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香港福音盛會專訊第一期

2017香港福音盛會
H O N G  KO N G  G O S P E L  F E S T I VA L  N E W S L E T T E R 專訊

臨香江
God’s Love to Hong Kong

我們的使命

大會主題 
Our Theme

「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提摩太前書2:4)
“Who desires all people to be saved and to come to the knowledge of the truth.”     (1 Timothy 2:4)

「2017香港福音盛會」動員全港教會使最多人匯聚，聆聽耶穌基督就是道路、
真理和生命的福音信息，使其有機會決志歸主，接受陪談，繼而加入教會，
得以栽培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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齊來見證主愛臨香江

神「願意萬人得救…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悔改。」
（提前2:4，彼後3:9），神竟「不愛惜自己的兒子，為我們眾

人捨了，豈不也把萬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賜給我們」（羅8:32）！吾
人蒙神引領，藉「2017香港福音盛會」將基督的大愛彰顯香江！
展望2017年，社會可能面臨重重撕裂危機，讓我們見證「福音本
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1:16-17）！

大型佈道會的特點，乃是以福音震撼全城，繼而收割！會前鋪天
蓋地宣傳，信徒領受裝備陪談、栽培，加入詩班，作出奉獻及領
人赴會，因而靈性復興，會後努力跟進，全程激勵眾教會彼此
衷誠合作，發掘信徒恩賜，這一切帶來無可估計的鼓勵、裝備
與後繼！美好收穫陸續禆益教會！ 

神在香港這人口密集的大都會，興起一千三百間教會，數百間
基督教機構，信眾超過三十萬，主期望著我們使萬民作祂的門
徒！2017年舉行的香港福音盛會，正是每位基督徒同心合意，興
旺福音的良機！回想神深愛香港，自1956年以來，引領眾教會與
葛培理父子、包樂、唐崇榮等合作傳福音，葛福臨福音盛會至今
快十年了，是時候眾教會再群策群力，向全港市民宣講「主愛臨
香江」，震撼全城、齊心收割！

懇請眾教牧裝備信徒、呼召信眾投入事奉，現暫定於2017年11月
30日至12月3日在香港大球場向大眾（四場公開佈道）、操普通
話同胞（普通話場）、外語朋友（國際場）、中學青年（中學生場）
宣講福音，讓吾人回應主向世人的邀約：「…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響應保羅對
信徒的呼籲：「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
般的忍耐，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提後4:2）！
讓眾教會及信徒齊心努力，務求履行大使命，主愛厚臨，主名得
榮！

裝備起來 打美好的勝仗

自2007年，在本港舉行了「葛福臨佈道大會」後，一班對大型
佈道事工，有感動和負擔的教會牧者和領袖，經常保持聯

繫，記掛着香港需要福音的市民，並且於2014年1月23日，在油麻
地YMCA舉行了一次午餐聚會。在上帝的引領下，一致決議在
2017年，再次發動全港教會及信徒，齊心協力，舉辦另外一次大
型佈道大會，傳揚基督大愛，搶救失喪靈魂。

感謝上帝恩典和引導。經過了整整兩年的恆切禱告，和多次的異
象分享會，得到了各大宗派和福音機構領袖及牧者鼎力支持，並
且組織起來，同心協力，興旺福音。而且，在今天（2016/1/14），
舉行「2017香港福音盛會啟動感恩慶典」，正式向眾教會宣告，
這個重大事工的籌備工作及一連串的活動，經已開展。

與此同時，我們也向撒但發出了嚴厲的宣戰，啟動了搶救失喪靈
魂的爭戰！

因此，我們必須裝備起來，並且配備勝利的條件，才能抵擋撒但
的詭計。這些勝利的條件就是：

（1） 讓基督為首，統領全軍。

（2） 以合一心志，彼此配搭。

（3） 藉恆切禱告，支取力量。

（4） 看清楚異象，搶救靈魂。

本人盼望「2017香港福音盛會」將會成為香港的祝福，就是：

萬人得救！教會復興！上主得榮！

阿們。

大會主席  

陳黔開牧師
大會榮譽主席 

陳樹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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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手合作 興旺福音

香港自開埠以來，得蒙西方教會派來勇敢和委身的宣教士，
不辭勞苦地努力廣傳福音，不斷在香港各區開荒植堂，亦

開拓各種事工，使香港的教會能接觸及服務社會不同階層人
士，教會及福音機構亦不斷𢹂手合作，廣傳福音、建立教會、造
就信徒，伴著香港歲月的演變，成為美好的見證。

97回歸之後，港人治港意識逐漸成熟落實，香港各教會亦是如
此，在經濟承擔、牧養治理和宣教佈道工作的策劃與推動上漸
漸本土化，減少依重西方教士佈道家的協助。

當教會數量增加，每間教會需要牧養人數眾多，教牧同工亦不
得已比較專注所事奉教會之發展及需要，引致教牧甚至教會間
關係逐漸疏離，參與聯合活動散慢，繼而失去集體動力、見證與
實踐，昔日的互動聯合精神形態不再復見。而且，今天香港基督
徒的數量與居民人口比例大概是6%，與10年前相比沒有多大增
長，顯示信徒人數增長只能追上人口增長比率，事實上未信主
的人數比以前增加了。所以我們要付出更大的努力，聯合起來領
人歸主！盼望我們學習保羅堅持之生活態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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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前 9:23)

讓我們學習腓立比教會的肢體，堅持「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
盼望透過這次聯合舉辦佈道聚會，能促進各教會及機構攜手合
作、彼此砥礪，讓信徒熱心佈道，領人歸主，令基督的教會再次
蓬勃有生氣！

近年香港社會因各種事情引發嚴重爭抝，群體關係撕裂，在坊
間誘發很多負面情緒、暴戾事件。我們盼望「主愛臨香江」，讓
和平的福音傳揚！

執行主席  

唐榮敏牧師  

拯救與讚美的城市
「你必稱你的牆為『拯救』，稱你的門為『讚美』！(賽60：18)

去年初被委任擔當「2017香港福音盛會」總幹事後，心情既
驚又喜，思緒複雜。「驚」的是全港聯合佈道大會責任重

大，工作繁多，要維繫及推動逾千間教會，數百個機構，實在是
無比艱難的任務，肩負如此重任，乃畢生遇上最巨大的挑戰；另
一方面，「喜」是香港眾多教牧領袖，深感福音廣傳，較過往日子
更為逼切，不論是市民心靈的渴求，生命質素之提升，人際關係
之融洽，家庭親情之建立，職場工作之愉快等，均需要上帝大能
的福音轉化香港人的生命，醫治香港這個大都市。

去年七月，筆者正式履任，以半職時間工作(因還須兼顧醫院院
牧事工)。首天上班那日，早上靈修閱讀以賽亞書時，上帝奇妙應
許猶如大有能力的手，將我穩固地扶持，讀到該書六十章十八
節時，眼前一亮，心感振奮，那節經文：「你必稱你的牆為拯救，
稱你的門為讚美」深深觸動我心。便回應禱告說：「是的，主阿！
巴不得這應許實現在香港身上。讓祢奇妙的救恩臨到全港市
民身上。讓我們攜手，同心合意的興旺福音，奉主耶穌名求，阿
們！」

禱告後，心中倍感平靜安穩，因我深信上帝已垂聽禱告，祂會作
工，現在正在作工，且不斷繼續地作工。由現在開始，讓我們一
起向全港佈道大會進發，憑着信心的仰望，踏出有力的步伐，正
如九年前(即2007年)「葛福臨佈道大會」一樣，蒙神大大使用，祝
福全港市民。

最後，筆者期望「2017香港福音盛會」，更被神加倍使用，無比的
大愛臨到香港市民，轉化生命，改變城市，使香港七百多萬人的
城市，成為「拯救與讚美」的大都市！

總幹事

陳一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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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恩典！回顧2007「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四日六場的
聚會，接近400,000人出席，超過33,000人決志歸主，奉獻

金額超越2,400萬港元。在籌備過程中，全港各大小宗派800多
間教會和500多間福音機構及學校，不分彼此，放下宗派背景和
傳統，聯合起來，邁向同一個目標，就是傳揚福音，拯救靈魂，
這實在是值得高興的事。我們衷心獻上感謝和頌讚，但願一切
榮耀歸與那為我們成就大事的神！

回顧「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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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場次及日期（暫定）

2017年11月30日至12月3日
4場公開場及3場特別場

（四日共七場佈道大會） 

   11月30日    公開場(一)
   12月1日    公開場(二)、中學生場
   12月2日    公開場(三)、普通話場
   12月3日    公開場(四)、國際場

展望「2017香港福音盛會」

傳揚福音是我們的大使命。感謝主的揀選及呼召，讓我們在
時代巨輪轉動過程中承擔香港福音事工的傳承。我們懷

著振奮的心情與香港福音夥伴分享：「2017香港福音盛會」將於
2017年底在香港舉行！

自2014年10月6日舉行「2017香港福音盛會」發起人會議，過去多
月在同工的同心努力及各宗派、機構牧長共同參與下，已組成福
音盛會的顧問團及執行委員會，二十個功能小組已開展籌備工
作。本會期望藉著「2017香港福音盛會」，讓福音之光再次大大
燃亮香江，祝福香港。舉辦龐大的全港佈道會，實在需要主內弟
兄姊妹以禱告及行動支持，求神讓祂的僕人團隊同心及勇敢前
行，成為神恩流轉的器皿及管道，同心為主作工。

宗派領袖午餐分享會

教牧異象分享會

部分董事會成員

執行委員會會議 辦事處同工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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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 顧問
公關組 容永祺博士 陳樹安博士
司事組 蕭如發牧師 潘國賢牧師
場務組 陳耀宗先生 唐榮敏牧師
財務組 邊陳之娟女士 黃啟民先生
傳訊組 岑倚蘭女士 陳如炳牧師
青年組 羅泰然牧師 陳德昌牧師
婦女組 滕張佳音博士 陳歐陽桂芬女士
學校組 簡祺標牧師 吳瑞龍牧師
國際組 郭嘯南牧師 馬偉利牧師
普通話組 陳肇兆牧師 羅祖澄牧師

2017香港福音盛會組織架構圖

榮譽主席： 陳樹安博士
大會主席： 陳黔開牧師
執行主席： 唐榮敏牧師
書記：  陳如炳牧師
副書記：  吳瑞龍牧師
司庫：  黃啟民先生
核數：  任德煇先生

成員：
陳德昌牧師、陳歐陽桂芬女士、
莫江庭牧師、馬楊武少校、
鍾健楷牧師、羅祖澄牧師、
潘國賢牧師、鄧達榮牧師、
馬偉利牧師

青年組
婦女組
學校組
國際組
普通話組

祈禱組
音樂組
節目組
糾察組
轉介組

會員大會

董事會

執行委員會
由20個功能小組之
組長及顧問組成

大會辦事處

總幹事
陳一華牧師

公關組
司事組
場務組
財務組
傳訊組

專業人士組
教牧人員組
陪談栽培組
領人赴會組
團體預約組

功能小組組長及顧問名單
組長 顧問

祈禱組 陳歐陽桂芬女士 陳黔開牧師
音樂組 譚靜芝博士 陳德昌牧師
節目組 吳瑞龍牧師 陳一華牧師
糾察組 許淑芬牧師 馬楊武少校
轉介組 鍾健楷牧師 陳如炳牧師
專業人士組 陳世強博士 任德煇先生
教牧人員組 何志滌牧師 莫江庭牧師
陪談栽培組 李鴻標牧師 鍾健楷牧師
領人赴會組 鄭守定牧師 鄧達榮牧師
團體預約組 翟浩泉牧師 馬楊武少校

榮譽主席：
鄺保羅大主教、陳樹安博士、
李炳光牧師、蔡元雲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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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一起並肩作戰

當我被邀請擔任「2017香港福音盛會」教牧組組長，我的第
一個反應是不可能，原因有兩個：其一是自己的年齡不輕、

其二是覺得自己對香港教會認識不多。但是，在大會總幹事鼓
勵下，加上回想我是2007年「葛福臨佈道大會」教牧組的副組
長，而以我的年紀，或許可以學習與眾牧者一起事奉。因此，我
就欣然答應陳一華牧師。

教牧組，顧名思義是讓教牧同工可以同心合一，鼓勵信徒一同
領人歸主。表面上這並不是一件很難的差事，因為牧者蒙召就
是領人歸主。只是教牧同工所面對的事奉實在太忙，要領人歸
主並不容易，同樣信徒面對工作的壓力，鼓勵信徒領人歸主也
不容易。所以，教牧組就是先組合一群有傳福音心志的牧者，用
這心志去影響更多的牧者。藉牧者的心志影響信徒，期望福音遍
傳整個香港。

還記得2003年香港經歷SARS，人心惶惶，好像沒有希望。當時
有牧者走在一起在維園舉辦了52天禱告會。過程中我們放上兩
個「耶穌是主」的宣告，看到亮燈的那一天正是取消香港是「疫
埠」的一天，榮耀歸神。所以，有危就一定有機。面對香港那麼
多危機，我們要繼續相信神一定能「化危為機」。同時，我相信
佈道大會能重新點亮香港人的信心。

我呼籲更多的牧者與我們並肩作戰，一起看神的作為，讓更多
人歸向耶穌基督，讓香港充滿「基督的香氣」，人人內心充滿喜
樂，香港這個城市就會改變，願一切榮耀歸主。

教牧人員組組長  

何志滌牧師  
祈禱組組長  

陳歐陽桂芬女士  

齊心禱告 為主作工

近年來，末世信息不斷顯明，民攻打民，國攻打國；有些地方
甚至遭受恐佈襲擊，造成嚴重傷亡，更帶來人心惶惶。全

世界都好像發出喊「救命」的聲音，齊齊呼求「拯救者」來到。
作為神國子民，我們知道拯救者就是彌賽亞，彌賽亞就是主基
督。祂把拯救世人的好信息帶到世上來，叫人有恩典回轉歸向
神；這是眾教會的異象，是眾信徒的使命；因此，人人都當肩負
傳揚福音的職事，讓人同領這福音的好處，因為真正的拯救在
主基督耶穌裏。
「2017香港福音盛會」將匯聚全港教會，一同為福音事工齊心努
力，擬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福音盛會，籌備工作已於2015年中開
始；但最重要的是發動全港信徒一同為這福音行動禱告，讓處
於這末世時刻的市民，能夠從無奈中轉向盼望，能夠從真理中抓
著前行的目標，能夠從上帝的救贖大愛中轉向主、歸向神。這些
心靈的轉化，必須由禱告開始；求上帝掌管人心，賜下恩典，讓
人心曉得尋求神，認識福音的大能。

昔日有記者訪問葛培理牧師，問他說：「佈道大會的成功秘訣在
那裏？」葛培理牧師回答說：「Prayer! Prayer! Prayer!（禱告！禱
告！禱告！）」主也賜下這充滿恩典的應許：「你們若奉我的名求
甚麼，我必成就。」（約14:14）讓我們一同來為「2017香港福音盛
會」禱告。

除了在早晚禱告時記念這盛會外，我們也邀請你在主感動你的
情況下，能夠「行到邊，祈到邊」；當你記起這聚會時，可以立刻
以下列幾句的禱告回應：

1. 願基督榮耀福音的大光照亮人心，照亮香港。
2. 聖哉！聖哉！聖哉！萬軍之耶和華，祂的榮光充滿香港。
3. 求聖靈加能賜力，叫眾信徒得著領人歸主的能力。

願神記念你的擺上，賜福給你和你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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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呼籲

龐大的全港佈道事工，實在需要全港信徒、教會及基督教機
構的支持，尤其在禱告、參與和奉獻上的支持。大會預算

這次佈道大會經費是二千萬元，涵蓋場地、音響、舞台、訓練、
印刷，宣傳、會前各樣活動（祈禱會、啟動禮、異象傳遞等）及辦
事處行政費用等等。2007年的「葛福臨佈道大會」最終支出是
二千五百萬元，各宗派及信徒作出的奉獻足夠供應大會所需，
感謝神在當中豐富的預備，見證了神所賜下的豐盛，是超過我們
所想所求的。

在此，呼籲全體信徒，懇切為「2017香港福音盛會」禱告，求神
再一次賜下豐盛，願祂的靈在當中帶領，感動弟兄姊妹、眾教
會、機構，看見福音的需要，積極參與，並在奉獻上支持。無論
奉獻數目多少，捐得樂意，都是神所喜悅和看重的。

大會司庫

黃啟民先生

奉獻方式
1.  劃線支票: 抬頭請寫「香港福音盛會有限公司」或 

“Hong Kong Gospel Festival Limited”

2.  銀行轉賬: 請將款項存入恆生銀行戶口   
239-479256-883

 請將銀行支票 / 入數紙正本連同捐款人姓名、聯絡
電話及郵寄地址寄回香港福音盛會辦事處，以便寄
回正式收據。奉獻港幣100元或以上可憑奉獻收據
於香港申請免稅。

 郵寄地址 : 中環德輔道中44-46號日發大厦12字樓

代禱事項
一. 求神於「2017香港福音盛會」舉行前，首先復興全港衆

信徒、牧者靈命成長，渴慕真理，過聖潔生活，並燃點傳
福音火熱心志。

二. 「2017香港福音盛會」須動員龐大人力、物力、財力、網
絡等資源，求神作我們的後盾，豐富地供應大會所需要
的。

三. 目前，大會正尋覓地點適中、交通方便，約仟五呎之辦事處，求
神預備供應，懇請禱告中記念並歡迎介紹。另新辦事處需要添
置傢俬、電腦及電器用品等，歡迎大家捐贈物品及奉獻，敬請聯
絡行政秘書丁惠珊姊妹。（聯絡電話：28140470）

四. 求神賜與各董事、組長、組員及大會辦事處所有同工均
獲充沛體力、靈力，使各人愈事奉、愈有喜樂與力量。

五. 求神保守眷顧整個佈道大會籌備過程順利，讓執行委員
會內眾董事及二十位功能小組組長，與辦事處衆同工合
作無間，推動各項事工暢順，榮神益人！

六. 求神加力予二十位功能小組組長，帶領各組組員與顧
問、執行幹事及執行秘書建立美好合作基礎，並發揮
各組的專業功能，共同推動完善的「2017香港福音盛
會」。

七. 大家懇切禱告記念香港大球場之租借申請，希望早日獲
得確定，讓佈道大會可順利舉行。

香港福音盛會   網址: www.hkgospelfestival.org  查詢: info@hkgospelfestival.org   地址: 中環德輔道中44-46號日發大厦12字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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