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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月三日晚上，是加拿大角聲分會《號角月報》慶祝十
五週年的晚宴聚會。這晚上是我一生中一個難以用筆墨來
形容的歡欣晚上；我夫婦兩獲頒發了一個「最佳拍檔」獎
盃。�(上圖�)

當時，這個獎盃彷如一個來自天上父神的獎賞一樣，讓我
在事後的整個星期裡，心情思緒都一直迴響著領獎的情
況，腦海中不斷的反覆思想，到底我這個卑微的小子，如
何能配得領這個如屬天而來的榮耀呢？終於，我悟出了五
大原因，願與大家分享。

1. 九二年二月，是我夫婦兩蒙恩得救的日子，決志後嘗
到了福音的好處，定意將福音傳揚。無奈本身學識淺薄，
不懂言也不識寫，唯願神也能使用。同年四月份，第一時
間接觸了第一份在加拿大出版的《號角月報》，對它愛不
釋手。當下決心將《號角月報》到處派發，從街坊鄰居開
始，後來到市場、診所。就這樣月復月、年復年；在風雨
不能阻，環境不能攔的情況下，竟與《號角》同行了十五
年。感謝神的恩賜和悅納。

2. 十五年來，派發工作從小埠到大多市。工作進程不是
無困難，身體力量不是無軟弱，然而，十五年的派發工作

卻絲毫沒有停頓，迫切的心也絲毫未被沖擊。多謝我的至
愛妻兒，十五年來不離不棄地支持和鼓勵，與我同心、同
步、同工。

3. 我出生於一個窮困家庭，自小得不到足夠的學習條
件，所以不懂言也不懂寫，多謝號角同工們的體諒和寬，
沒有給我任何的壓力去進行我的派報工作，並給我足夠的
空間去發揮我的所能，多謝同工們。

�4. 十年前，我轉換了工作環境，新公司規定每星期需工
作六天。我祈禱，憑著信心坦然向老闆請求，每月第一個
週六請假。老闆知道我是無薪義務派發福音報紙，他就欣
然答應。縱然十年來常掙扎於週六工作的安排和分配，同
事為難，但靠著主的恩典，都不成問題了。多謝老闆對我
的看重和肯定。

5. 我妻子因為健康方面的限
制，不能工作，家中只有我單
收入，因此生活條件有限，多
年來，都只能應付各種基本所
需。

去年，我們的車輛終於用盡
了，必須要換車，這問題一
直帶給我們很多矛盾和苦
惱。過往我們用的是小型客
貨車，載運各方面都很方
便，現在基於經濟條件的局
限，我們只得換部小汽車。
然而這便會影響《號角》報
紙數量的載運和派發(每月約
三千多份)。

就在此時，教會一對李弟兄夫婦有感動，欣然將他們的一
部價值八千元的小型客貨車贈送給我們。當時他們不知道
我們的需要，但不早也不遲，不多也不少。感謝神的信實
偉大，多謝李弟兄夫婦的愛心和擺上。

天父啊，感謝讓我這個小子在偉大的聖工上有份，賜我這
榮耀的獎盃成為我的鼓勵，我的提醒。我們要更竭力奔跑
擺在我們前面的路，願榮耀歸於天上的父。阿門。

張偉國夫婦為加拿大號角派報十五張偉國夫婦為加拿大號角派報十五張偉國夫婦為加拿大號角派報十五
年，獲頒最佳拍檔獎。兩人背後為頒獲頒最佳拍檔獎。兩人背後為頒
獎嘉賓葉啟明牧師。

領獎後話心中情
..................................................加拿大角聲義工張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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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兩年前，教會一位叫Florence 的姊妹，問我是否有
興趣參與文字工作，在這方面事奉主。Florence就是《號
角月報》紐英倫版的編輯。

我對文字事工很有興趣，因為在大學時曾參與校園刊物的
製作事務，覺得以文字為主的報刊，是一種很能感染人
心，又能啟發思考、促進溝通的媒介，如果能夠有機會參
與《號角月報》的編務，實在求之不得。不過，我對自己
的中文能力沒有太大信心，加上沒有任何編輯經驗，所
以，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夠勝任。

記得當時Florence很直接地地問我，是否從香港來，又有
否唸過高考中文。事實上，我確是來自香港，亦曾唸過高
考中文。於是，便抱著學習的心態，開始參與《號角》紐

英倫版的編輯工作。

工作開始之後，便發覺這事工殊不簡單，而且十分吃力。
我常對好朋友說：「《號角》是我所有事奉中壓力最大的
一項。這是因為很多事情都不在自己控制範圍之內。特別
是近年，投稿的人愈來愈少，每期都要努力地到處「撲
稿」；然而，願意寫稿的人不多，願意寫中文的更是少之
又少。不過，正因為這樣，每篇稿來到我手上，都給我「
久旱逢甘雨」的感覺，份外可貴。

雖然，投身《號角》編務，令我感到非常辛苦，但這是我
所堅持的。感謝神，祂總會透過不同的方法來鼓勵我。我
們做文字工作的人，最希望見到的，就是有讀者願意、甚
至樂意、渴望、和期待閱讀我們的報紙。

記得有一次，我在波士頓唐人街派發《號角》，一位老婆
婆對我說：「這一期的《號角》，我早已拿來看過了。」
那時還是月初，《號角》剛出版不久，原來已經有人取得
報紙讀過了，不用我們派到他們手上。同一天下午，我到
唐人街的超市放下報紙時，還沒有放好在報紙架上，沒料
到四週已經有三、四隻手伸過來取報紙。有些人還即時翻
開來閱讀。這短短的一句話，小小的一個動作，已經令我
開心不已。

其後的一個暑假，我有機會到英國短宣，我們便是拿著歐
洲版《號角》，往探訪當地的餐業人士。我發現原來在英
國和歐洲許多國家，中文刊物真是少得可憐，更莫說是基
督教的中文刊物了。所以，《號角月報》對當地華人來
說，真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福音大單張。

在《號角》事奉的這段時間，我一直感謝神給我這個機
會。它讓我體會到哥林多後書12:9的意義：「我的恩典是
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每
次我找不到足夠的稿件時，我就會想起這節經文，並且從
中得著很大的安慰。

參與《號角》，更令我明白「What God needs is not an 
able worker, but an available worker.」雖然，我的文
筆欠佳，又缺乏編輯經驗，但我相信，只要願意付出時
間，被神所用，神必幫助我，陶造我成為祂合用的器皿。
感謝祂！

.................................................... 號角紐英倫版馮韻兒

必陶造我
參與號角編務有感

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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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April, 1994, a single lady drove to New York from Boston with a car 

loaded of luggage.  She moved 300 miles to the big city, away from her 

family for the fi rst time.  After settling down, she started her ministry at 

CCHC.  That single sweet lady is me!!!

When I fi rst started at CCHC, I was working at the youth department.  I 

was in charge of the children’s ministry.  My work was to run an after 

school program and summer program for kids from Kindergarten up to 

5th grade.  But later on this children’s ministry was dissolved, we don’t 

work with this age group anymore.  When I fi rst started at the youth 

department, there were 5 staffs.  We also have a group of teachers and 

helpers for our after school/ summer program.  They are devoted college 

and high school Christians who want to do children’s work.  Some of 

them became my good friends.  At that time, we were all “young”.  But 

now, we are all married with kids and we still get together from time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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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4月，一位姊妹，獨自駕車由波士頓出發，直駛紐
約。她第一次告別自己的家，搬到來三百哩以外的這個大
都會。在安頓妥當之後，她就在紐約角聲開始事奉，直到
今天。這位姊妹，就是我！

開始時，我在角聲的青少年部工作，負責兒童事工；主要
的任務是為幼稚園到五年級的小朋友安排課餘及暑期活
動。當時，青少年部共有同工五人，另有一些課餘及暑期
活動的老師和輔助義工。他們都是全情投入的大學及高中
生基督徒，對兒童工作都很有心志。

他們當中，很多都成為了我的好友。當年，我們都很年
青，現在，大家都已經成家，有兒有女，但我們仍常常見
面。這種情誼，正是在兒童服事中彼此建立的。三年後，
兒童事工因著角聲事工上的轉變而停辦；這時，神為我開
啟了新的機會，讓我轉到另一個部門去事奉祂──我被調
派到角聲的書室工作，直到如今。

在角聲多年，有些同工有別的帶領而離開了。從前青少年

部與我合作的四個同工，都已先後離去。有時，我也會
問自己為甚麼仍留在這裡，但是，每當離開的念頭掠過
時，神總是鼓勵著我叫我留下；神從來沒有給我離開的
印證。而且，能夠在角聲事奉祂，本來就是一個極大的
祝福。

事實上，我是一個全職母親、也是一個全職太太，角聲
讓我成為一個部份時間同工，使我能有時間照顧我那七
歲大的兒子�Nathan。

在角聲多年，新的事工不斷湧
現，我也因此有機會參與不同
工作，接觸不同的人。雖然我
只是個部份時間同工，神不單
叫我在書室中服事，祂還給予
我許多責任和機會，在不同方
面服事祂。祂的恩典實在足
夠我用。

現在，每次兒子來到我的辦
公室，他都不會說是我的辦
公室，而是說「我們的辦公
室」。他已經把自己當成角
聲的一份子了。他甚至把自
己的名字加入到同工名錄之
中。在今年四月角聲的步行
籌款中，他要求我給他一件
印有「職員」字樣的�T恤給他
穿上！我祈禱求神繼續在他
身上作工，讓他將來也能在
角聲事奉祂！

(本文原文為英文，由本刊譯
為中文。)

神從來沒有給我
離開角聲的印證
.................................................... 紐約角聲書室楊翹瑋

上圖: 楊翹瑋與同工義工等攝於199�6年上圖: 楊翹瑋與同工義工等攝於199�6年上圖: 楊翹瑋與同工義工等攝於199�6年
的角聲暑期課程結業禮的角聲暑期課程結業禮。
下圖: 楊翹瑋的兒子精靈活潑楊翹瑋的兒子精靈活潑，把母親的
角聲辦公室當成他自己也有一份兒角聲辦公室當成他自己也有一份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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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去了一趟香港，參加禧福協會安排的基層福音事
工觀摩，並且和Fresno教會的兩位年輕人──王偉燊和
利澤鏗弟兄在香港會面。我們一起到太平山頂鳥瞰香港
全景�; 天氣非常好，晴空萬里，感謝神讓我們相聚�!

在香港四天，行程非常緊湊，正如典型的香港人的生活一
樣。有超過十五個機構或教會，
接待我們這從台灣去的教牧同工
共九人。有的機構只有幾人，有
的是上千人的中、大型教會�; 幾
乎都是主任牧師或傳道人。在他
們緊張的日程中撥出時間，耐心
地向我們解釋他們的事工，讓我
們深深感受那來自主耶穌的愛
心。不論他們的人數多寡，經濟
能力如何，他們都忠於自己的異
象，不違背神給他們的託付，在
我的眼中他們是現代的英雄及女
豪傑。

他們有些開放教會給社區鄰
舍，有些在基層貧窮的地區建
立福音站，關懷弱勢群體，如

貧戶子女、攤販、老人、不歸家青少年、街頭流浪漢、
流鶯、賭徒、餐業勞工、建築工人、以至其外籍配偶或
女佣等，在社會中容易被教會中產階層忽視的龐大群
體。他們以建立長期的朋友關係開始，定期、定點、定
人的關懷與服侍，贏得他們的友誼�; 然後以朋友的身份，
將自己最好的朋友──耶穌介紹給他們。許多破碎的心
靈因此得到安慰，甚至靠著不被遺棄的關懷，重新恢復
與神、與人的關係。他們並且接受裝備課程的訓練，成
為傳道同工，回到原來的地方去服侍更多人。

基層福音事工的開始，通常以社區的嘉年華活動、節日贈
禮探訪、超低價聚餐活動等，作為社區認識教會的敲門
磚，從而了解個別需要，成立社區福音站的方式，如為弱
勢家庭學童提供課後輔導，或舉辦實用活潑的講座，甚至
有扶貧基金或免費飯食、理髮服務等。下一步就是介紹生
活化的福音內容，經歷神而生命得改變的見證。有時，需
要二、三年時間才能領人信主。也有許多人信主後，又回
去原來的光景中。基層福音工作是不問結果──那是神的
主權。他們運用主給的智慧、才幹和資源，把光明介紹給
活在黑暗中的人�; 十年、二十年持守著從神來的異象。主
也是信實的，把得救的人數不斷加給他們。更有許多中產
或高層的信徒，以金錢或親身參與服侍的行列，成為配搭
的美好見證。

有幾個令人印象深刻的事工: 其一是福臨教會，這教會位
於廟街──是一個充滿罪惡色
情，屬黑暗的地區。教會凸顯
的招牌: 「耶穌在廟街」，卻
令人眼睛一亮。二十年前，黎
牧師領受託付，開始在街頭佈
道。第一年，無任何人信主。
今天卻有近千人聚會。黎牧師
本人傳奇性的經歷──由吸毒
販毒而重生得救，成為多人的
祝福，亦足以令人驚嘆�! 我們
跟著該教會每周固定地派飯給
街頭流浪漢，看到許多中學和
大學的年輕人，輕鬆自然的與
流浪漢交談，為他們祝福禱
告，就知道這是個有教導、有
生命的教會。牧師邀請我們周
五晚上，參加他們在天后廟前
的街頭佈道會，只有我們夫婦因機票行程配合而得以參
加，真是神特別的恩典。周五我們如期抵達那裏，露天
的聚會已開始。我們看到「耶穌是主」的橫簾，高掛在
天后廟的牌匾前，實在令人振奮�!

其二是「路中心」福音站，座落在攤販街和狄斯可舞廳
中間，每周有固定狂飆少年的聚會。這是一個讓邊緣年
輕人重新被接納的地方。我們參加街頭攤販的探訪隊，
與基層福音訓練學院的神學生一起搭配。我們兩人還在

香港基層福音事工之

我見我聞
角聲餐福外派宣教士狄龍麗蓉夫婦.....................................

本文作者狄龍本文作者狄龍本文作者狄龍麗蓉夫婦是角聲餐福外麗蓉夫婦是角聲餐福外
派台灣的宣教士。他們本來是�U�P�S的派台灣的宣教士。他們本來是�U�P�S的
老闆，賣了生意，加入餐福大家庭。老闆，賣了生意，加入餐福大家庭。

「耶穌是主」的橫簾，高掛在天后廟主」的橫簾，高掛在天后廟
的牌匾前，實在令人振奮�!的牌匾前，實在令人振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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賣衣服的攤位前，在街頭即席唱起「愛的真諦」，實在
奇妙�! 我們又於深夜十一點在「路中心」福音站參加餐
福團契。有十三位餐飲業的信徒與朋友出席，聚會直到
凌晨兩點。為體驗香港的夜生活，一夥人在旺角道吃宵
夜。回到住處，洗完澡睡覺時，已是凌晨四點。三個半
小時後，起床準備另一天的行程，主的恩典夠用�! 順便
一提，在「路中心」附近，一個不很顯眼的大樓裡，就
是「世界華福」 的辦公室，可惜沒機會拜訪李秀全牧師
──「福音進餐館，福音出餐館」口號的發起人。

其三是「彼得團契」，是由蕭如發牧師領導的戒賭事
工。蕭牧師充滿活力，讓他十多年來，除了牧會並且「
甚麼都做」。這超人精力與愛心，絕對是從神領受的。
我們在享受過一頓豐盛的打邊爐(火鍋)後，參加了戒賭

團契的晚上聚會。領唱敬拜的
神學生，雖然有點緊張，但是
聖靈的工作運行，近五十人開
口敬拜唱詩，充滿神的同在�! 
聚會前，狄龍禱告神，讓他遇
見能講普通話的人。他看見一
個單獨坐著的男人，便過去攀
談。感謝神，這位莫先生曾在
加拿大留學，認識幾個台灣同
學，所以能與狄龍溝通。原來
他身陷賭癮，太太已經跑了。
他也想過自殺，後來經過別人
介紹來這個團契。那天是他第
三次參加，相信神會繼續在他
身上動善工�! 聚會中，有一位
清秀的女子上前去分享。她以
前是個病態賭徒，靠著基督徒
親人與主的力量，現在她已離

開罪惡的轄制。期間，有四個中年男人一字排開，問我
是否相信他們曾經都是賭徒。說真的，有幾個還真看不
出來呢�! 其中還一個指著一篇貼在牆上的自己的見證給我
看。這個聚會讓我大受感動�!

最後一天的行程，是到屯門區一個曾經是最貧苦的木
屋區。這地曾經過火災，後來，政府蓋了許多「中轉
屋」，收容原來的木屋住戶。每個單位面積很小，只
有小床與小廚房、小浴室的空間。白天，住宅中間的

公園，就有吸毒者聚集。我們所到的教會，傳道人原來
是個穿長裙，說話輕聲細語的姊妹，她帶著五個弟兄姊
妹到這裡開荒植堂。經過十年耕耘，成了好幾百人會友
的教會，也是一個標準的基層教會。當女傳道敘述著許
多生命改變的見證時，她座位底下全是擦眼淚的面紙
團，我們也都陪著她流出喜悅豐收的眼淚。她遇見許多
困難，沒人沒錢，但是她誠懇地與附近其他教會合作，
運用政府既有的福利，為當地的區民提供幫助。這也是
香港基層福音的特色：「網絡連結，見證合一，資源共
享」。先與有同樣心志的機構或教會聯禱，共同舉辦社
區活動，彼此良性互動，放下宗派歧見，事工才能得到
神的祝福，漸漸地更多教會主動加入網絡，成為社區的
巨大燈塔。

意猶未盡，必須再提一個非常
特殊的事工──真光美髮福音
協會。鄧弟兄二十幾歲時，便
是極出色的髮型設計師，許多
香港明星都指定由他服務。他
因此變得驕傲自大，連妻子也
受不了，因而要求離婚。他轉
向賭博求慰藉，最後把好幾間
髮廊都輸掉了。他頹廢得想跳
樓，後來經歷神的同在，生命
開始改變，並以神給的髮藝榮
耀神。他們的義工不僅為貧苦
人免費剪髮，也配合其他佈道
活動提供服務。前面提到的廟
街佈道會就看到他們。他們的
機構所在，就是可以剪髮和燙
髮的地方。許多患自閉症的兒
童到那裏剪髮，因為普通的髮廊不歡迎這種客人。他也
教那些父母如何為孩子剪頭髮。他與同工，都在主日停
業去敬拜神。有一位義工，更每周只上班三天，其他三
天都在做義務的剪髮服侍。陪同去的禧福同工告訴我，
這些基督徒師傅，都是有名的髮型師，不是剛出道的新
手。我們為他們的生命感謝神，懂得將才幹「過戶」給
主耶穌，成為恩賜，實在是智慧人�!

究竟，香港基層福音的策略是甚麼�? 他們一致地說：「沒
甚麼�! 一邊做一邊學�!」相信主耶穌的門徒也是如此說�! 

香港的基層福音事工香港的基層福音事工香港的基層福音事工，全賴一群有事，全賴一群有事
奉心志的信徒，只問耕耘，不問收穫奉心志的信徒，只問耕耘，不問收穫
地全力推動。

理髮師藉著免費理髮而顯出神的愛理髮師藉著免費理髮而顯出神的愛，
讓福音在低下階層中廣傳。讓福音在低下階層中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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