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中記載兩則比喻，跟信心本質乃密不可分，就是

「芥菜種籽」 與「麵酵」的比喻，相信不少信徒是

耳熟能詳的。今天，「香港福音盛會2017」正朝著這方向

前進。

是的，大家均認同「萬事起頭難」，香港福音盛會也不例

外，但這正是信心仰望的操練。還記得大會啟動的初階，沒

有自己的辦公基址，神卻預備「香港基督教癌症關懷事工聯

會」借出辦公室部分地方。那裡空間雖小，但五臟俱全，成

為了香港福音盛會開荒期之穩定「居所」。在那十個月裡，

我們省卻了不少辦公室開支。回想起來，這正是微小芥菜種

籽的出現。

踏入今年五月，我們終於進駐自己的基址 - 好收成商業大

廈。新辦事處前身也屬寫字樓用途，因此，不論是舊有的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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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祂願意萬人得救，明白真道。」提摩太前書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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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或傢具電器，均十分合用，我們不僅免卻裝修時間，而且

節省了大筆費用。但凡進入這辦事處的人士，看見地方如此

整潔，設備十分齊全，均讚嘆神奇妙的作為，這又是信心仰

望所得的成效。

還有更豐厚的恩典，就是人力資源的預備，現時拾多人的辦

事處團隊中，三份之二是義務同工，三份之一是受薪同工，

這也是意想不到的安排。神感動數位退休公務員、家庭主婦

及專業人士加入事奉行列，大家懷著佈道熱誠心志，付出恩

賜、時間與金錢，投身傳揚福音行列中。他們的擺上，作了

美好見證，激勵多人！

大會今屆舉辦四日七場佈道聚會，預算支出為二千萬，金額

其實較2007年「香港葛福臨佈道大會」四日六場的佈道會為

少。故此，今屆佈道大會支出原則十分強調：「應用則用，

可慳則慳，支持環保」。除上述神奇妙的供應，讓我們大大

節省開支外，大會將多加利用電子媒體作為宣傳渠道，藉此

大量減少印刷品的數量。一方面做到善用資源，盡量環保；

另一方面能夠將更多的財務資源投放在事工方面，這無疑是

正確的方向。

最後，讓信徒與牧者們，為「香港福音盛會2017」和我們一

起踏出信心的步伐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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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vin Laue (凱文‧勞伊) 傳奇獨臂灌籃高手，是美國大學體

育協會 NCAA Division 1 首位殘障球員。如今成為全美知名

的勵志演說家，曾擔任聯合國親善大使。

大家可以想像Kevin選擇的籃球之路，一點也不容

易。他從小因為身體的缺陷被人欺負，每當遭遇

挫折、陷入沮喪的時候，他的媽媽最常用〈腓立

比書〉四章13節：「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

凡事都能做」來鼓勵他。

Kevin憑著一股不服輸的骨氣苦練籃球，以兩年時

間他就能運球自如、成功單手灌籃。進入高中後，

他入選籃球校隊，甚至擔任隊長，成為激勵球隊的指標

人物！Kevin以單手打籃球，竟能在大學比賽中獲得「最有

價值球員獎」。他的拼博、奮鬥與堅持，終於讓他如願以

償，成為出色的灌籃高手。

感謝神！Kevin於6月18及19日出席兩場籃球表演賽及勵志演

講，與數千位青年朋友共聚灣仔修頓室內球

場，不但進行球技切磋，更以他活生生的

生命見證激勵大家，使年青人獲得鼓勵

及關愛！

室內球

的

容

時

後，

的指標

獲得「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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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辦龐大的全港佈道大會，實有賴全港教會、基督教機

構及信徒的支持，尤其在禱告、參與和奉獻方面。感

謝神！在過去數週，本會有機會與各宗派領袖及教牧同工分

享「香港福音盛會2017」之概念與內容，包括聖公會、循理

會、浸聯會及循道衛理聯合教會等，大家也為這個大型佈道

事工「主愛臨香江」作出禱告及積極回應。

當中有兩次午餐聚會，反應非常踴躍，真的十分感恩。

宗派領袖異象分享會 - 2016.5.4

由本會主辦之「宗派領袖異象分享會」，共有22間基督教宗

派及6間神學院的領袖及代表出席。多謝大家對全港佈道事

工的支持。

牧師．我愛您！- 2016.4.28

由全備福音團契舉辦之「牧師．我愛您！」，共有140位牧

者及弟兄姊妹參與。本會希望能集合更多信徒的力量，將福

音事工推展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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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舉行的「香港福音盛會2017」四日七場佈道大會，需

要大量擁有不同恩賜的弟兄姊妹在不同崗位上事奉。大

會將於7至9月進行第一期義工招募計畫，希望各弟兄姊妹能

獻出寶貴的時間，齊來加入事奉行列，成為佈道大會義工。

佈道大會日期及相關大型活動：

2017

22/10

29/11

30/11

1/12

2/12

3/12

上午

-

-

-

-

-

國際場

下午

祈禱暨
動員大會

-

-

中學生場

普通話場

公開場(四)

晚上

-

開幕典禮
祈禱大會

公開場(一)

公開場(二)

公開場(三)

-

培訓安排：必須出席一次

2016年「三合一培訓」課程*

日期及時間 19/11(週六)下午2：00 - 4：30 或

 26/11(週六)上午9：30 - 12：00

上課地點 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kgospelfestival.org

* 課程簡介

大會盼望推動全港基督徒接受裝備，名為「三合一培訓」，意即包括「領

人歸主、陪談栽培、轉介跟進」三方面結合的培訓課程。已接受培訓的堂

主任、教牧同工、傳道人或信徒領袖，如有意於自己堂會開設培訓班，可

向大會申請，經大會同意後，將提供訓練員指引給教會。

2. 司事 - 目標招募人數：3,000位

對象：主內弟兄姊妹

職務：安排會眾入座及離場、派發場刊、收集獻金及協助維

持場內秩序等。

基本條件：已決志信主，並需由教會牧者推薦，每場佈道會

需能站崗約2小時。各司事人員必須出席祈禱暨動員大會及

開幕典禮祈禱大會，並請盡量出席各場佈道大會。

培訓安排：

(1) 文字訓練 - 自行閱讀由大會提供的「司事須知」

(2) 簡介會 - 必須出席每場佈道會前1小時舉行的簡介會

地點：香港大球場 (有待落實)

招募詳情：

1. 陪談員 - 目標招募人數：5,000位 

對象：堂主任、教牧同工、傳道人、信徒領袖、有心志傳福

音的弟兄姊妹

職務：負責前期推動領人赴會，並在佈道會決志時間內向初

信者講解信仰及留下基本資料，以便大會安排轉介工作。

基本條件：已受洗/浸之基督徒，並需由教會牧者推薦。各陪

談員必須出席祈禱暨動員大會及開幕典禮祈禱大會，並請盡

量出席各場佈道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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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詩班員 - 目標招募人數：公開場2,000位；普通話場500位

對象：教會詩班員、敬拜隊員、前詩班員及有合唱經驗

的弟兄姊妹

基本條件：已決志信主，並需由教會牧者推薦，最少出席兩

場佈道大會和兩次分區練習，及必須出席聯合練習、祈禱暨

動員大會及開幕典禮祈禱大會，才可獲發詩集。

練習安排：

(1) 公開場分區練習–最少出席兩次

 日期：2017年10月29日、11月5日、11月12日及  

11月19日(合共4次) 

 時間：下午3：00–5：00

 地點：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kgospelfestival.org

(2) 公開場聯合練習–必須出席

 日期：2017年11月26日(主日)

 時間：下午3：30–5：30

 地點：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九龍長沙灣道789號恩福中心)

(3) 普通話場練習–請盡量出席

 日期：2017年11月11日及18日(合共2次)

 時間：下午5：00–7：00

 地點：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kgospelfestival.org

 備註：歌詞備有普通話拼音

4. 大學校園使命行動2017成員 - 目標招募人數：200位

對象：就讀大學之信徒

職務：委身於2017年1月至12月期間，不定時參與本港主要

大學校園關愛文化運動及福音預工的籌劃與推動。 

基本條件：已決志信主，並需由教會牧者推薦。各成員必須

出席2016年10月各校園的祈禱會，及必須出席2017年1月初

「基督徒・埋堆」青年慶典。

校園關愛文化運動及福音預工行動安排：

2017 主題 活動名稱 / 標語

1月份 團隊連結 基督徒・埋堆

2-3月份 愛情方程式 學習愛・愛學習

3-4月份 誠信正直

4-5月份 人際關係 讓愛復活

5-6月份 生命的價值

9-10月份 尊榮文化 老師我挺你

11-12月份 感恩分享 微笑行動

  聖誕・愛速遞

按校園情況 福音預工 theGodTest

  AlphaAnywhere體驗派對

報名辦法

為方便大會統籌，請各弟兄姊妹向所屬教會報名。懇請各位牧者在崇拜中作出呼籲，鼓勵眾信徒踴躍參與事奉，同心

服侍。

敬請各位牧者集齊堂會有意參加事奉的弟兄姊妹的資料，並於2016年9月30日或以前到本會網頁www.hkgospelfestival.org

下載各事奉崗位的報名表格。請以電郵將報名表格的電子檔案傳送至volunteer@hkgospelfestival.org，我們的專責同工

會作出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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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16：31)

從50年代起，葛培理牧師及葛福臨牧師曾五次來港分享福

音，見證上帝的大能。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佈道會，聲勢一

時無兩，感動萬千信眾，當中有老、有少…… 有些更已成為

今日的教會領袖。

在尖沙咀浸信會事奉的羅泰然牧師和他的家人正是一個美好

的見證，這個家庭老、中、青三代分別在50年代、70年代及

90年代的葛培理佈道會，以及2007年「香港葛福臨佈道大

會」上決志信主，全家兄弟姊妹及子女20多人均已成為基督

徒，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以下讓我們一起重温羅牧師和家人

的信主經歷：

1956年，當時40多歲的羅媽媽在親戚的邀請下參加葛培理佈

道會，「我還記得那天是年初二，我的丈夫在發燒，他勸我

不要去赴會，在家陪他就好了；但我真的很想去佈道會，於

是給了他兩個麵包就出門口，誰料他竟然跟著我一起去。」

於是夫婦倆一起參加了葛培理佈道會，那天很多人，整個大

球場給坐得滿滿的。

說來倒也奇怪，身體不適的羅爸爸，竟然聽得非常投入；在

葛牧師呼召的時候，他更向太太表示要決志去。羅媽媽即時

把丈夫拉回到他的座位，慎重的對他說：「你想清楚才好下

去，你以往做生意一直都敬拜偶像，若你今天決志信主，

回家後就不得再拜了，而且要把它們棄於門外，你做得到

嗎？」羅爸爸堅定的回答：「我做得到。」從那一天起，他

就歸入基督的名下，並於一年後受浸加入教會。

1975年，當時羅泰然牧師只有11歲，在哥哥姐姐的帶領下，

喜孜孜跟著大隊，乘搭天星小輪全程站著去赴會。原先已相

信耶穌的他，在那一天被基督活潑的道理感動跑到台下，在

眾人面前承認自己的信仰。

要領一家人歸主真的談何容易，然而神的愛真的奇妙無比。

90年代，羅牧師的外甥漸漸長大，這一次，作為舅父的他邀

請他們參加葛培理佈道會，他們都在佈道會上決志，回到家

裡還向未信主的家人傳福音，其後他們都相繼信主。2007

年，葛福臨牧師來香港主領佈道會，羅牧師除了參與陪談工

作外，還帶同10歲及5歲的兒子參加親子佈道會，讓兒子在

年少時有機會向眾人表達自己的信仰，當天他的長子也於佈

道會中公開決志信主。

明年「香港福音盛會2017」計畫在香港大球場舉行全港佈

道會，羅泰然牧師擔任青年組組長的崗位，專責推動青年佈

道事工，目標是動員及鼓勵青年信徒在職場上及家中領人信

主，希望能把這福氣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羅牧師一家的見證真的令人感動、令人鼓舞，求神激勵眾信

徒立志竭力領人歸主；不單讓這份感動延續下去，更重要的

是讓更多人有機會聽見福音，領受耶穌基督的大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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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話組組長  

陳肇兆牧師

婦女組組長  

滕張佳音博士

動員眾姊妹 領男士歸主

回顧過去接近四十年的事奉人生中，除了曾被邀擔任

全球公元二千福音運動東北亞洲區婦女佈道組國際

代表(1991-2000)、香港基督徒婦女網絡（前身為「全球基督徒婦

女網絡香港分會」）顧問（1993-至今）及2007年「香港葛福臨佈

道大會」婦女組組長之外，實際上本人從沒有擔任堂會的婦女

事工崗位，對姊妹們的需要，實在缺少研究。

然而，根據香港教會更新運動《2014香港教會普查》，香港教會

的男女比例相當嚴峻（姊妹62.1%、弟兄37.9%）。因此，婦女組上

下一心，要用各種方式渠道例如福音午餐會、讚美操等，鼓勵姊

妹們向身邊的男士傳福音，包括父親、丈夫、兄弟、兒子、男上

司、男同事及男下屬等。

婦女組的成員非常鼎盛，有來自不同教會及機構的牧者、同工和

信徒領袖，合共21人。當中包括：

．  副組長 - 潘余妙雲女士（工業福音團契榮休總幹事）

．  副組長 - 梁林天慧博士（香港基督徒婦女網路主席、 

香港城市大學社會科學系講師）

．  副組長 - 孔桂芳牧師（宣道會北角堂）

．  顧問 - 陳歐陽桂芬女士（以勒基金總幹事）

為了推動男士福音事工，婦女組將於2016年10月29日（星期六）

假尖沙咀The One煌府婚宴專門店舉行第一次「男士福音午餐

會」，我們已邀得鄭子誠先生分享『起落‧喜樂』，現正展開宣傳

及訂購餐券的工作，懇請代禱 !

「主發命令、傳好信息的婦女成了大羣 !」（詩篇68:11）

主愛臨到「普通話」的鄰舍

根據人口統計資料，現香港約有一百萬以「普通話」為母語

的居民；普通話已超越英語，成為香港居民最常使用的第

二種語言。但是，香港目前只有約10間堂會設有普通話崇拜；約

20間堂會提供普通話傳譯；約30間教會和機構有全職同工專門

服侍普通話群體。

神沒有忘記這些在香港說普通話的群體，幾年前就興起了「香

港普通話教牧同工聯禱會」，每月第三個星期四下午3時半舉行

聯禱，為普通話事工，互相鼓勵、守望和代禱，目前有40多人參

與。同時，明年舉行的「香港福音盛會2017」，亦沒有忽略說普通

話的鄰舍，在七場聚會中設立了一場「普通話場」，服侍這群未

得之民。順理成章，香港普通話教牧同工聯禱會的成員，就成了

是次盛會「普通話組」的主要同工。感謝主，讓我們仍有生命氣

息和機會去傳揚福音。

在此，也邀請您與我們一起禱告：

1. 由於普通話群體頗接受《遊子吟》一書，我們特意邀請了該

書作者馮秉誠牧師蒞臨證道，求主親自使用講員，並保守馮牧師

身體健康。

2. 求主呼召正在香港服侍「普通話」群體的弟兄姊妹，一同起來

參與服侍是次盛會 。

3. 求主帥領普通話小組的工作，配合大會事工藍圖，由現在開

始就能凝聚香港設有普通話事工的教會和機構，服侍、祝福和

興起香港「普通話」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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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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扣稅之用。

 郵寄地址 :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5 - 517號好收成商業大廈15樓

香港福音盛會   網址: www.hkgospelfestival.org  查詢: info@hkgospelfestival.org   地址: 九龍油麻地彌敦道515-517號好收成商業大廈15樓

電話 : (852)2814  0470     傳真:  (852)2814  0471                                    印刷及發行：香港福音盛會有限公司 

一.  求神透過獨臂籃球手Kevin Laue的見證分享，激勵青少

年不放棄、不抱怨、不認命；相反，倚靠神的力量，增

添信心，突破困境，以致夢想做得到，擁抱積極人生。

二.  四日七場佈道大會需要成千上萬弟兄姊妹擔任義工，懇

請大家為招募義工行動代禱，讓更多信徒同心事主彰顯

神的榮美。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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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香港福音盛會20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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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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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福音盛會2017」。

六.  求神賜與各董事、組長、組員及大會辦事處所有同工及義工

均獲充沛體力、靈力，使各人愈事奉、愈有喜樂與力量。

代禱事項

我們已於五月初進駐新辦事處，它座落交通便利的油麻地，

連大廈名稱也十分貼切，名為「好收成商業大廈」，這是神

對我們的佈道事工的祝福。

在5月4日我們舉行了「新辦事處啟用感恩禮」，多謝各位

董事及組長抽空蒞臨，和所有同工一起見證新辦事處正式投

入運作。

感謝神奇妙的預備！這個地點不但方便廿組功能小組舉行

會議，它更鄰近我們的緊密夥伴如中華基督教青年會、香

港浸信會聯會及香港基督教信義會真理堂等，方便得到大

家的支援。

求神繼續使用「香港福音盛會2017」，讓它成為聯繫各教

會、機構、學校及信徒的平台，為明年的佈道大會作好準

備。

新辦事處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