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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擴展加東版及加西版編輯部，增闢版面，採訪更多教
會見証、基督教及社區消息。
● 製作號角精裝版，供世界各地宣教工場使用。

�2�.福音外展  
● 舉辦「號角立體版」聚會，將《號角》見證現場化。
● 舉辦《號角》專題論壇，讓作者與讀者直接交流。

�3�.編製刊物�   
● 加拿大角聲曾出版多本單行本�(下圖�)，未來將編印更多
《號角》見証集及專題文集。

�4�.電台發展�  
● 協助「角聲24小時網上電台」製作見証、訪問系列、
專題論壇等節目。

�5�.網頁發展� � �   
● 《號角》加東版現已上網，未來將會強化網上《號角》
版面及內容。

�6�.人才招募�/培訓� 
● 舉辦過「文字聖工」寫作講座及研討會。
● 招募編採人才，以加強《號角》人力資源。

使徒保羅說:「凡我所行的，都是為福音的緣故，為要與人
同得這福音的好處。」(哥林多前書�9:23) 加拿大角聲也是
懷著同一信念。願神帶領在前，為福音打美好的仗。懇請
您記念加拿大角聲事工發展的需要，給予支持代禱。

有人靠車，有人靠馬，但我們要提到耶和華我們神的名。

(詩篇20:7)

�611，六月十一日，對我們來說，確是別具意義。

去年的611，我們首次舉辦《號角》異象分享及籌款晚
宴，披露了加捷大角聲急需在多倫多購買辦公室的意
願。一個多月後，神把一個理想的地方賜下，樓價是
323�,000加元。在過去多個月來，我們得到教會和信徒的
奉獻支持，欠款數目逐月遞減。

今年的611，在神奇妙的安排下，恰好就在這同一個日
子，我們達成了三十二萬三千元的籌款目標！

六一一別具意義
今年年六月十一日的早晨，我在辦公室接聽了一個素未謀
面的姊妹來電。放下話筒，我按捺不住，哭了起來，那是
感恩的淚水！隨即，我連哭帶笑的向同工們報喜：「有一

從  ...
到...

的神蹟的神蹟的神蹟的神蹟的神蹟

$323,000

  ......0

..........................................加拿大號角主編李鄭玉珊

加拿大
週年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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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支持者說，願意一筆過奉獻號角購址所欠的餘數（即
二萬三千零四十六元），好讓我們不用再為這件事而操
心……而且支票已經付寄了。」我們無話可說，除了驚
嘆神的作為外，只有向那獨行奇事的神，就是引領這事
工的神，獻上讚美。

過了一會，另有一位弟兄到訪。他劈頭就告訴我：剛失
去工作，沒有收入，但卻受神的感動要來奉獻。這位弟
兄原來曾於前一夜，出席了號角十五周年感恩晚宴（國
語組）。他也許是聽了我們的分享，覺得需要支持這事
工，所以急不及待就跑上來。我勸說：「既然這樣，不
用急著奉獻，待找回工作再支持吧。」弟兄堅持，拿出
支票簿來，說：「我從來沒開過支票，請代填寫……」

然後，從他手上接過一張五
十元的支票，是他開出的第
一張支票，猶如初熟的果
子，散發著香氣。

那一刻，我十分激動，是他
全傾的表現叫我受到鼓勵。
他的五十元奉獻，與奉獻二
萬多元的喜訊，同樣叫我心
中激盪。我偷偷拭去眼角的
淚水，默默向神作了一個禱
告：「在你眼中，凡是真心
獻上的，都蒙你的悅納；但
願你賜福給每一個與我們同
工的信徒，也求神加添我們
的智慧和力量，盡心、盡
意、盡力去為福音而努力。」  

驚喜交集購新址
去年的「六一一」，我們第一次舉辦了一個異象分享及
籌款晚宴，在會中向七百位出席的信徒，首次披露了號
角急需購買辦公室的意願。當時，構想中的一切，只是
空中樓閣，並沒有實際現成的地方在手；感謝神，感動
了人心，當晚為購址的需要，也收集了好幾萬元。過了
不久，神真的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十分合用的單位，也就
是我們的現址。七月中確定業主願意以三十二萬三千元

售予我們，成交日期延至九月初。聞訊後，驚喜交集。
喜的是，神終於賜下了地方。驚的是，錢從何來？號角
經常入不敷支，那有能力去支付這樓價？雖然已籌得幾
萬元，但仍欠二十八萬元！

期間，同工們一面多番祈禱，甚至禁食禱告，尋求神認同
的印證；另一面也開始為籌集這筆鉅款而張羅。首先，在
八月出版的《號角月報》加東及加西版上作出呼籲。我
們以二百八十元為一個單位，誠邀一千位弟兄姊妹奉獻支
持，目標是籌足二十八萬元。但要在短短兩個月內，籌足
這筆錢根本是無可能的。嘗試向銀行借貸，也是失望而
回，不批的理由是，號角不但全無恆產抵押，而且每月的
賬目都是負數。除了仰賴神之外，我們別無他法。

恰好一年
清欠款
沒想到，神首先差派一位居於
渥太華的陌生弟兄出手相助。
他答應先墊借二十八萬元，為
期一個月，好讓能完成交易；
就這樣，我們便如期在九月初
收樓。期間，神感動了不少教
會及信徒作出回應；及至九月
中旬，從四面八方寄來的購址
奉獻金，已有十二萬元；加上
同工們向家人及親友借貸合共
十六萬，��足二十八萬元，先清
還第一筆借款給貸款的弟兄。
十月中，神又透過加西版號角的呼籲，感動另一位在卡
加里的弟兄，願意免息借出十六萬元（當時的欠數），
為期一年，以應燃眉之急。另一方面，我們仍在《號
角》繼續呼籲奉獻支持，以致欠款數日逐月遞減。

感謝神奇妙的供應，及至今年六月，也就是在我們舉行
十五周年感恩晚宴前，購址的欠款數目只餘下二萬三千
多元。沒想到，神的賜予叫人心中讚歎，就在今年的「
六一一」，透過那位姊妹的擺上，叫所有的欠款可以全
數清還。從去年六月至今，恰好一年，購址籌募工作已

加拿大
週年15

加拿大號角月報主編李鄭玉珊加拿大號角月報主編李鄭玉珊加拿大號角月報主編李鄭玉珊，見證，見證
神在購置新辦公室的事上，所施行神在購置新辦公室的事上，所施行
的神蹟奇事。

加拿大角聲辦公室的裝修加拿大角聲辦公室的裝修加拿大角聲辦公室的裝修，有賴不少，有賴不少
弟兄姊妹義務幫忙弟兄姊妹義務幫忙。才能以最低的費
用完成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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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的四卷福音書中，都記載著耶
穌所行的一件神蹟：以五餅二魚餵飽五
千人，當中婦人和孩子的數目尚未計算
在內 (馬太福音14：13-21；馬可福音6：
30-44；路加福音�9：10-17；約翰福音6：1-
14) 這有可能嗎？我的答案是肯定的——皆因號角
為新辦公室所舉辦的籌款活動，便讓我親身經歷從欠缺
到豐足有餘的神蹟！

當時，耶穌的門徒面對幾千人肚腹的問題，真是一籌莫
展。後來，門徒之一的安得烈，雖找到一名願意獻上所有
(五餅二魚)的小孩，他卻自言：「拿來分給這許多人又算甚
麼呢？」(約翰福音6：�9)正如初時，我們面對租約期滿，
前路茫茫，自問區區幾名同工，無財無勢，可以作甚麼
呢？我們可作的唯有倚靠神。縱使我們的力量微小如那五
餅二魚，祇是抱著小孩般單純的信心，沒有用人以為精密
的頭腦智慧去計算可能性，默默地將一切呈獻給神，只求
神悅納、等待祂「出手」。一班同工齊心的處理日常工作
外，還清理、打點所有搬遷入伙的事宜，亦經常與義工日
以繼夜的作工，不但毫無怨言，反是喜樂盈盈地去幹。

果然，神悅納小孩的奉獻，不獨叫數千人盡情的吃飽，
還剩下十二滿籃的食物；神也照樣悅納我們完全的擺
上——讓很多義工默默地參與、大家集體地經歷神蹟奇
事的喜樂；神更彰顯在祂裡面並沒有難成的事。回顧整
件購址事宜，神賜給我們的恩典，又豈是十二個籃子足
以盛載！我只有感恩不盡，享受神賜下豐盛的祝福之
餘，更要努力做好神的工作。

完滿結束。這完全是神的厚賜，我們只有俯伏低頭敬拜。 

從無到有顯神蹟

在整件事上，神給我們清楚看見： 
● 神是使無變有，使不可能變成可能的大能者；祂說有
就有，命立就立。信實的神，讓我們親歷了這個從0到
323�,000的神蹟。
● 禱告的力量是大的----整個團隊、每一位同工同心合意
獻上的禱告，是神所喜悅的。縱然大家的性格不同，處事
的方式有異，但在神的「一」裏面，我們就能合一。當我
們彼此之間有合一的事奉心志，神就悅納和祝福。
● 完全不是人的情面----上述提及那幾位以大額金錢拔刀
相助的，全都是素未謀面的弟兄姊妹。這完全不是人的情
面，乃是神動了善工，以致他們樂意大力支持。
● 眾多同路人參與予----號角月報是眾聖徒合一見證的表
彰，因此在這次購址的事上，神就招聚了祂的兒女一同投
入支援行列。除多倫多、渥太華、滿地可等加東地區的教
會和信徒外，我們更收到好些從加西各地寄來的奉獻，叫
我們感動不已，求神親自報答他們。

對於神的認同、教會的支持、信徒的參與，我們只有衷心
銘謝，並承諾竭盡所能，以回報神及人對我們的恩情。計
劃中，《號角月報》前面有很多要開展的事工，仍要大家
在禱告中，在金錢上繼續支持我們。榮耀歸神！

(下圖:加拿大角聲全體同工及董事，都為購址完成而感恩。)

行政主任趙志翠:

神悅納我們的擺上

加拿大
週年15加拿大加拿大加拿大

購址經歷神恩滿載
同工見證說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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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過去一年的購址事件裡，神好像
一位滿有耐性的「師傅」，帶領我這個

空具頭腦上聖經的知識，卻缺乏實習的「
學徒」，學曉了一套完整的功課：

(一) 先尋求神的旨意：舊辦公室的租約早已期滿，業主
很寬容地讓我們繼續租用，直到覓得新地方為止。對於前
路何去何從：留在原址、租用其他地方、還是購買新辦事
處…都可謂毫無頭緒。雖然我們的人力及資源非常有限，
但深信若出於神的旨意，祂一定會帶領和供應，於是一眾
同工懇切的向神祈求及要求印證。

(二) 神賜人合一的心：當我們認定這是神的旨意，該按祂
的心意而行時，祂便賜給同工和義工們合一的心志，盡力
籌款，例如廣邀親友參加異象分享兼籌款晚宴、出錢出力
支持義賣會、賣掉退休儲蓄金(RRSP)集資、向親友借貸
等。及至購入新址要加以裝修時，縱然大家的意見不一，
但經商討後都能達成共識，分工合作粉飾這個新的家。

(三) 甘心樂意的參與：由尋找地方，到今天我們已在自
購的辦事處作工，實非寥寥幾名同工可以成事，還有賴我
們及義工的家人、親友、弟兄姊妹等互相合作、彼此分
擔。整個購址的過程緊湊，不過大家都經歷到箇中的喜
樂、滿足、神豐足的恩典，而且恩上加恩。

(四) 萬事都互相效力：神感動愛祂的人 (同工、義工、讀
者、奉獻者等)有錢出錢、有力出力(恩賜、才幹)，最終
還是叫愛神的人得益處。沒有多人在各方面的付出，便沒
有今天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的成果。

神藉購址一事，切實地教導我「那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
工」的功課；並牽著我踏遍整個的過程，好叫我知道以後
的事工，都根據此模式去實行。「耶和華阿，你一切所造
的都要稱謝你。你的聖民也要稱頌你，傳說你國的榮耀，
談論你的大能，好叫世人知道你大能的作為，並你國度威
嚴的榮耀。你的國是永遠的國。你執掌的權柄，存到萬
代。」(詩篇145：10-13)

會計王陳華芳:

學曉一套完整功課

加拿大
週年15

經濟狀況並不太好的加拿大角聲，購
置了新辦公室，卻在一年間，把所有款
項全部付清，實在讓我看見神的恩典；好像
約書亞記23:3：「耶和華你們的神因你們的緣
故向那些國所行的一切事，你們親眼看見了，因那為你
們爭戰的是耶和華你們的神。」我們親眼看見，是神成
就了這件美事。 
 
「量入為出」、「量力而行」，相信大家都聽過，也會
認可。按常規，人本來行事都是根據自身條件來規劃、
安排。加拿大角聲偏偏打破常規，「自不量力」，在一
無所有的情形下，要購置自己的辦公室。當時，心裏惴
惴的，說真的，壓力真是不小。但基督徒與世人最大的
區別，就是會仰望為我們信心創始成終的耶穌基督。

世人做事，是仰賴自己的才華、能力、權勢和錢財；我
們仰賴的是創造天地萬物的神。角聲沒有錢，但角聲有
神；角聲的幾個同工做不了什麼，但可以同心禱告；角
聲沒有多少人，但角聲有千千萬萬的弟兄姊妹……就這
樣大家一起仰望、感謝、祈求，同心禱告、恒切禱告、
禁食禱告……正如腓立比書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
凡事借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
心懷意念。」當我們一起來同心合一地定睛在主身上的
時候，心裏便滿了平安和喜樂。

感謝主，我們的神是信實的，祂是聽禱告的神！當你尋
求並遵行祂的旨意，祂必指引並成就。透過這樣的祈求
和感謝，我們清楚神的旨意，更加信靠祂。我們也看到
神與我們同在，我們不再膽怯，還看到神興起眾多的
弟兄姊妹幫助我們，我們不再孤單……親身有這樣的經
歷，真的讓我很感恩。因為無論從對神的認識上，還是
生命的長進上，甚至靈性上都有很大的提升，同時也對
禱告有更深的認識和理解，更堅定了我用文字服事主、
傳福音的心志。感謝主，榮耀歸神！

記者/總務孫建民:

信靠他的人必不至
於羞愧

37

Passion #8.indd   36-37 2007/7/15   �� 11:18:14



我們剛剛渡過加東號角十五週年的感
恩會。其實，去年六月，我們才進行第

一次的購址籌款。感謝神，籌款晚宴過
後，已有了首期的金額，但是要購置的辦公

室將在哪兒呢？我們全不知道。於是求問神，祂
就為我們預備：在兩個月之內，不但有了辦公室的新址，
而且也得以正式成交及收樓；神的作為真是奇妙。

接著，在六個星期裡面，神為我們招聚了各類型的裝修
師傅，義務為我們作裝修(他們只收回材料費)。此外，
又安排了兩位天使般的義工，差不多全職地，替我們把
物件收拾妥當，放置箱內，以便搬運… 眼前所發生的一
切，仿似快鏡一樣飛快閃過。

遷入新辦公室的第一個星期，我們遇到了上網和電話網絡
上的障礙，以致跟外界「隔絕」了整整一週。但神卻仍然
為我們安排了足夠的廣告，該期的《號角月報》也能如期
出版，感謝神！

在短短一年內，神為我們籌足全數的款項，怎能不感恩？
既然神預備這一切，深信必定有其心意。在親身經歷神的
恩典當中，令我切實的感覺到：

(一) 須作反省：自問「祂是否你所深知的神？」又「我
對我所認識的神有甚麼新的體會和領悟？」

(二) 互相配合：若作進一步回應的話，嘗試用不同的廣
角鏡，細看我們各人該如何準備，以迎接神將來使用這個
事工。我相信在架構上，要更有系統；在不同的部門上，
該互相調較；在工作崗位上，需加添新血。

(三) 獻上最好：要是工作分配合宜，我們各盡所長、緊
守崗位，便可有效地將事工推動得更好。

但願我們能將最好的獻上，建立一支有力的「號角」團
隊，去事奉神及服務社區！

廣告/發行陳翠紅:

將最好的獻上

加拿大
週年15

在神奇妙的引領下，我自2002年初開
始加入加拿大號角。一直以來覺得能有份
參與號角的事工，不單是自己的榮幸，也是
一個難得的見證，因當中經歷了不少神的恩典。雖
然加拿大號角處於人手及財政不足的情況，卻愈見神恩
手的作為，令我屢次深感成事在神，並非倚靠人的勢力
或才能。聖經所言甚是：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神
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路。

由籌備購址到正式使用，每位同工都異口同聲地認定，
我們體驗了一次又一次的信心之旅：由最初不肯定自置
辦公室的可行性，到向神求問，及至不斷地看見神豐足
的供應及大能的帶領。同一時間，自己的心路歷程也由
忐忑不安、繼而半信半疑，到愈戰愈勇…透過是次購址
的事工，教我學會人的計算難以跟神的意念匹敵，人以
為無可能的時候，神卻為我們開了通達的道路！

(下圖:加拿大角聲合唱團為十五週年感恩聚會獻詩。)

美術設計鄺錢月儀:

體驗了一次又一次
的信心之旅

要因他大能的

作為讚美他，

按著他極美的

大德讚美他！

詩篇1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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