務的
場所。中心內設有托兒服務、女
童軍、家庭福音營等，關懷每個
人生階段的家庭成員。雖然，步
行是足部運動，但若沒有身體其
他部份配合，是不能前進的。這
比喻我們在基督裡的各肢體，需
要彼此支持、互相協調，才能成
就神的旨意。

紐約州眾議員楊愛倫亦參與了這次
步行，她表示很高興能成為角聲的
一份子。她讚揚角聲的服務，深入
社會各個層，對制止家庭暴力，倡
導人性、道德都起到很好作用。她
又希望角聲使命中心能早日建成，
投入服務。其後，楊愛倫代表角聲
佈道團對這次活動支持者頒發感謝
狀怱。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感謝各界人
士及眾教會的弟兄姊妹支持。他表
示使命中心的加建工程即將進行。
由於工程耗資巨大，需款300萬
元，故此仍需努力籌募。角聲更重
要的使命，是抗衡不斷拆毀家庭的
邪惡勢力，這需要智慧和力量。對
角聲而言，前路可謂任重道遠，而
使命中心正擔任了重要的角色。他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一同走上關懷
社區之路。

有關這次「關懷社區，同走一程」
的短片及圖片，可瀏覽下列網址�: 
�w �w �w �. �y o u �t u �b e �. �c o �m �/
�w�a�t�ch�?v�=�Y�V�J�Y�w�X�8�Rr�A�M 及
�w�w�w�.�c�ch�c�.org�/�w�al�k

逾千人 開步走 
籌得超過18萬元

關懷社區 同走一程

主禮嘉主禮嘉賓齊齊爆破氣球，在這別開賓齊齊爆破氣球，在這別開賓齊齊爆破氣球，在這別開賓齊齊爆破氣球，在這別開
生面的開步禮後，步行立即開始生面的開步禮後，步行立即開始生面的開步禮後，步行立即開始。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獲團體籌款冠中華歸主紐約教會獲團體籌款冠中華歸主紐約教會獲團體籌款冠
軍。其隊員又得到個人籌款亞軍隊員又得到個人籌款亞軍隊員又得到個人籌款亞軍。

紐約州眾議員楊愛倫(左)代表紐約州眾議員楊愛倫(左)代表紐約州眾議員楊愛倫(左)代表紐約州眾議員楊愛倫(左)代表角角
聲頒贈感謝狀給支持機構。聲頒贈感謝狀給支持機構。聲頒贈感謝狀給支持機構。

............................................................................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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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使命中心的加建計劃仍在進行中，但情況似乎仍
未明朗，故我們已開始了各種聚會活動，並且預算在九
月左右開始使用為辦公用途。未來的工程將分開兩期進
行，如此，在經濟籌措方面較有把握。在過去兩個月
來，我們已舉辦多次活動，也有很美好成果。

籌款方面，這兩個月來，也有不錯的成績。四月廿八日
的籌款活動，共有一千一百
人參加，籌款方面，包括沒
有參加但寄來捐款者，已超
過十八萬美元。同工們在這
次行動中，雖然辛苦，但也
可以一同分享美好成果，十
分喜樂。能夠有這麼多人參
加，原因是有多處教會是由
牧師帶領參加支持，也有些
是弟兄姊妹在教會中積極組
團參加。其實，這次步行籌
款行動，最大收獲不單是籌
款結果，更是很多是第一次
參加支持角聲行列者。

至目前為止，300生命天
使，及各種籌款努力加起
來，共有奉獻收入五十二萬
元，認獻廿八萬元，合共為
八十萬元。

求主加力量有心認獻的弟兄
姊妹，有能力完成他們在神
面前的心願，並祝福那些甘
心奉獻者，讓他們力上加
力，手中滿有行善的力量。

53

角聲使命中心籌備積極
步行籌款結果令人振奮

................................................... 角聲總幹事勞伯祥牧師

謝謝！
這次步行籌款，不少機構及個人都出錢出力，玉成好事。
贊助�$�5�,�0�0�0者包括�:� � 聯合牛津健康保險、陳勝西醫、黃宗� � � � � 
澤廖壽儒註冊會計師樓、紐約勵馨家暴防治中心、鮑愛奇
會計師。
贊助�$�3�,�0�0�0者包括�:� �H�e�a�l�t�h� �F�i�r�s�t、國泰銀行、太子行。
另有以惠刊廣告及其他形式的支持者，基督教角聲佈道團
特此致上萬分謝意，願神厚厚祝福你們。

恭喜！
這次步行，角聲董事會主席李吳淑儀及總幹事勞伯祥牧
師，分別送出兩張及一張來回紐約香港機票，給予籌款最
高的三位同工。獲獎的，亦即籌款最多的三位同工，是總
會的許麗芳、龔妙玲，法拉盛的柳佳芬；恭喜恭喜。

角聲使命中心代禱事項
1�.為加建計劃禱告，求主加添建築師智慧能力，幫助我們早日完成工
程。我們的目標是建立一個有三十個居住單位，讓本團可以舉行各種
營會及宣教訓練，以及為日益發展的各地同工有會議及訓練的場所。

�2�.為早日完成300萬籌款目標禱告，求主興起300位生命天使，願意為
使命中心計劃而作出愛心奉獻。願意加添同工力量，在各種忙碌工作
同時，亦有力量逐步完成是項目標。

3�.謝謝角聲粵曲福音團契弟兄姊妹們出錢出力，六月九日在角聲使命
中心舉行福音粵劇義演。願主使用他們，藉他們祝福使命中心事工。

�4�.過去，主在紐約地區賜角聲幾處物業，現由於已購入角聲使命中
心，故這些物業需要出售，以減輕未來的經濟壓力，求主在這方面引
導，讓各方面得以順利進行，有美好結果。

�5�.同工們仍努力為未來的事工而作準備。求主賜他們智慧、負擔及信
心，讓他們遇到好機會，完成各項計劃。未來使命中心最重要的是尋
找能獨立工作，對家庭事工有負擔的同工；有佈道及教導恩賜，能與
北美教會聯繫，推動短期宣教人才訓練，及推動城市佈道 工作同工。

上圖：角聲董事會主席李吳淑儀(左二)、角聲董事會主席李吳淑儀(左二)、
總幹事勞伯祥牧師(右一)、副總幹事謝虹總幹事勞伯祥牧師(右一)、副總幹事謝虹
(左一)，都踏著輕快腳步，同走一程。(左一)，都踏著輕快腳步，同走一程。
下圖：大會為步行者安排了多項節目。下圖：大會為步行者安排了多項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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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回頭」的班員和一批工作人員，早上十點前就到達使命
中心。以後陸續有單位到達，排練唱和及企位。當日除美
德中樂小組七人外，共有10�8位「好漢」參加，都是自動
報名的，沒怱有一個是「迫上梁山」。成員分1�4組，來自
1�4間以上不同教會，還有些慕道「粵曲發燒友」。

演出的1�4組，每組都有自己特有的藝名，但都有一個韻
字尾，計有�:中韻、樂韻、恩韻、心韻、詩韻、蟬韻、天
韻、清韻、妙韻、歌韻、悠韻、情韻、今韻；最後大合
唱是「仙韻」。林百川老師在徇眾要求之下，唱出一首
「頌主作新詞」作為結束。雖然已經過了五時，很多人
仍在熱烈鼓掌，高叫「安哥」，真有欲罷不能，餘音繞
樑之韻。大合唱時因為人
多，把使命中心的大講壇有
限空間擠得水洩不通。我們
因事前怱沒有總排練，又怱沒有
指揮，怕「百人大匯唱」變
成「百鳥歸巢」；但感謝
主，神為我們成了大事！從
聽眾的掌聲，就知道大家的
努力已被眾人所悅納。美德
中樂組的出色伴奏，也帶來
一番美妙的「風韻」。後
來，有人問我那來這麼多「
韻」字尾的藝名，我笑對他
們說�:「我們還有很多韻味十
足的藝名正等待大家來組隊
哩！」

三月初，角聲中心的改建工程，因為圖則尚在等候批准
中，勞牧師希望能盡量利用這空檔時間，在使命中心舉行
一些大型活動。他問我角聲福音粵曲團契能否主辦大型聯
合演唱會。由於角聲中心的同工正在籌備數場大型籌款活
動，包括�4月�2�8日的「同走一程」步行籌款和九月在林肯
中心舉行的音樂會，實在再無餘力舉辦更多活動。我於是
與角聲福音粵曲團契負責小組商量。雖然時間短促，壓力
很大，對團契是一個很大的挑戰，但這也是神所賜的一個
特別機會。要成功，單靠團友齊心努力是不怱的，我們需要
有信心，有策劃，更需神的帶領和憐憫。

我們明白到角聲的需要，也明白神的心意，為角聲我們義
不容辭，為神我們更應搏命盡一分棉力；最後我們和勞
牧師商量，決定在�4月�21日舉辦一次「福音粵曲百人大合
唱」，作為推動角聲步行籌款的最後衝刺，同時給一些不
同教會的福音粵曲愛好者一個交流機會，有助福音粵曲事
工的推廣。

經過一個多月密鑼緊鼓的籌備，一切準備就緒，是日春光
明媚，陽光普照。聚會時間是下午二時至五時，但「新浪

福音粵曲百人匯唱

粵曲神韻響遍使命中心
..............................................角聲粵曲團契張悅道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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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福音粵曲團契曾經於五年前在中華公所演出「浪子回
頭」福音歌劇。那次演出很成功，飾浪子的甄美球，從此
成為粵劇界的知名人士。今次，我們將再接再勵，於今年
6月�9日在角聲使命中心演出「新浪子回頭」，為角聲使命
中心籌款。這劇題目中間的「再」字，是想提醒觀眾以前
曾演出的「浪子回頭」。

福音粵劇 6月9日公演

浪子再回頭

55

本文作者張悅道，以「福音粵曲百，以「福音粵曲百
人匯唱」為句首，寫成了這八句詩。人匯唱」為句首，寫成了這八句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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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子回頭」比五年前的「浪子回頭」的長度和曲目多
三倍，故事比較曲折多采；所有廿六首曲詞，都用小調，
不用邦黃，因此比較容易上口，也比較動聽。飾浪子的還
是甄美球，這是她第二次回頭；所以，「新浪子回頭」也
就是「浪子再回頭」了！希望藉著這劇，也會使很多浪
子，真正回頭轉向神的慈愛中。

舊的「浪子回頭」全劇只有四十分鐘，不到十首歌曲，故
事簡潔平穩，沒有描述浪子如何得分家產，也沒有講到他
實際怎樣墮落。「新浪子回頭」對這些細節有生動的交
待，包括浪子如何愛慕世界繁華、策動分家、計謀得逞，
然後懷著豪情壯志離家向外，謀求發展；但很快沉迷在花
花世界的各種引誘中，而花天酒地，放蕩形駭。怱怱五載之
後，浪子散盡錢財，往日美人投懷送抱，酒肉朋友阿諛諂
媚，如今各自遠走高飛，浪子落得慘淡收場…

當中配角，飾美女甲的楊秀英，是一位新加入演員，怱是一
個行家能手。戲份雖少，但每一舉手投足，維肖維妙，使
劇情表達，增加不少姿采。

因為時間迫速，要背要記的曲目很多，尤其是幾位主角，
都感到一種壓力；希望多為他們禱告，求神多添能力，讓
大家能面對前面的挑戰。打從三月三日開始，每週六上午
十時到下午五時，我們都在角聲總部五樓排演「新浪子回
頭」，風雨不改。一般是林百川老師和師母最早到，準
備好音響器材、茶水，然後演員陸續歸隊入班。初時幾位
新手，踫踫撞撞，容易出錯，有時引得大家啼笑皆非。但
林老師導演有其一套，嚴謹中帶著風趣，態度真誠，做事
認真，以身作則。他身兼編劇、導演之外，又飾慈父，竭
心盡力，備受愛戴，更可貴是演員中間，沒有任何爭競嫌
隙；彼此互動互勉，邊做邊笑，配搭融洽。每次排演各就
各位，興高采烈。身體雖然疲倦，心中怱有說不出的喜樂。
有時，排練欲罷不能，難以收場；有一次，拖延過了七
時，角聲大門鐵閘已被關上。我們想按掣開門，不料怱觸動
了警鐘，引來警察查看究竟。我們經過一番解釋，知非小
偷，才寧息一場驚動警察的誤會。

這次是為角聲使命中心改建籌款義演，希望能籌二萬元。
雖然角聲需要的是三百萬元，我們的籌款只屬杯水車薪，
但只要我們盡心盡力，神必記念那寡婦的兩個小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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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香港分會於今年3月31日，假播道會港福堂舉行了
親子佈道活動「童心紛Fun迎復活」。當日共有60多位
家長及小朋友前來參加，大部分是《號角月報》English 
Corner專欄的小讀者及其親友。(附右圖為部份參加者)

活動內容豐富精彩，透過詩歌、互動話劇及魔術，帶出
福音信息，讓參加者瞭解復活節
的真正意義；其後更有親子手工
製作的環節，除了讓各人的創意
得以發揮之外，更製造機會給他
們與家人合作完成作品，享受親
子樂。活動進行期間非常順利，
而且參加者十分投入，歡笑聲此
起彼落，各人盡興而回！

參加者中，有7位願意相信耶穌；
有6位雖未決定接受耶穌，但盼望
認識祂更多；另有1位願意重返教
會。盼望天父保守這些朋友在信仰
上繼續成長，滿有聖靈的果子。

我們謹向各協助者表達謝意，包括：播道會港福堂、傳音
多媒體、中華手工藝術國際交流協進會(香港)、李嘉琦先
生、雷普康先生、各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贊助禮物的天道
書樓有限公司及創世記設計製作等。願主賜福予你們！

童心紛Fun迎復活 
..........................................................香港角聲記者

Passion #7.indd36-37.indd   56-57 2007/5/13   �� 09:48:17



58 59

我們終於有家了！

我算甚麼，我的民算甚麼，竟能如此樂意奉獻。因為萬物

都從你而來，我們把從你而得的獻給你。(歷代志上29:14)

當我走進「餐福之家」，看見那漂亮的白色櫃子，美麗
的地毯，寬敞的空間，我的眼睛就濕潤了。神啊，你怎麼
有那麼大的恩典！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神給我們預備
的地方真是超乎我們的所求所想……

願意在餐福上有份
在角聲社區中心開辦之時，我們在屋克蘭成立了在東灣的
餐業團契。在那裏，有很多人信了耶穌。一天，有位鄺老
師跑來跟我說：「林大姐，我有個朋友在南灣，你能不能
在南灣開個餐館團契？」我順水推舟說：「好啊！」隔了
一個禮拜，鄺老師又來問我：「林大姐，你不是說要在南
灣開個餐館團契嗎？我的朋友在餐館打工，想去教會！」
他的問話使我很不好意思，馬上打電話給我的大學朋友
陳大鵬牧師，問他可不可以在南灣開一個餐館團契。他
說：「真好！」我心想他至少要跟執事會開會六個月才會
成形，這樣我就可以給鄺老師一個交代。沒想到，陳牧師
說：「太好了，要傳福音就快快開始吧！」這讓我有點手
足無措，本來想拖一拖，覺得自己時間不夠，不能去南灣
開始。但陳牧師又說：「下個月就開始吧！」我不知該怎
麼回答，只好硬著頭皮到南灣去了。這是我走入南灣，開
始餐館團契的第一件事情。

我們在佳音教會開始了餐館團契。不久之後，陳大鵬牧師
把我介紹給他的鄰居，「基督徒聚會」的鄭啟光牧師。鄭
牧師邀請我到他們教會，在主日崇拜時候分享。之後，鄭
牧師留我與他們一起進餐，同時想進一步瞭解我所做的工
作。未料，他跟我說：「Es�ther，我們願意在餐福事工上
有份，我們現在求主給我們一個更大的教會；如果神成就
了，我們願意分一個地方作你們的餐福事工中心！」我聽

................................角聲餐業福音使命團主任柳林慧中

在角聲餐福之家開幕禮在角聲餐福之家開幕禮上，餐
福使命團的成員高歌獻唱，把福使命團的成員高歌獻唱，把
榮耀歸與神。

了十分開心，也非常驚訝。我們一直盼望在全美國有個「
餐福之家」�-�-�- 一個為服務餐飲業的人設立的辦公室，沒
想到神這麼快就回應了我們的禱告！鄭牧師的一句「我們
願意在餐福事工上有份」，使我非常感動！

一次承諾� 歷盡千辛
自從「基督徒聚會」答應給我們一個地方之後，我們真是
歡喜快樂，天天籌備。由於市政府的手續和工程上的拖
延，使得鄭牧師他們歷經了許許多多的困難。他們為我們
承擔了許多責任和難處。在歷經兩年的艱辛之後，終於在
�2007 年的一月，鄭牧師交給了我中心的鑰匙，當時我們
真是喜極而泣、雀躍不已！

當拿到中心的鑰匙之後，我們
就以為我們的夢想成真了，但
沒想到，我們做了很多讓「基
督徒聚會」為難的事情，使他
們束手無策。在幾次開會、溝
通、瞭解之後，彼此產生了更
多的信任。「基督徒聚會」的
弟兄姐妹非常有愛心，他們十
分願意幫助餐福的工作和癌友
關懷網的工作在全美國擴展。

神差派天使
還有我們的裝修費用，在去年
的一次分享之後，神陸續差遣
許多美麗的天使，給我們帶來了一些奉獻，我們用這些奉
獻開始了裝修。在裝修的過程中，我們遇到了很多困難，
但其中發生的很多事情卻使我們感恩不已，永生難忘！

神陸續差派天使來到，首先要感謝的是李明儀姊妹和她的
母親。在去年的大使命宣教年會當中，我們認識了李明儀
姊妹。當主席宣佈「有誰願意參加餐廳探訪隊」時，沒想
到只有李明儀一位姐妹和�Levi一位弟兄，就這樣我們相識
了。相識之後，才知道明儀的家離現在的「餐福之家」只
有十分鐘的路程！明儀姐妹不斷地參與到餐福事工中來，

Passion #7.indd36-37.indd   58-59 2007/5/13   �� 09:48: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