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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分 鐘

短 篇 王 長 老        台 山 婆 婆 A B C

一 分 鐘

短 篇聰 明 透 頂                江 鳥                

三個原籍台山的婆婆，一同去參加一個福音機構的籌款聚
會。當負責人說：「如果你受到感動，認同我們的事工，
就請按著能力奉獻，支持我們的需要。」

奉獻時間到了，三個婆婆都大受感動，掏出了銀包來。

A婆婆搶著說：「我要A。」(台山話，A，「給予」的意
思。)

B婆婆也接著說：「我要B。」(台山話，B，即「俾」，
也是「給予」的意思。)

不料，C婆婆竟然高叫：「C咯！C咯！我的銀包不見
了！」(台山話，C，「死」，即「糟糕」的意思。)

在加拿大角聲的感恩十五年晚會中，角聲副總幹事葉啟明
牧師應邀上台作頒獎嘉賓。

是晚客串司儀的本刊執行編輯李鴻韜，頭頂黑髮稀疏，距
光頭不遠矣。他不忘自嘲說：「我是髮光可鑑，聰明透
頂。」「髮光」也者，「頭髮快要掉光」之謂也。

當葉牧師上台之後，他剃得頭頂光光的「髮型」，讓李鴻
韜很感「安慰」。

在台上，他對葉牧師說：「我以為自己已經是聰明透頂的
了，誰知你比我更『聰明』！」

註：葉牧師是故意把頭髮剃光的，原因是他要藉此與他光

頭的哥哥拉近關係。請參閱《角聲情》第六期葉牧師親自

撰寫的「相連感」。

兩個人在討論福音機構的管理層。

「福音機構不像其他公司，他們沒有老板。」

「沒有老板很好。因為老板『老是板著臉』，所以簡稱『
老板』。」

「福音機構也沒有總裁。」

「沒有總裁很好。因為總裁『總是想裁人』，所以簡稱『
總裁』。」

「但是，福音機構有很多經理。」

「是？」

「福音機構裡的人，『經常講耶穌真理』，所以簡稱『經
理』。」

一 分 鐘

短 篇 江 鳥                    管理層簡稱

一 分 鐘

短 篇當 作 火 雞            珊 瑚

國語堂的主日崇拜，牧師在台上講道，講到羅馬書第十二
章第一節:「…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
活祭…」

他問會眾：「當你讀到這節經文時，你有甚麼想法？」

一個操廣東話的會友低聲向旁邊的友人說：「當然是感恩
節、聖誕節了。」

友人大惑不解，問道：「為甚麼？」

「牧師不是說：將身體獻上，當作『火雞』嗎？我們常常
在感恩節、聖誕節吃火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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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兩期的角聲「當年情」中，我已提及
在顯利街13�6號時代(19�8�6�-1995)，所孕育出
來的事工，以及如何發展了多個角聲分會的
情況。這時期，除了本人擔任總幹事，葉啟
明牧師在我開拓《號角》期間，也擔任過總
幹事，後來再回到副總幹事的崗位。此外，
周道輝醫生也擔任過義務副總幹事，與其夫
人李鳳珠姊妹，聯袂在角聲義務工作。由於
《角聲情》曾詳細介紹過他們，故不多寫
了。今次，我想寫的是這時期先後加入角聲
團隊，至今仍擔當重任的幾位同工：

周簡豔珍姊妹在八八年十一月加入角聲，
是《號角》第二任主編；目前，她是角聲副

總幹事。她從寧靜的長島遷來凌亂嘈吵的唐人街工作，
幾近二十年了，除了編好每期《號角》，完成許多稿件
寫作外，她也由夫婿周道揚傳道陪伴，四處奔波，主力
參與建立多個具有策略性，影響深遠的分會事工。有時
是他們夫婦倆同行，有時有我作「電燈泡」，與他們一
起前往；彼此配搭事奉，靠主恩典，無往不利。在許多
重要的決定上，給了我不少提點。

周太是「角聲」才女，能寫多種文體、題材的作品，只
是用不同名字發表而已。文字事工對於一個福音機構十
分重要；可以廣傳福音，也可藉書刊與基督徒分享。福
音機構沒有固定會友，用文字與關心者溝通十分重要；
而她在這方面緊守崗位、盡心竭力，讓角聲可以有效地
與支持者保持良好的默契。

她在百忙中，仍兼顧角聲人事方面的關顧，難得的是她
做起來有條有理、舉重若輕。我相信這是因為她不單是
管理，而是按她所說的，最大的負擔是為同工們謀福
利。同時，她的文字部同工，個個清楚自己的任務、努
力工作，也有得力助手，這也是她能承擔許多重要任務
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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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年

92

顯利街同工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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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小鳳姊妹在八九年前，已參加角聲義工行列，那時她
是在大學讀書的小女孩。她不是普通的義工，而是相當
穩定地前來工作的義工，所以在九零年畢業後，就正式
成為本團會計直到如今；我相信她一定是天父差派來角
聲的天使。因這十八年來，她結婚生子，是三個孩子的
母親了，但她沒有離開崗位，這是由於夫家全力支持，
也是由於他的責任感，讓她成了角聲會計方面的重要把
關人。

事實上，她忠心事奉，處處為角聲的好處著想；她堅持要
為「角聲」找到最好的會計人選，在尚未有合適同工出現
前，她寧願無償加班，也不願隨便找一個人。雖然，我恐
怕按角聲的待遇，據理很難定出太高的要求，但我很認同
她的原則，因為會計部確實需要有專業訓練，但願意真誠
委身的同工，若沒有委身心志，工作不會長久，如此事
工也會受到虧損。只
求主幫助，讓她早日
找到可以令她放心的
同工吧�!

龔妙玲姊妹九二年加
入為行政主任。我想特
別謝謝她的是，由於角
聲經費有限，所謂行政
主任，其實是大小事務
都要照顧；包括請人清
潔、維修、購物、與
政府各部門交涉、門戶安全等等都要細心關顧。由於她的
忠心，任勞任怨，確實讓我可以放心地前往各地事奉。而
她的心願，就是預備好的工作環境，讓同工們可以安心工
作。本期《角聲情》對她有特別介紹，請參閱第�4�6頁。

謝虹牧師九四年加入角聲。他曾在美國留學，畢業後回
港，在浸會大學擔任外展工作，並在教會中有美好事奉。
我是在前往香港期間，邀請他來「角聲」的。那時，我們
正憑信心購買亞倫街�4�8號角聲現址，工作有待發展，也
有龐大工程需要人處理，他正好負責這方面的工作。他初
到角聲時，擔任總幹事助理，並承擔社區服務部工作。他
待人接物十分誠懇，又能深思熟慮，是行政專才，不單
分擔了我繁重的工作；由於他成熟穩重，深得弟兄姊妹
愛戴，為「角聲」加了不少分。

在顯利街時期已加入角聲團隊，至今仍擔當在顯利街時期已加入角聲團隊，至今仍擔當在顯利街時期已加入角聲團隊，至今仍擔當
重任的幾位同工，由左至右：周簡艷珍、重任的幾位同工，由左至右：周簡艷珍、
胡小鳳、龔妙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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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角聲工作幾年後，他有機會圓了多年希望入神學院深
造的心願；所以，他有幾年離開了崗位，專心在乃役神
學院讀書。畢業後，有了正式的神學訓練，加上以前已
有的講道經驗，國、粵、英語均好，是優秀的教牧人
才，自然也成了許多教會爭取聘請的對象。但他卻寧願
選擇重新投入薪金較低，要求卻高的角聲事奉，這是十
分難得的。目前，他是角聲的行政總監，專責帶領法拉
盛角聲中心的事工、使命中心的籌建工作，及多項特別
活動。

楊翹瑋姊妹(Christine)也是九四年加入角聲，當時是兒
童補習班主任，後來參與角聲疊湖營地青少年事工。本
期《角聲情》第�8�4頁也有她的文章，述說她在角聲事奉
的情形。文中她沒有提及的，是她在疊湖營地邂逅了他

的另一半；他們是因「
角聲」事工而結合的幾
對夫婦之一。

Christine是牧師女兒，
自幼受到良好的栽培，
有多方面恩賜，辦事能
力強，目前她部分時間
擔任角聲書室經理。位
於華埠角聲大樓二樓的
書室，是個清潔整齊的
屬靈寶庫，看到琳瑯滿
目的書籍及禮品，就

知道她花了許多心思。角聲書室也讓角聲同工們感到驕
傲，是我們最想去的地方。

角聲許多特別活動的行政支援，都由Christine負責；
「同工同樂日」的節目設計，也非她莫屬，因為她的
點子總是最多的；角聲廿四小時廣播網也有她的份，
看來她也很樂意承擔這額外工作。其實她仍有許多「
潛力」尚待發揮，但大概要等她的小�Nathan長大後，
才可以實現了。

而在「老」同工中，目前負責《號角》電腦設計的丘
灼明弟兄，早在八五年時，已擔任第一小學的兒童暑
期班老師；大概那時他仍在大學讀書吧。他目前是《號

角》電腦設計同工，是與《號角》一同成長的，從人手
打字、用臘貼版，常要工作至半夜的那些日子，他都完
全經過，是少數與角聲一同經歷各樣困難的同工。但他
不是個沒有意見的人，好處是真誠而不堅持。他對角聲
情有獨鍾，雖然不是一個傳道人，卻是一個以畫稿設計
來傳道的人。二十二年，他已把生命中最好的時光獻給
主了。 

其實，在那十年中，尚有許
多同工參加角聲事工，在不
同的崗位及時間上作出美好
貢獻，例如在美國大赦無證
居民期間，主帶領了何靜
兒、吳玉京、俞正儀、張卓
雅、鍾燕兒、張小翠等姊
妹，助了我們一臂之力。後
來還有來自福州的王孟錦，
她們都做了美好的工作。《
號角》初創時，有多位專業
編輯參與事奉。她們是已回
流香港的馮文娜、羅菁；還
有成為傳道人的方小紅、胡
慧清；專職校對的張惜冰姊
妹、歐陽佐翔牧師。美工方
面則有馮寶儀、梁德賢、張
汝輝、余海峰及其團隊。張
汝輝至今仍義務為「小小老
師」畫插圖。

負責角聲書室的有王懋軒教
授、龐舜君。參與過青少年事
工的有鄺偉略牧師、梅光照及
魏永達牧師、魏謝雯師母等。
怡康會有羅少瓊、周福生及張
樂基牧師。謝謝他們的勞苦及
所付出的代價，他們曾與我們
同走一程，角聲今日能成為一
個蒙福而又把祝福帶給別人的
福音機構，其實是很多人努力
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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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省角聲在商場裡舉行文娛活動，

上圖上圖：周簡艷珍與夫婿周道揚(左二及：周簡艷珍與夫婿周道揚(左二及：周簡艷珍與夫婿周道揚(左二及
三)為號角而訪印刷廠，勞伯祥牧師(右三)為號角而訪印刷廠，勞伯祥牧師(右
一)與他們同行，成為了「電燈泡」。一)與他們同行，成為了「電燈泡」。
下圖：角聲在顯利街時期的其中部份同：角聲在顯利街時期的其中部份同
工合照。工合照。

謝虹牧師(左一)及楊翹瑋(中)同於九四年加虹牧師(左一)及楊翹瑋(中)同於九四年加
入角聲事奉，至今已十三年。丘灼明更早入角聲事奉，至今已十三年。丘灼明更早
於八五年加入，忠心事主已二十二年。於八五年加入，忠心事主已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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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鴻韜

新約福音書裡記載著，有幾個文士和法利賽人衝著耶穌
而來，要他從天上顯個神蹟給他們看，想要試探他。耶穌
回答他們說：「一個邪惡淫亂的世代求看神蹟，除了先知
約拿的神蹟以外，再沒有神蹟給他們看。」

耶穌所講的約拿的神蹟，本來就是救恩的神蹟。這世代所
需要的，就是救恩的神蹟。除此之外，當真是再沒有神蹟
給這世代看？對不信的人來說，當然沒有，但對信的人來
說，神蹟隨時隨地顯現。

耶穌被接到天上之前，他就這樣對門徒說：「你們往普
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
(馬可福音1�6:15,1�7)

是的，耶穌說：「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這話不是
憑空說的，是可以經歷的，可以印證的。

神蹟發生在角聲「餐福之家、癌友之家」的開幕禮。當賓
客盈門，齊賀這慶典時，負責招待的弟兄姊妹發覺，餐膳
的數量，不足應付超於預算的來賓人數。正在不知如何是
好之際，神蹟出現了。一位弟兄在不知情的情況下，竟帶

編輯
人語 神蹟

來了十箱壽司！彷彿就是迦拿婚宴的神蹟一樣，酒用罄
了，耶穌就把水變成了酒，顯出神的榮耀來。這是神在「
餐福之家、癌友之家」所行的頭一件神蹟。(第5�7頁)

神蹟也顯在加拿大角聲──這是一個從0到�$323,000的神
蹟。加拿大角聲主要的事工是出版《號角月報》，一直以
來辦公室都是租用的。去年中，因為租約期滿，必須覓地
他遷。眾董事及同工，找到了一個三千多呎的地方，在得
到神的印證之後，決定自置辦公室。可是，加拿大角聲一
向全無恆產，如何有能力繳付樓價�$323,000呢？

當大家都以為籌款還款需時的時候，神蹟竟然接二連三發
生。恰好在一年之內，�$323,000全數付清！日子一天不
多，一天不少，一年間，便從0到 �$323,000！沒有人料得
到，神蹟竟是如許實在、如許真確！哈利路亞！

不是「信不信由你」，乃是「不由你不信」！且看加拿大
角聲的李鄭玉珊，以眼睛湧著感恩淚水，咀角咧出喜悅笑
容的筆觸，為你娓娓道來。(第31頁) 此外，加拿大每位同
工，亦有感而發，齊揮筆桿為本期的加拿大分會感恩十五
年專輯歌頌神。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他們。」神蹟，也隨著不少患病的
人。角聲為無數患上癌症的病者和家屬，帶來了關懷、照
顧和安慰，更讓他們認識行奇事的神，領受屬天的平安與
祝福。

本期的另一個專輯，正是癌病關懷事工。走過抗癌之路的
人，就更能了解和幫助面對癌病的人。角聲癌友關懷網的
龔振成、南加州角聲癌病協會的楊王惠真、以至李偉強牧
師，都在這條路上走過、拼過。神感動他們，策動了為癌
患者服務的事工。所以，他們為癌友送上的關懷，更顯得
真摯可貴。正如受到誠意關懷的癌友優秋說：「我從不知
道自己如此重要。」(第1�6頁) 說真的，每一個人，在神眼
中都看為寶貴，又豈會不重要呢？

我們還要求看甚麼神蹟？莫做文士和法利賽人，我們就只
聽耶穌吩咐：「你們往普天下去，傳福音給萬民聽。」對
了，這就是了；因為祂已一再印證: 信的人必有神蹟隨著
他們。阿門。

54397

信的人

必有神蹟

隨著他們 … 

馬可福音

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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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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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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6�-331�-�70�6�7與陳梁惠嬋姊妹(�Linda Chan)聯絡。

有你 有他 

也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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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聲情 雙月刊 訂閱表 

     自由奉獻，建議支持郵費每年$30。奉獻支票抬頭請寫CCHC。 
   請以英文正楷填寫。
    
本人欲訂閱《角聲情》1年(6期)。現奉獻 $_________________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表格填妥，寄往：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USA

支持角聲使命中心回應表
    

我願意成為「生命天使」，用下列方式協助「角聲」達成佈道使命：

      奉獻／認獻     10萬美元     5萬美元      1萬美元。

      以個人的網絡，協助「角聲」籌募1萬美元。

   我預算在_____________年______月完成以上承諾。

我暫時未能參加300「生命天使」行列，但用下列方式支持：

      一次過奉獻______________元。

      免息或低息貸款支持，請與我聯絡。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表格填妥，寄往：Chinese Christian Herald Crusades
48 Allen Street, New York, NY 10002, 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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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讀過一篇名叫「破杯」的短文，大概是要說明：有裂縫的
器皿，往往能最耐用。這是現代人無法明白的，因為今日的破
杯很容易就被丟棄；但在戰後，物資缺乏，破杯還是要用的。

這短文所以讓我印象深刻，是因我深感自己就是「破杯」一個。我
成長於破碎家庭，父母雖不像今日的人動輒離婚，卻在同一屋簷下
各自生活。我夾在他們的矛盾中，連每天用飯，也會左右為難，對
我的栽培更談不上了。二十歲那年，我突然得知肺部有事，要休息
半年，接受治療。那時，雖不至於人人畏而遠之，但打擊甚大。所
以，當主的呼召臨到我時，我的立志是：留此殘軀再盡忠。轉眼四
十年了，主用了這破杯，倒出祂珍貴的膏油，祝福了身邊的一些人。

事實上，在角聲團隊中，有些人的健康情況都不好。殫精竭慮在
角聲事奉的葉陳紫娟姊妹，長期與疾病搏鬥，並剛剛進行過第二
次換腎手術。周道輝醫生一直在心臟病的陰影中事奉主，讀者每
月在《號角》讀到他的文章，其實應格外的珍惜；最近他仍是常
進出醫院，活著就是神蹟。董事會主席吳淑儀姊妹幾年前有過心
臟手術，但現在每年自費穿梭美中兩地，是角聲中國兒童村的院
監，並負責其他多項重要事工。《角聲情》主編李鴻韜弟兄，及
新任駐羅省的副總幹事王慶元長老也經歷心臟手術；羅省角聲總
監李偉強牧師是肝癌的倖存者；《號角》主編周簡艷珍姊妹身體
也不很好；他們都是角聲的主要同工，但他們都是「破杯」。

「破杯」，也不單是指健康方面的，主耶穌的登山寶訓所提到的通往
蒙福之路的路標，也有「破杯」的特徵：虛心、哀慟、飢渴、為義受
逼迫、被辱罵，被毀謗，這些都不是我們喜歡遇到的事。而其他的
描述，也暗示了人生活的裂痕，我們必須以溫柔的心去面對打擊，
以憐恤去安撫苦難，以清心去掃除迷惘、使人和睦以求化解衝突；
而這些打擊、苦難、迷惘、衝突等事，都是我們不希望遇到的。

但神往往藉這些憂患經歷去祝福我們。當我們甘於接受這些不愉
快的經驗時，我們也必因而得著安慰、承受地土、得著飽足、可
蒙憐恤、必得見神、可稱為神的兒子、同時可以得著那眼未曾看
見，人心未曾想過的那些屬天的祝福。所以，當我們在人生的過
程中，遭遇重創的時候，也不要因而自暴自棄，因為神很樂意用
「破杯」去盛載祂的恩典；樂於賜福給如破杯的人生。

................................................................

總
幹
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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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伯祥牧師

破杯人生

朋友從電郵寄來一張太陽花圖片；花色金如旭日，花形
圓如日輪，燦爛得令人心花怒放。

太陽花又名向日葵；喜歡太陽花，原因是由衷欣賞它的向
陽性。早上，曦陽在東，花便朝東；傍晚，夕陽在西，花
便朝西；總之，從晨至昏，都是一直望向太陽。

太陽從來都是光明、樂觀、積極的象徵。太陽花向我們顯
示的，正是一種正面的生活態度。花朵時刻向著太陽，也
就是說，只要我們迎向陽光，朝著光明而走，那麼，我們
的人生，一定會歡愉得多，暢快得多。

話雖如此，事情總是知易行難，並非人人都能做到這般灑
脫。所以，我們都需要一個可以永遠朝向的「太陽」。

可以永遠朝向的「太陽」  那就是我們的神。說真的，
每個基督徒都是一株向日葵，我們所向著的，就是我們的
主，我們的神。這個「太陽」，時刻常在，永遠長存。基
督徒擁有面對著神的一種獨特「向陽性」；神所賜的生命
之光，足以走驅黑暗，照亮人生的每一段路。

太陽
文李鴻韜

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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