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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福人心聲∼

November 30, 2008

To EE Hong Kong on the Anniversary 30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As I think about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E ministry in Asia it reminds me of a race which God 
has set before us.  Friends and partners of EE Hong 
Kong you have been running this race longer than 
any nation in Asia… 30 years, and we honor you for 
your relentless endurance!  You have been an example 
to the world and we celebrate God’s faithfulness to 
you and your tenacious commitment to His Great 
Commission.  May He alone be praised and may you 
be encouraged to keep running with your eyes fixed on 
Jesus.

Now, it is important to discover how to continue to run 
in such a way that will guarantee all the nations in 
Asia win this race for God’s glory.  A few months ago, 
I watched the athletes run in the Olympic Games in 
Beijing.  The event that captured my attention was the 
4x400 relay race held at the “birdsnest stadium”.  As I 
watched that race I learned an important less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winning team and the rest of 
the field was, the gold medal was won by the team who 
passed the baton most efficiently and effectively.

The race set before EE International is that we equip 
the Church to reach every nation, every generation 
and every people group with the gospel of Jesus 

Christ.  We know EE has established a beach-head 
of ministry in every nation.  So, what do we do next?  
EE Hong Kong is strong, established and excelling
… and, you are one of the nations that is  running 
in front of the field.  It is time for you to reach out to 
help other Asian nations where EE is not as strong 
but emerging and shows great promise.  You have 
been doing this and you have done it well.  However, 
my encouragement and exhortation to you is that you 
accelerate your efforts.  May the baton of experience, 
expertise and passionate commitment to Jesus Christ 
and His Great Commission be passed from EE Hong 
Kong to the next nation, and then on to the next nation 
and then next…  If you do this with the Lord’s strength 
and empowerment, all the nations will win “the race”. 
Our reward will be to hear Jesus say, “Well done, 
good and faithful runners!  You have kept the faith, 
you have won the race because you ran together!”

Congratulations for a race run well and thank you for 
running this race with us!  My God continue to bless 
you and use you to reach the nations for the honor and 
glory of Jesus Christ!  AMEN 

Together, in partnership with His Spirit, we win!

Rev. Thomas G. Mangham, M.Div.
Vice President, EE International
Asia Continent

國際三福

30 years.  Simply amazing!  30 years of faithful 
service to our Lord and Savior Jesus Christ.  And what 
amazing things have happened in these past 30 years!   

From simple beginnings, this ministry has grown to 
literally reach to the very ends of Asia.  Pastors have 
been equipped and people have been reached with the 
glorious Gospel of Jesus.  Lives have been impacted, 
literally turned “right-side up”, by the truth of Jesus 
and His wonderful work on the cross, then sent out on 
the mission of reaching everyone with the life-saving 
news.

Yet, when all is said and done, we are reminded of the 
key ingredient by our Lord in His Word.  When the 
writer of the book of Acts tells us about the life of King 

David, he focuses on one thing:  service.  “For David, 
after he had served his own generation by the will of 
God, fell asleep and was laid with his fathers...” (Acts 
13:36).  Many great things could have been said about 
David but one is featured.  Service is key.  And EE III 
HK has been a model of service to our King through 
the work of Evangelism Explosion. 

May the Lord continue to bless this great work to His 
glory as we labor together to reach the very ends of 
the earth.

Yours in His service,

Rev. John B. Sorensen
Pres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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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三福董事

湛乃斌牧師

「三福」事工是我在香港眾多福音事工參與時間

比較悠長的一個 (超過廿五年)。我於一九八七

年的「領袖講習班」受訓，跟着在教會開班訓練

信徒。教了幾期，跟着獲邀在「領袖講習班」擔

任教師，被邀請加入「香港三福」董事會，先後

擔任過「香港三福」及「普世華文三福中心」董

事會主席。在英國宣教時，亦曾在英國曼徹斯特

舉辦「三福訓練班」和「領袖講習班」，把中文

的三福引進歐洲。

「三福」事奉對我個人的靈命及事奉亦很有

幫助。「三福」幫助我可以持續地與人分享福

音，而不是單單在教會裏面向已信的人傳道

（Preaching to the converted）。「三福」擴大

了我事奉的領域，透過教授「領袖講習班」，

我可以有機會服事香港（甚至海外）的教會。

「三福」亦擴闊了我對

普世宣教運動的視野。

我曾經有機會參加「亞

洲」和「歐洲」

的「三福領袖會

議」（Leadership 

Conference），

最難忘的是有機會於一九九六年出席「國際三

福」的特別慶典，慶祝三福事工於一九九五年成

功進入世界每一個國家。看見世界上每一個國家

都有一位代表出席這個盛會，一起敬拜神，我心

中覺得非常感動。「三福」真的是一個非常特別

的事工，是使很多人蒙福的事工。我為「三福」

事工感恩，感謝神讓我這廿幾年來有機會參與三

福事工。

曹蓉蓉小姐 (文書)

每見香港三福同工與各位董事

們從起初便願意到/甚願到付

代價的委身於各地訓練得人

漁夫，又見母會堅浸多位近

20年未曾間斷永不言倦，甚

願福音興旺的三福導師以身教展現 “F A T”，我

感謝神賜甘雅各牧師智慧與熱誠體貼主基督的心

懷；讓肢體們也能以合神心意的模式與大使命共

舞；訓練門徒領人歸主經歷神大能轉化人心，故

此我熱衷推薦以己立人己達達人的三福訓練承擔

使命，享受使命。

范榮基先生（財政）

回顧過去十二年多，應說是

二十年前，小弟參與三福

事工的日子（正式受訓作

三福信徒教師是1996年

五月，但在1989年已接

受九龍城浸信會李木義牧師私人訓練，並即時在

城浸一個門訓式助道會（團契）中，與太太一同

訓練團友接受（非正式的）三福訓練一同去傳福

音。當時與團友們一同到廣源邨洗樓。蒙神的恩

助兩年後與城浸其他弟兄姊妹一同建立在廣源邨

的基址（現今已成立了獨立並加入了浸聯會的堂

會）。回想當年，由我太太出隊洗樓接觸，即時

決志者已成為該堂會的執事。看到神藉三福學員

出隊，領人歸主，建立教會的作為，是我倆很欣

慰及感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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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政剛先生

本人在三福全職事奉有

廿多年的時間，在教會

亦持續不斷地推行三福

訓練，裝備弟兄姊妹作

佈道的事奉。神讓我在

四年前離開這全職事奉

的崗位，自此我在傢俬廠工作的體驗，讓我更曉

得如何面對神的事工。因為神的事工比世界的工

作更重要，更應獲得更好的資源和服事。現今我

作為董事，盼望同工積極及努力地守望他們的崗

位，用心服事，讓大使命有效地延續下去。

梁錫光傳道

套用《禮記》的《大學》

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

下」作我過去二十多年來

參與三福事工從開始到如

今屬靈經歷的感言：

修　身 初 學 三 福 能 更

生、重整屬靈生命，裝備自己傳福音。

齊　家 在教會開展三福訓練，培訓門徒，領多

人歸主，興旺神家。

治　國 三福能使萬人成為神的門徒，擴展神的

國度。

平天下 願三福佈道事工傳遍天下！榮耀主名！

願主我們神的榮美歸於我們（三福）身上。願你

堅立我們（三福）手所作的工；我們手所作的

工，願你堅立。 （詩九十17）

黃昌發牧師

有人說，一套佈道法只

能存在十年左右，自然

就會被取代。但蒙神恩

賜，三福能在香港服侍

眾教會三十年，不但沒

有被淘汰取代；相反，

我感覺它好像進入了壯年，比以前更全面，更多

元化地發展。祝願每一位三福人，以前你曾參與

澆灌年幼三福的成長，未來的日子也不要鬆懈，

繼續培植三福事工，使之更茁壯成長，成為眾教

會在福音工作上有力的伙伴。

葉劍華牧師

神讓我得着這份永生的禮

物，是恩典；神讓我有機

會參與三福的事奉，更是

恩典。這個古舊的福音，

是現代人最需要的信息。

在三福的事奉中，不為別

的，只為在事奉中更多經歷神的作為。

在事奉中體會到神豐盛的恩典是何等有福。

香港三福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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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儀傳道 (本地事工主任)

三福與我十六年頭互相緊扣，

虛心受教至死忠心常伴左右，

接二連三裝備信徒作主精兵，

隨時候命佈道栽培仍未足夠，

誠願一息尚存也將身心相獻，

握着三福精神繼續為主奮鬥。

但願三福早日遍滿地上，眾信徒齊集主前高唱凱

歌永不休。

何寶珍小姐（行政主任）

自九六年在教會接受三福隊長訓練，讓我重生的

生命得到清晰確據，佈道生命也被三福改變了！

在教會協助三福事工，現今進入香港三福事奉

後，更有機會受訓成為三福教師，神不但祝福香

港三福，更賜福我這位小侍女！

香港三福同工

畢筱芬女士 (拓展主任)

轉眼間在三福已超過七個年頭了。感謝神讓我在

此事奉、學習及成長！每次跟堂會合作，雖然

我們只是首次見面，但因着有共同目標，彼此契

會，互相配答，讓我體驗「教會」的真義！以前

在商界工作，眼裏只有工作、工作、再工作，現

在我看見了神的大能：慕道者流淚決志；隊長經

過了三福訓練被神觸動，決心接受神學訓練；機

構無論在人手及經費上也有缺乏，但神總有適時

的供應！天父啊，感謝袮，這全是恩典！

趙淑梅小姐 (行政幹事)

我們得幫助，是在乎倚靠造天地之耶和華的名。

（詩篇124:8）

感謝主的帶領和保守，使我在三福服侍主上帝及

眾人。同時更讓我體會到主上帝如何帶領保守

香港三福進入三十年。求主繼續帶領指引香港三

福前路和引領各同工、董事及眾弟兄姊妹合一的

心倚靠主上帝，好叫我們能榮耀主上帝。感謝主

上帝，在我們有限的人力資源的情況下，總是有

所安排及帶領，並賜下一些熱心無私的天使來幫

忙，不只在辦公室、講習班、訓練活動、書展，

甚至最近的三十週年慶典各項活動裏，都能看見

主上帝的作為，哈利路亞。

主上帝總是賜足夠沒缺的給

香港三福（我們不能自

誇，因我們所作的，

全歸於主上帝的榮

耀），感謝主。    

我們得幫助，是在

乎倚靠主上帝。

鄭宇輝先生 (事務員)

自2000年參與三福機構事奉以來，小弟在教會

的事奉以至屬靈生命上，均有翻天覆地的巨變。

過去實難想像，神會帶領小弟離開已事奉十多年

的母會，踏上前所未有的蒙福旅程。透過在新教

會參與三福隊長事奉，不但多番嚐到結出果子的

喜樂，更使一度低沉可憐的靈性再次復甦，而且

越發有勁，家庭成員竟亦因此蒙

恩不淺，實感只有祝福，沒

有咒詛，在此僅藉「七言四

絕」一首，以抒感懷：

穢如糞堆卑似土

蒙主鍾愛成瑰寶

躬身力弘天國道

高唱頌歌萬世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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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伙伴

張傳華牧師 (加拿大東三福聯絡員)

傳福音不需要等神的呼

召，因為傳福音是一個

使命，也是信徒應盡的

責任。約二十多年前，

筆者開始在教會推動

三福事工，移民多倫多

後，在加東推動三福事

工也有十五年。

有下列的感受：

1. 在推動三福的經驗中，肯定了堂會推動的積

極性與教會人數增長和佈道者的屬靈增長，

是成正比的。

2. 三福這麼多年來的福音大綱從未修訂，因為

我們所傳的是一個永不改變的「福音」。

3. 三福大綱中的Q1和Q2：「假如你今天離開

世界⋯⋯」，常被質疑與華人文化對「死

亡」的忌諱，但筆者從未妥協不題「死」，

卻沒有碰到反效果，因為有聖靈的同工。國

際三福於2008年推出的Xee新課程，把Q1和

Q2改為問福音對象對神認識的指數，盼望能

更有效的運作，幫助福音對象得到永生。

願主耶穌再來之前，我們努力完成使命！

潘士宏牧師 (加拿大西三福聯絡員，現任中華
福音使命團義務團牧)

「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

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

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

人。」提後二２

（四種顏色代表『四代同

堂』的意思）

透過三福　訓練信徒　傳揚福音

代代相傳　搶救亡靈　直到主臨！

邱梓亮牧師 (三十週年籌委會成員)

卅年來，中國的發展令人

驚歎，各國版圖重繪，蘇

聯成為歴史；昔日意識

形態的衝突，今日是民

族、文化、宗教之間的張

力。沒有改變的是人心的

墮落，人只有仰望十字架

才能回歸天父的家。卅年

來，香港三福繼續持守訓練的重要、持守唯有

單靠恩典才能得救的信息，仍繼續祝福香港眾教

會、世界眾華人教會，委實是天父行在我們中間

的大恩典，也是卅年來眾同工們同心的明証。相

信那創始成終的主，必繼續在香港三福中彰顯祂

的作為，直等到祂來。

余俊銓牧師 (墨爾本三福聯絡員)

「三十而立」，正是成長

與成熟的標記！香港三福

經過幼嫩的萌芽發育期，

艱辛的栽種澆灌期之後，

如今得以茁壯成長，開

花結果，實在見證了神奇

妙的作為。香港三福得

以立，完全是神的深恩

所預備的，目的就是要裝

備、建立祂的教會，在萬民中擴展祂的國度。

但願香港三福，以至全球華文三福在未來的日

子中，能把握住從神而來，賴以立的厚恩，以

致長得更快更美；在福音承傳的使命中，繼往

開來，乘勝追擊，更榮耀神的聖名。在神永遠

的得勝中，我們已立於不敗之地，且誓要勇往

直前。深信那位動了善工的，必成全這工！

溫志文先生 (利物浦華人福音教會)

三福三十蒙主恩

不經不覺，三福終於踏進了

「三十而立」的階段了。過

去，我曾經伴隨「三福」渡

過一段艱難的時期，現雖身

處異邦，但我對「三福」仍

是不離不棄，因「三福」確

實是個人培訓、個人佈道及

教會增長方面的好工具及好材料，神也確實保守

並賜福了。在此，謹祝「三福」事工繼續蒙神賜

福，並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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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慧冰姑娘 (柴灣浸信會)

自從我於1989年參與三福

導師訓練後，多喜歡每年推

行一次三福訓練。一方面

可鼓勵弟兄姊妹掌握三福的

技巧，從而更多使用三福去

傳揚好消息，讓更多未認識

主的人有機會聽福音，有機

會決志歸向神；另一方面，可提醒自己更多去傳

福音。透過三福佈道，教我更深體會神的慈愛與

大能，祂願意與我們同工，感動人去跟隨祂、認

識祂、信靠祂，讓其生命得着改變、更新。神藉

此激勵我們樂於去與人分享好消息。每當一個人

決志時，我們真是為他雀躍、喜樂、感恩。這份

喜悅非靠金錢或個人努力可以獲取的，乃是神豐

厚的禮物。這教我更加體會「這福音本是神的大

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羅馬書1:16)

葉希賢先生 (三十週年籌委會成員)

感謝神，能夠讓我認識三

福。雖然我並非三福決志信

主，但我卻是透過在三福裏

的事奉，決志全時間的奉獻

神。無論是領人歸主或是作

訓練的服侍，三福確實讓我

能夠經歷與神同工的喜樂。 

教我學習在禱告裏，經驗神的信實，讓我能夠謙

卑等候神的帶領。神透過三福，陶造我這不配的

生命去事奉祂。甚願三福往後繼續祝福更多事奉

祂的人，也領更多人嘗到主恩的滋味。

歐如東先生 (三十週年籌委會成員)

記得第一次返教會崇拜

後，教會的傳道人與我傾

談，談話間他問了我兩個

問題: (1) 假如今天晚上我

離開世界，我是否有把握

上天堂? (2) ⋯⋯?  這就

開始了我與三福的關係。

回想這已是18年前的事！期間，我由隊員到隊

長，由隊長到教師，經歷到不只是有人因為三福

佈道而歸入天國；同時，我最大的得着是個人成

長，也看到有很多人都與我有相同的經歷。這正

就是三福的主旨：「訓練一個得人漁夫比單單拯

救一個靈魂重要，而訓練一個得人漁夫的訓練者

比單單訓練一個得人漁夫更重要。」願神大大的

賜福「三福」，讓更多弟兄姊妹因「三福」而得

福。願「三福」的下一個三十年可以為神拯救更

多靈魂。

黃嘉樂牧師 (九龍城浸信會)

卅年前剛是自己蒙召，思

想踏上全時間事奉的路，

當時從身邊的牧者聽聞

三福的事工，進入神學院

後，從修讀教會增長科

目，更多認識國際三福的

歷史及對教會增長的影

響。想不到在神學畢業後，當時所牧養的教會主

任牧者將要離職，便囑咐我要參與三福教師的訓

練，持續教會三福的事工，三福的事工就伴自己

廿多年，感到這是一份無價的禮物，讓自己看到

多少弟兄姊妹在訓練中成長及作得人漁夫的訓練

者，體會倍增帶來的喜悅。我深信神託付我在三

福事工的參與，不單是一套裝備的技巧，而是成

為自己牧養中與人分享生命一道寶貴的橋樑。

事奉伙伴

何子權牧師 (粉嶺基督聖召會主任牧師)

我等熱切傳福音，

愛以三福作重心。

三人成伴主帶領；

福澤四方把羊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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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奉伙伴

余雋瑞牧師 (中國宣道神學院副院長)

與三福同成長
我在七八年六月神學畢業前，有幸參加香港三福

在四月份第一屆的講習班，並蒙邀加入在港推

動三福的策進會。在此慶祝香港三福三十週年之

際，也數算一下在推動三福的過程中，所經歷事

奉的成長路。

當年，在教會開始第一年的事奉，就可以推動三

福訓練班，一邊上課作施多馬牧師的傳譯，一邊

學習做佈道班的隊長、班長，每週有規律性地翻

譯下一課的學習手冊和背誦大綱，並親手用鋼筆

寫臘紙、油印。一年後佈道隊增至十五隊，教會

已可主辦領袖講習班。往事頗堪回味，雖不至於

「流淚撒種」，但看見今日三福教材之色色俱備

(如三福扇、彩色投影片等)，心中響起「歡呼收

割」的感恩。在教會組織和培訓三福的禱伴、隊

員、隊長、教師，發展教材、訓練班和講習班，

提供給我豐富的裝備和經驗，讓我日後更有信心

和恩賜投身神學教育及中國事工。

當年，作為戰場新兵、工場新丁，在自顧不暇的

處境中，竟可參與一個新機構的註冊、成立和

起步，實在感到不配和汗顏。要建立一間教會成

為講習班主辦者，要向全港教會推廣一個新的佈

道法，談何容易，如詩篇一二七1所說：「不是

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經歷

「香港三福」的懷孕及成

長的過程，讓我日後無懼

於投身神學及差會機構的

創辦。今日，香港三福三

十而立，喜見參與三福的

人才濟濟，推動三福訓練

班和講習班的教牧同工和

堂會也不少。香港三福已

建立穩固的根基和美好的網絡，是展望為主作更

大的事的時候(約十四12)。

當年，對三福事工的信念和投身，除了因為她有

穩健的聖經基礎和全面的培訓體系，也是因着神

在我身上獻身的呼召 – 中國事工。七八年的中

國剛開放，當時國內教會和福音事工情況，不為

人知，海外教會也無從入手。剛進工場新丁的

我，對剛學到的三福佈道法存着很大的期望，今

日在港，明日在中國，裝備教會信徒，把福音遍

傳香港、祖國。三年前認識國內一位同工，竟發

現他的團隊在全國推動三福，每年在各地公開教

會及家庭教會，舉辦二十個講習班之多，數以百

計的國內教會正在推動三福！一邊聽他興奮的分

享，一邊心中又響起「歡呼收割」的感恩。香港

三福人及三福教會，你願意三福更上一層樓，踏

足中國，成為中國教會的祝福嗎？

黃常教牧師 (中華基督教會林馬堂義務顧問牧師)

沒有三福，仍然可以傳福音，學了三福，就更有把握向人傳福音，並能更有

信心向對方深入淺出地將完整的福音闡明出來。一方面胸有成竹地掌握對方

信仰上的疑難，另一方面也可讓對方獲得邏輯性和終極性的得救確據（約六

４７）。在對談中可有空間給「聖靈」動工（約十六8），同時「神的道」是

有功效的（來四12），再加上訓練有素的三福「佈道者」（太廿八１９），

就成了無遠弗屆的「鐵三角」。三福肯定使您成為一個出色的得人漁夫，我

個人是屢試不爽的受惠者。過去如此，現在如此，將來也必如此，但願三福

青春常駐，榮歸上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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