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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第五屆聯合事工主任會議，已於今年六月三日至六
日，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上圖)

來自美國東西中部州份、香港、加拿大東西省份的各地角
聲董事、策劃委員、事工主任及事工負責人等二十餘人，
首先於六月三日星期日晚上，出席加拿大角聲「號角感恩
十五年」的感恩晚會，一同見證十五年來，神在加拿大帶
領號角月報向前邁進，並賜下新辦公室的大能大恩。接下
來的兩天半，各地角聲代表即齊集在多倫多辛力加學院的
會議室，進行了早午晚密集式的會議。

每日早禱及敬拜之後，即開始進行會議議程。本屆會議的
項目，首天是各地角聲分會的事工報告，包括:加拿大、
南加州、三藩市、德州、休士頓、香港、紐約、費城、癌
友關懷網、羅省醫療中心、餐業福音、號角歐洲版、角聲
網上電台、中國兒童村等。 

各地代表圍繞著事工的「點、線、面」而作出報告。藉著

事工本身的「點」，與各地分會及社區連「線」不單作工
作連線，更作心靈連線，而達成最後「面」的成果。

次天會議，以行政事務為主，研討內容包括:角聲行政架
構、財政與預算、事工保險及責任問題、人事及福利、以
至退休計劃等。

本屆會議其中一個嶄新的討論事項，就是救災計劃的探
討，即是在遇上嚴重天災或其他災難時，角聲如何進行賑
災計劃，援助災民。這是角聲一項計劃中的最新事工， 
由來自加州的王慶元長老作出計劃建議，與會者熱烈討
論。

第三天的會議，則集中於角聲的事工計劃及未來發展。各
地代表都積極參與，分享心得與成果，並將各地獨特的環
境、不同需要作經驗交流；就彼此在各事奉崗位上的領受
和體會，亦有敞開的分享，使幾天的會議，有如華筵盛
宴，參與者都先得著飽足，各自在其事工領域中，更得著
幫助和鼓勵。

角聲事工主任聯合會議      多倫多舉行
..................................................................................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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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屆角聲聯合事工主任會議上，總幹事勞伯祥牧師指
出，各分會及事工過去半年都有所發展，他特別強調，角
聲事工可分為點、線、面三個方面，去看出這些事工對整
體角聲的意義：

點的所在
● 目前整體角聲的事工據點，是包括：紐約州(華埠、法
拉盛)、加拿大(多倫多、溫哥華) 、加州(羅省、三藩市、
奧克蘭、聖荷西)、德州(達拉斯、侯斯頓)、費城、香港、
中國(福建三明、未來有廣西及北京)。
● 號角月報專版小組及發行點包括：美國(芝加哥、波士
頓、佛州)、歐洲(英國、法國、荷蘭)、中南美(巴拿馬、
厄瓜多爾等地方)、以色列。
● 餐館人士關懷佈道據點 (有多處與本團保持密切聯繫，
由本團同工扶助成立的獨立事工)。
● 癌症關懷佈道及訓練  (為多處教會提供向病人的關懷
及佈道訓練，可以有策略性聯繫的點)。

而每個事工據點都在1.佈道、2.關懷社區、3.建立完整及
清晰的基督徒見証。

事工發展的點.線.面

線的形成
● 餐館事工同工正在多處建立餐館佈道點，同時讓各獨
立的餐館團契成為一個佈道支援網。
● 癌症關懷佈道事工在各教會中放下許多線，可逐步建
立一個向病者關係佈道的網
● 紐約學生福音事工的同工亦聯繫各大學團契，或支持
建立新團契，也將成為一個佈道網。
● 紐約粵曲福音團契成員分散在各教會，粵曲小組的組
成，與角聲有密切關係，並給予支援。
● 紐約青少年事工的導師來自各教會，部份事工及活動
與眾教會合作，逐步形成網狀發展。
● 自閉症關懷、單親、護理員等事工，均與不同教會合
作發展，有機會建立網狀發展。
● 中國兒童事工亦是與其他機構合作，目前是華恩基金
會，將來可與更多機構合作
● 與勵馨基金合作產生了獨立但密切合作的紐約勵韾防
暴中心，這是專業事工的發展模式。
● 角聲使命中心更將刻意聯繫北美郊區教會，與他們連
線，將資源引入城市，及其他禾場。

面的目標
當點的事工成為一個有能量的事工時，這點就可以逐漸擴
大，佔有更廣的面。同時，若能將有成效的事工帶給教
會，給予支援，如此，線也形成了。而當我
們與許多教會發展同樣事工時，那將是一
種點、線、面不斷延伸的情況。而這樣，
就能逐步達到福音遍傳，多人歸主，在社
區中建立整全的基督徒見証目標了。

勞牧師認為當確認影響深遠的整體目
標。角聲必須一同放眼於一個更大
的遠景，並且彼此相助，一同
開發資源，以達成這目標。
求主幫助角聲同人善用目
前的機會，服事這個世
代，並為未來的世代
預備道路。

..................................................................................韋子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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踴躍參加音樂會‧積極建使命中心

角聲使命中心
Herald Mission Center
156-03 Horace Harding Expressway,Flushing, NY 11367, USA

「角聲使命中心」，是基督教角聲佈道團未來的「夢工場」，它將成
為福音策略的中樞，為關懷社區、家庭事工、城市佈道及普世宣教開
創新局：

‧提供文娛活動及關懷服務場所，豐富社區文化生活，讓各界人士得  
  著愛心關懷。
‧從托兒服務、女童軍、家庭福音營開始，關懷每個人生階段的家庭
  成員。
‧引進郊區教會的人力、物力資源，為城市佈道帶來一番新景象。
‧設立普世宣教異象專區，讓人看到各地禾場的需要，鼓勵更多人投
  身普世宣教。

「角聲使命中心」急需籌募建設及事工經費，敬請弟兄姊妹踴躍支持！
詳情可致電：(212)334-2033分機1503；或電郵：revlo@cchc.org向
勞伯祥牧師查詢。

袁孝殷女士指揮150人大詩班及40人室內管弦樂團
獻唱古今中外名曲，包括著名音樂大師

莫扎特、黃安倫、金希文、蕭泰然的經典創作。

2007年9月8日（星期六）晚上八時正

Saturday, September 8th, 2007 at 8 PM

林肯中心──艾莉‧費雪音樂廳
Avery Fisher Hall at Lincoln Center

10 Lincoln Center Plaza, New York, NY 10023

票價 Tickets
$650 (榮譽券Sponsorship), $125, $100, $85, $70, $50 and $30.

訂票熱線 Ticket Hotline
  212.334.2033 ext.1201 / 718.321.1030 ext.14
非辦公時間熱線 After Hour Hotline
  646.331.7067

節目如有更改，恕不另行通知。Program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further notice.

售票處 Ticket Outlets 
曼哈頓區 Manhattan

角聲書室
Herald Bookstore
48 Allen Street, 2/F, New York, NY 10002
(212)334-2033 x1201

皇后區 Queens

法拉盛角聲中心
Flushing Herald Center
39-07 Prince Street, 4J, Flushing, NY 11354
(718)321-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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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是個大家庭，就以紐約總會來說，全職同工四十多
位，加上來來往往的義工，人丁興旺，好像《紅樓夢》的
「大觀園」；而且事工眾多，若沒有行政部的支持，如何
能正常運作？幸而大家庭裏有位大管家，她全心全意事奉
主，任勞任怨服務人，讓同工們在和諧、愉快的氣氛下事
奉。她，就是角聲的行政部主任龔妙玲姊妹，大家喜愛的
「�Mary姐」。

父母掌珠 天父女兒
�Mary是廣東開平縣人，還在襁褓之中，已隨父母遷居香
港。小學仍未畢業，她又舉家移民紐約，但這段飄泊的生
涯，沒有在樂觀的�Mary心中，留下苦澀的痕跡，她只覺
得那裏有父母的同在，那裏就有溫暖的家。她有兩兄一
弟，是家中的獨女，深得父母的寵愛。

�Mary感恩地說：「我生活在小康之家，一向無憂無慮，

...............................................角聲副總幹事周簡艷珍角聲副總幹事周簡艷珍

如聖經中的拿但業

是角聲裡的大管家

那真是神的恩典！」�Mary凡事感恩，那是她喜樂的秘
訣。她並非出生於基督教家庭，她是怎樣信主的？

「大約在小學時期吧，那時紐約的公立學校，逢星期三下
午兩點鐘，都有宗教時間(�Religion �Release �Time)，讓
學生們參加宗教活動。那時我移民不久，英語還不夠純
熟，很怕留在學校，面對只說英語的老師。於是跟著中國
同學去教會，就這樣耳濡目染，很自然便信了耶穌。我知
道耶穌愛我，為洗淨我的罪而死在十字架上；我知道自己
不完全，我需要耶穌的救恩，就這樣，我決志信了耶穌，
在中華純正浸信會受了洗。」

她信主的過程，也像她的生活一樣無風無浪。但我們
從她的生命行為可以看
見，她信得單純、信得
真誠；其實，虔誠的信
仰出自內心，並不一定
需要有轟轟烈烈的經
歷。

鍾情角聲
永不言悔
我第一次認識�Mary，是
在角聲某個同工、義工
操練營，她圓圓的臉上
帶著甜甜的笑容，充滿
了喜樂、親和的形象。
那時她是華埠家庭服務
中心的主任，職高薪厚，到底後來為甚麼會投身角聲？

「若不是為了有更多機會傳福音，我是不會加入角聲的。
我從前的工作，比角聲自在得多了。」�Mary坦率說。

服務人群，是她大學畢業後日常的工作。從前在華埠家庭
服務中心，她做了五年的健康教育專員；七年的中心主
任，在社區的接觸面十分廣闊；但角聲有個令她鍾情的優
厚條件，就是讓她可以自由地傳福音。所以十五年前，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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龔龔妙玲是角聲大家庭裡的好管家，把行政妙玲是角聲大家庭裡的好管家，把行政妙玲是角聲大家庭裡的好管家，把行政
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令同工們在和諧的事務處理得井井有條，令同工們在和諧的
氣氛下愉快事奉。

如聖經中的拿但業如聖經中的拿但業

龔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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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教養兒童，使他走當行的路，就是到老也不偏
離。』帶領小孩子歸主，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小孩子天
真可愛，與他們一起，讓自己也變得年輕，真的很開心
呢！」�Mary說。

然而，她那來這許多精神體力？

�Mary心懷感恩，說：「我很感謝主！因為單身沒有
家累，又有位好媽媽，我下班回家，她已為我煮好飯
菜，不用管家事，自然可以多些時間事奉主啦！」看到
�Mary每天精力充沛，歡喜快樂地事奉主，就知道「世上
只有媽媽好。」

盼望角聲
更專業化 
當她被問及，對角聲的未
來有甚麼期望時，她語重
心長地說：「我盼望角聲
的事工，將來更專業化，
例如我們的社區部，就需
要更多專業社工的投入，
因為紐約華埠是個新移民
聚居的社區，服務的需要
只有增加、不會減少。但
願更多有志於傳福音的社
工，投身角聲事奉，使工
作做得更好。此外，我們
的行政部，也需要更多專
業管理人才，我呼籲有志獻身事奉的弟兄姊妹，加入角
聲的大家庭！」

與�Mary共事十五年，若要以幾句話形容她，我會說：「
�Mary像聖經中的拿但業，坦率真誠，心裏沒有詭詐，而
且心地善良。當然，忠心是她最大的優點。我想，將來
主一定會稱讚她說，妳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婢女，請來與
我一同坐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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拋開一切世俗的觀念，全情投入角聲的懷抱。

當時的角聲，只是個有三層樓宇，十多位同工的小福音
機構，她管理起來，自然得心應手。但這十多年來，角
聲像發酵的麵團一樣膨脹起來，除了紐約總會有三個會
址，在世界各地還有分會、分部。總會行政部人丁單
薄，很難追上這迅速增長的需要，以及行政部的工作，
包括行政管理、財政、各式文件處理、政府事務、大廈
管理與角聲總務……

小至請人來修理水龍頭、大至處理購買團址，申請政
府登記等等，大大小小的事情，數也數不清。幸得

�Mary樂意不辭勞苦大力
支撐，不只承擔行政部
主管的工作，還成了「
百搭」同工，如社區部
接待處、翻譯員人手不
足，她還得臨時補缺；
本位的工作，就只好加
班 去 做 。 有 時 我 真 擔
心，若她累倒了，角聲
沒有這位大管家，真不
知怎麼辦？

抓緊機會
領人歸主
對於這些「疲勞轟炸」，
很少聽到�Mary抱怨，只

是工作排山倒海，她如何有時間去傳福音？那豈不是有
違當初的心願？

其實，若有心去傳福音，是任何環境都不受阻撓的。
�Mary在繁忙的角聲事奉中，仍抓緊每個機會，如積極參
加星期二的「福音茶座」，星期四的粵曲小組；在教會
參予團契、主日學的事奉……

「我在教會教兒童主日學，已經二十多年了，聖經

龔妙玲(左一)把握每一個事奉機會，又參妙玲(左一)把握每一個事奉機會，又參妙玲(左一)把握每一個事奉機會，又參
加粵曲小組，透過典雅的樂曲傳揚福音。加粵曲小組，透過典雅的樂曲傳揚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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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y對角聲有不可言喻的深厚感情。她盼聲有不可言喻的深厚感情。她盼
望角聲的事工，將來更專業化，並希望有望角聲的事工，將來更專業化，並希望有
志事奉的弟兄姊妹加入，同作主工。志事奉的弟兄姊妹加入，同作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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