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擴張你帳幕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

要限止；要放長你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

因為你要向左向右開展；你的後裔必得多國

為業，又使荒涼的城邑有人居住。

(以賽亞書54:2-3)

角聲遷進顯利街自置團址後，不單事工穩
定發展，在觀念思維，事工形態上也有了許
多的改變，或者說，是有了一些相當明顯
的，擴張性的不同。

觀念上的擴張
一九九零年，角聲首次在世界著名的卡內

基音樂廳舉行「關懷青少年音樂會」籌款音樂會。對於
角聲而言，這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因為我們是從「用
工作去介紹自己」的階段，進入了「與大眾分享佈道異
象，讓更多人加以參與佈道行列」的階段。前者是得著
本來認識角聲的弟兄姊妹的愛心支持，後者是讓更多本
來不認識的人也有機會參與。我相信很多人不是沒有支
持關懷佈道事工的心，而是他們不知道有什麼需要，及
如何支持。角聲既然走過了七年的信心工作之路，我們
認為是呼喚更多人投身奉獻行列的時候了。

那次音樂會，是專為建立上州角聲疊湖營地，讓社區青
少年有一個活動及思考信仰的地方而籌辦的。由於那是
一個十分「大自然」的營地，而且似乎有一段很長時間
空置了，所以需要一些的修建及購置方面的經費。

我們選用了那舉世知名，許多人夢寐以求的要在那裡獻
技的卡內基音樂廳，其中一個動機，是希望華人的基督
徒知道，我們也是可以很出色的。對於北美華人教會而
言，也可說是思維上的「擴展」。結果，我們不單完
成了籌建青少年中心的任務，我們也建立了一個事工

...............................................勞伯祥牧師

當年

90

擴張你帳幕之地

91

上圖：自1990年起，角聲己經在卡內基音樂上圖：自1990年起，角聲己經在卡內基音樂
廳舉行過四次大型音樂會。首次詣樂會是為廳舉行過四次大型音樂會。首次詣樂會是為
籌建角聲疊湖營地而舉行。籌建角聲疊湖營地而舉行。
下圖：當年角聲疊湖營地的標誌設計。下圖：當年角聲疊湖營地的標誌設計。下圖：當年角聲疊湖營地的標誌設計。

基準：靠主恩典，我們也可以做得很好的。事實上，那
次，我們聽到兩個來自未信者的難忘的評語：
1�.一位在卡內基音樂廳工作的人說：這個地方，從來沒有
見過坐滿了中國人。
2�.有來自中國的民運朋友說，這樣的場面，竟然沒有着重要
人物着在台上發表「講話」，實在是很難得的。

這些年來，我們已在這音樂廳舉行了四次音樂會，不單
在籌款上獲得了許多的支持，我們能夠讓許多一流的華
人基督徒音樂家在台上獻上自己的恩賜，實在是一件很
美好的事。當年的百人
聯合詩班的指揮是袁孝
殷姊妹，她才華橫溢；
也富有愛心，很樂意地
承擔了那重要的任務。
而今年，即十七年後，
她再一次拔「棒」相
助，同樣是完全義務地
擔任本團在今年九月八
日在林肯中心的音樂會
聯合詩班指揮。

境界上的擴張
初創《號角月報》時，是基於兩個很簡
單的想法：福音禾場那麼大，我們所做
的卻那麼少！需要一份報刊，去接觸社
區大眾，清楚的表達一個完整的基督徒
見証。事實上，雖然我們很努力工作，
但能夠經常接觸的青少年，也只是一百
幾十位；其他社區中眾也是一樣。這也
是思維上的擴展，但想不到，《號角》在以後竟成了角聲
在世界各地建立同樣事工的媒介。在談及着境界着上的擴展
時，這是不可不提及的重要因素。

加拿大號角的擴張
一九九一年，有幾個北美福音機構在侯斯頓中國教會舉
辦了一個福音會議，我們十分重視這個會議，故我與葉
啟明牧師、周道輝醫生聯袂前往。神在其中動了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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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醫生參加的文字工作小組的成員，竟鼓勵我們在全
北美發行《號角》。同時，在會後的午餐時段，來自多
倫多的韋祐銓弟兄就坐在我身旁，與我談起在多倫多出
版《號角》的可能性，他說他的太太是這方面人才，可
以協助出版。那次交談後的幾年間，主親自打開了許多
的門，我們先後在多倫多、羅省、三藩市、溫哥華、

波士頓、芝加哥、費城、
侯斯頓、達拉斯等地方建
立了角聲事工，或出版本
地版的號角月報。明顯
地，神成全了同工們那「
有華人的地方就有號角的
心志」，也藉這心志，讓
各地也建立了一個基督徒
關懷社區，領人歸主的見
証。

加拿大版《號角》是在九
二年四月開始發行的，但
在此之前，紐約同工已每
月從紐約運送大量《號
角》往多倫多。那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每程十多
個小時，多位紐約同工輪
留的執行這項任務；有時
是連夜空車趕回紐約，加
起來是二十多個小時的車
程。但多倫多的同工義
工們也很起勁，雖然當時
的《號角》，仍處於「黑
白」時代，而且是紐約運
過去的，卻仍然是很認真
推動。後來，在各方面成
形後，才逐漸發行加拿大
版《號角》。

韋邱佩芳姊妹是第一任行政主任，由於加拿大是另一個
國家，所以，我們成立了一個董事會，第一屆董事成員
是韋祐銓，李鄭玉珊、梁秀棟、孔祥炯、及我本人，主
編周簡艷珍是當然的成員。

加拿大同工對紐約總會事工也十分支持，今日的亞倫街角
聲大樓的招牌是由韋弟兄帶領同工及義工，在多倫多完成
後，帶來紐約，並親自放上的。由於有義工是專門人才，
所以他們特意作了這個奉獻。這種着情着到今日也是一樣，《
角聲情》的編輯工作是由他們奉獻支持的，同工們也是自
己為角聲使命中心的籌款作出奉獻。

羅省號角
的擴張
羅省分會是在同年五月開始發
行《號角》，並且籌備「角聲
閱覽中心」。先是袁宗鎏醫生
來紐約，與我談及希望羅省也
有角聲事工。後來，我趁返港
之便，經羅省與當地有同樣心
志的弟兄姊妹見面；探討成立
分會的可能性。但事實上，弟
兄姊妹已預備好了，那次，有
心參與工作的弟兄姊妹設晚飯
款待，剛有一桌的人數；而且
人人興高采烈，立刻著手進行
各方面工作。當時的主力是播
道會弟兄姊妹，也有陳肇新
醫生。他在角聲開始時已是
義工，並協助建立了電台福
音廣播事工，他成了首任的
策劃委員會主席，領導了初
期的拓荒工作。此外，我的
神學院同學，譚彭倚華姊妹
也是其中委員，後來，全家
支持了這頂事工，直至患癌
病時，仍勉力參與事奉。陳
國儀醫生也是由紐約往那邊
工作的，所以，很樂意成為
策劃委員。其他委員也包括袁宗鎏醫生、程國儀牧師、陳
華勳弟兄、劉漢杰醫生、唐伯佳弟兄等。而初期同工則有
曾予薇姊妹、唐陳美儀姊妹，黃秀卿姊妹。後來，周子森
牧師擔任行政主任，目前是策劃委員。

上圖：加拿大早期大部份董事合照。附小加拿大早期大部份董事合照。附小
圖為首任行政主任韋邱佩芳。圖為首任行政主任韋邱佩芳。
下圖：亞倫街角聲大樓的招牌是由韋祐銓下圖：亞倫街角聲大樓的招牌是由韋祐銓
在多倫多完成後，帶來紐約安裝的。在多倫多完成後，帶來紐約安裝的。

上下圖：羅省分會其他委員也包括袁宗鎏：羅省分會其他委員也包括袁宗鎏
醫生、程國儀牧師、陳華勳弟兄、劉漢杰醫生、程國儀牧師、陳華勳弟兄、劉漢杰
醫生、唐伯佳弟兄等。初期同工有曾予薇姊醫生、唐伯佳弟兄等。初期同工有曾予薇姊
妹、唐陳美儀姊妹，黃秀卿姊妹。周子森牧妹、唐陳美儀姊妹，黃秀卿姊妹。周子森牧
師(小圖)任行政主任，目前是策劃委員。師(小圖)任行政主任，目前是策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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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省教會人才鼎盛，而且都很有心傳福音，所以，事工
局面很快打開。角聲閱覽中心是同年十二月開幕。開幕
禮有七十人出席；包括多位教牧及教會領袖。在一個購
物中心的二樓，地方不大，但卻是很好的福音據點，可
以在廣場舉行文娛活動，及開始着角聲劇場着活動，今日的
羅省事工總監在當時，是重要的戶外活動的義工。

三藩市號角
的擴張
神的手繼續工作。某日，
三藩市的陳文龍弟兄來
訪，他很希望《號角》到
三藩市發行，並與他有參
與的《愛聲報》合併;但
我們認為兩者理念是不同
的，故着雙劍合壁着，互相幫
助反而更好。因為他的來
訪，三藩市分會在九三年
二月事工委員會正式成
立。主席是劉奕蓮姊妹、
成員包括彭浩弟兄、成國
平弟兄、陳潔霞姊妹、陳
嘉雲姊妹及劉楊順靈姊
妹。另策劃委員會有陳文
龍弟兄、羅裕康醫生、蕭
恩松弟兄、蔡宇銓醫生、
黃森泉牧師、蘇煜基長老。

三藩市角聲事工得以順利
展開，金巴崙長老會的助
力很大。這教會素有帶領
社區基層大眾信主的負
擔，對角聲事工也給予長
期支持，也因這緣故，作

為角聲三藩市事工主席的劉奕蓮姊妹在動員方面就較容易
了。後來，由於事工逐漸展開，支持的教會也逐漸增多。

其實，在發展三藩市事工之前，紐約總部的董事及同工
都有不同意見，因恐怕經濟及工作壓力，在加拿大事工

及羅省事工開始後，總部同工工作量已加重了不少。因
此，我們開始訂下一些事工發展原則，例如，本地的弟
兄姊妹要分擔事工費用，給回一定的製作費等等。回想
起來，角聲事工蒙恩，其中一個原因是：董事同工們雖
有不同意見，但基本思想是為福音的，所以，在有不同
意見時，那時，總會認真的找到最有利於事工的決定。
也由於上述所定的原則，
事工發展有了承託力，不
單開始了三藩市事工，後
來，也不斷的向前發展。

神手引領
的擴張
目前，所有地方，包括紐
約事工，都要從奉獻收入
中，撥出5�%作為發展基
金，這是一個共同守則，
這基金是為未來其他地區
發展，或新事工發展而
用。所以，角聲事工的順
利發展，除了董事及同工
同心合意之外，發展思維
及策略也是很重要的。

在以後的十幾年，角聲事工
已由北美地區，發展至歐洲
及南美。有關情況，將會繼
續在當年情中記述。但在述
說這些事的時候，我深深的
體會神的手在其中引導，因
為若非主在許多人心中動了
善工，人是無法做到什麼
的，即使勉強去做，勉強維
持，也很難有所發展。但這十多年來，看到各分會自動自
覺地工作，滿有神的恩惠與動力，我知道這是主自己的引
導。神的手在工作，不是為了發展一個機構，而是為了憐
憫各地方的人，什麼時候我們迷失了牧養圈外羊的方向，
這事工也會逐漸枯萎與消失。

上圖：當時的羅省角聲閱覽中心位處商：當時的羅省角聲閱覽中心位處商
場， 是理想的福音據點。場， 是理想的福音據點。
上圖：羅省角聲在商場裡舉行文娛活動，：羅省角聲在商場裡舉行文娛活動，
商場上下層都擠滿參觀者，十分熱鬧。商場上下層都擠滿參觀者，十分熱鬧。

上下圖上下圖：三藩市角聲於93年成立主席是：三藩市角聲於93年成立主席是：三藩市角聲於93年成立主席是
劉奕蓮、成員有彭浩、成國平、陳潔霞、劉奕蓮、成員有彭浩、成國平、陳潔霞、
陳嘉雲及劉楊順靈。另策劃委員會有陳文陳嘉雲及劉楊順靈。另策劃委員會有陳文
龍、羅裕康醫生、蕭恩松、蔡宇銓醫生、龍、羅裕康醫生、蕭恩松、蔡宇銓醫生、
黃森泉牧師、蘇煜基長老。黃森泉牧師、蘇煜基長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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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韜

看見封面那一串圓潤飽滿的葡萄，有否引起你垂涎欲
滴，要嘗嘗甜美的果子？

聖經裡提到葡萄的經文很多。大家都熟悉的其中一段，是
約翰福音15:5。耶穌說:「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
在我裏面的，我也常在他裏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基督
徒都希望可以成為多結果子的葡萄枝子。而每個投身事奉
行列的角聲人，更加會以「多結果子」為目標。

甚麼是「多」？一百個多不多？一千個多不多？也許不
多，但倒也不少。一千一百人，為著籌建角聲使命中心這

編輯
人語 結果子

同一目標而邁開大步；那浩蕩的行列是壯觀的。誠如角聲
人梁惠嬋說:「雖然，步行是足部運動，但若沒有身着體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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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0頁) 難得的是步行者彼此同心同道，期望角聲使命
中心早日落成，承擔家庭佈道、城市宣教、普世宣教的大
使命，拯救靈魂，多結果子。

栽在好土裡的葡萄，當然容易結出好果子。角聲疊湖營
地，就是一大片肥沃的福音土壤。來到這裡的人，不管青
少年、不管家庭、不管慕道朋友，都有機會接觸福音。疊
湖營地總監馮健康很認同這段說話:「帶著營友在營中生活
一星期，這一整個星期，每天與營友相對，你教他着們甚麼
都可以，向他着們說甚麼都以。」這不就是傳着福音的好機會
嗎？(第24頁) 所以，角聲疊湖營地並不單是一處康樂園
地，只提供健康活動，它更是一個福音園地，讓營友能領
受神的慈愛，得著神的救恩。而事實上，營地也結出了不
少福音果子，其中一些更成了為事奉的新一代。(第28頁)

關顧健康是重要的，但有病的人就要看醫生。本期另一
個專題介紹的羅省角聲醫療中心，就是一個關心大眾健
康，為貧苦大眾而服務的中心。讀著這些專題文章，由
「10着�.10�.着10的印証」、「順服裡的平安」以至「誰來實現
這夢想」(第4至19頁)的時候，我深深感受到神是如此真
實，如此確切。縱然醫療中心仍有一大段路要走，但我們
相信，在祂沒有難成的事。約翰福音15:4說:「你們要常
在我裏面，我也常在你們裏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
自己就不能結果子…」角聲人既常在祂裡面，醫療中心提
供全人關懷的夢想，必然實現；而醫療中心重視全人關顧 
，能多結果子，亦指日可待。

勞伯祥牧師這一期的當年情，寫的是「擴張你營幕之
地」。(第90頁) 他提到了《號角月報》在各地的發展，
縷述了蓽路藍縷的草創情景。今天，我們看見加拿大、三
藩市、羅省、以至香港的《號角月報》，日漸茁壯成長，
福音果效愈趨顯著，這不就是多結果子的明証嗎？

在約翰福音15:8中，耶穌又說:「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
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多結果子，叫神
得榮耀，這是你和我多麼佳美的一個終生目標啊！

54397

多

我是葡萄樹，

你們是枝子。

常在我裏面

的，我也常在

他裏面，這人

就多結果子… 

約翰福音1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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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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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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

奉獻支票抬頭請寫：CC�H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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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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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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