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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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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們祝酒

現任三福董事及同工
現任三福同工

▲ 國際三福致送賀禮給香港三福▲ 董事們切蛋糕

▲ 現任三福董事、總監、史馬可牧師夫婦、
Penny 合照

▲ 現任三福董事、總監及各機構代表合照

現任三福董事、總監、
Pastor Rod Story、
溫仁和牧師夫婦合照

祝福三福遊戲

來賓留名進場

破冰遊戲

詩歌敬拜

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

感謝神，

得到眾伙伴教會和三福人的支持，

感恩慶典反應踴躍，

共有43席超過500人出席。

慶典花絮慶典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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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飛躍堂會
播道會泉福堂

播道會泉福堂
伍宏濤牧師

播道會泉福堂獲頒「推動成人三福飛躍堂會」獎

四十周年感恩慶典
    感恩慶典是香港三福四十周年活動的高潮。慶典的重點有兩方面，第一是透過嘉許，鼓勵各人繼

續努力在堂會推動三福訓練；第二是透過部份獲嘉許者的分享，達致互相激勵和經驗傳遞，下面是

他們的分享內容。

為何在2013年選擇使用三福？
嚴格來說，我是不必要作出選擇，因為教會昔日植堂

時，已定下了要有三福訓練。當時的教牧團隊（我不

在其中）認定，三福訓練有助教會履行所定下「尋找

圈外的羊」的使命，只是在植堂之時，沒有足夠的人

力資源去推動，所以等到2013年才啟動三福訓練。

三福有何吸引之處？
雖然說是沒有得揀，但即使我可以作選擇，我都認定

三福訓練是必然之選，因為它不單是一套傳福音的工

具，更是一套周詳而扎實的門徒訓練，絕對有助教會

建立佈道文化，與及在過程中倍增門徒數目。總括來

說，我認為教會要成為一所「傳福音的教會」，所選

用的佈道訓練必要有幾個元素：在現實中用得着、能

延續下去、帶來屬靈生命的突破、建構團隊精神。

從實用性角度來看，「三福大綱」清楚展現整全福音

信息，並且因着整個團隊都按着大綱作講述，出隊時

很易彼此配合，給對象一份很清晰的感覺。至於三

福訓練的延續性，可見於它要帶動受訓者，走進成

為「得人漁夫的訓練者」的生命歷程，每屆的訓練跟

上下兩屆扣連着，教會在佈道事奉上建起「傳承鏈

子」，以致教會內的佈道文化被鞏固。

三福訓練帶給信徒在屬靈生命上的突破顯而易見，因

為眾學員在整個學習過程，會經歷神的「拆毀和重

建」（這是指到他在佈道上的更新改變），也會實實

在在經歷神的「作為」（每次出隊都是神安排的約

會、出隊過程中必見到聖靈的工作等），學員在三個

多月的訓練，與及日後的每次出隊，都持續會如此經

歷神，所以只要繼續出隊，屬靈生命必然經歷突破性

的成長，最終為教會帶來門徒的倍增。最後，由於三

福要求以團隊方式作佈道事奉，當中帶動肢體學習彼

此配搭，互相遷就，真誠檢討等操練。雖

然有時會出現磨擦，但因着大家都定焦佈

道事奉之上，都會願意放下個人執着，同

心事奉，結果很多時在肢體之間，帶來更

和諧的關係。我不敢說我認識坊間存在的

每一套佈道訓練，但當我認識到三福訓練

擁有這幾方面的元素，我就帶着興奮和期

待的心，取上教會一早定下的方向，在泉

福堂推動三福訓練。

現在有何成果？
2013年至今，感恩神讓我們舉辦了九屆訓

練，過程中訓練了48位隊長、4位信徒教

師、2位合格教師。我們當然沒有甚麼可

以誇口，只是感恩神讓我們踏進三福佈道

訓練，以致教會能在香港這處地方，把福

音信息傳到更多人的心靈裏，實踐「尋找

圈外的羊」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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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許開辦成人三福 50 期以上之堂會
大埔浸信會

國際三福頒發優越大獎
大埔浸信會

大埔浸信會堂主任李淑儀牧師

大埔浸信會獲頒「開辦成人三福５０期以上獎」及

「三福優越大獎」

感謝神！於1990年，朱活平牧師在大埔浸信會

推行第一屆三福佈道訓練，將實踐福音使命的種

子撒在埔浸群體的心田中。往後，在教會全力支

持下，佈道部持續地推動每年兩期三福佈道訓

練；時至今日，埔浸三福已經進入第五十四屆，

培育了大約400位三福合格隊長及隊員，當中除

了得人漁夫外，更有得人漁夫的訓練者。神藉着

三福這套整全的訓練，為埔浸奠定傳福音的兵工

廠，在有需要時，可以隨時安排福音隊，向未信

者分享主耶穌的救恩，並引領決志者進入教會的

栽培系統，一起經歷生命改變的喜樂。

多年以來，埔浸三福確實遇過不少困難。面對學

員的減少和福音對象的不足，神讓我們靈活應

變，藉不同的上課時段和出隊安排，以配合不同

肢體的時間和需要。此外，埔浸深信本會的三福

訓練，除了祝福堂會的肢體外，也可祝福區內的

友好教會，協助她們建立自己的傳福音兵工廠！

大約2年前，上帝讓埔浸有機會與區內一間堂會

（播道會寶雅福音堂）合作，與寶雅的肢體一起

在埔浸接受三福訓練，彼此激勵，共享經驗，效

果良好！在未來日子，我們期盼與區內教會有更

緊密的合作，在主裏攜手並肩，齊將福音帶給未

信主的坊眾親友。

上帝的恩典真的浩大，祂為埔浸預備了很多委身

的導師，使埔浸三福可開展新的一頁。在兩年

前，埔浸附近有新屋村（寶鄉村）落成，當中有

不少是獨居長者，我們了解長者專注力較低，集

中時間短，需要用淺白方式向他們傳講福音，傳

統成人三福未必是最好方法，但感恩三福機構開

辦的故事編織法能補足當中需要。故事編織法不

會長篇大論，故事圖冊可加深印象，且具相當趣

味性，較適切長者的狀況。當埔浸社會服務處義

工為獨居長者打掃清潔時，另一邊肢體就可以與

長者講述聖經故事，效果實在是相得益彰。現時

我們已開辦至第三期三福故事編織法訓練，訓練

了11位弟兄姐妹成為合格隊長及隊員，榮耀歸

主！未來我們將繼續以成人三福及三福故事編織

法訓練肢體成為接觸鄰舍的福音大使。

作為埔浸教牧同工，最興奮的莫過於在感恩分享

會中，聽見隊長隊員們分享如何透過三福真實

地經歷到與聖靈同工，從而令自己的生命更加扎

實，就如昔日使徒在廣傳福音的過程中，同時經

歷屬靈生命的躍進，埔浸教會有不少傳道人及神

學生昔日也曾接受過三福裝備。深願眾得人漁夫

的見證能夠激勵更多弟兄姐妹，一起動員起來，

履行福音使命，使基督身體在質與量一同增長。

多年來堂會推動三福遇到甚麼困難？如何克服？未來有何計劃？

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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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李木義牧師（退休）

獲頒「教授成人三福４０期以上」獎

感謝主，我自少就能夠在基督教學校及教會中認識

主、信靠主及委身事奉主。猶記得十二歲那年在傳

道人的教導下，就立志要引領全家歸信主。其後，

也曾積極參加由教會、基督教機構及學校所舉辦的

個人佈道訓練。後來於1985年有機會接觸「三福事

工」，並於1989年接受三福教師訓練；同年，九龍

城浸信會開始推動三福事工，便立即參與其中，直

至從教會退休的日子……怎能作為一個神所要的管

家呢？（請參林前4:2）──這應該全是神的恩典

啊！(腓2:13，4:13；林後3:4-5)祕訣如下：

1.	 自我靈命的反省

我已重生得救了嗎？我與主與父神的關係（景

況）如何？我怎樣能最討主喜悅呢？（因為一個

重生得救並與神有美好聯繫的基督徒，必然會喜

歡遵行主的大使命、與人分享福音的好處啊！）

2.	 三福佈道的長處和激勵力

除了在怱忙中向耆英或兒童，我會運用最基本的

《救恩三點》（即人有罪，神愛你，您要信）佈

道外，其餘情況我都樂意採用「三福」來進行。

理由如下（因為「三福」）：

A.	 是一場教會的集體佈道運動──不是個人的

單打獨鬥；而是有支援有互勉的群體運動；

B.	 是一項事前、面談時及傾談後都有美好準

備、配搭和跟進的佈道事工──不硬銷、不

施過多壓力，卻能使對方感覺受尊重，有美

好成果的「與人分享福音的行動」；

C.	 是一幕倚靠神的佳美見證──「三福」非常

強調祈禱（特指倚靠神）和聖靈的能力（惟

有祂是叫人知罪、悔改、承認並接受基督耶

穌為主的神，(請參約16:8-11，林前12:3）

我們既是倚靠神自己來為祂成就大事，那豈

有不帶着能力和成果的呢？

D.	 是全會眾一起建立教會的至尊增長工

程──教會會眾得着裝備去達成主的

大使命，初信者亦得以在基督裏接受

裝備、穩固地成長。故此，教會就能

不住地在主裏面成長，榮耀歸於真

神！

3.	 教會領袖能得着從各方面來的支持、參與

等（包括其他傳道同工、執事及三福教

師、隊長、隊員及禱伴一系列的投入等）

──傳福音的事工，有如屬靈的爭戰，孤

軍作戰容易使人氣餒，眾志則能攻破堅

城！推動「三福」事工者必能得着代禱、

支持及鼓勵！（在＂城浸＂推展「三福」

事工近30年，確能得着其他同工及眾多義

工的支援、配搭和激勵啊！）

4.	 不斷思念主捨命、救贖人的大愛──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

(林後5:13-21)。

如何能作一個忠心到底的三福教師？

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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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

5.	 不斷重申主榮耀的大使命和世人（罪人）最大的需要──「……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太28:18-20)「神愛世人……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信子（主耶穌）的人有永生；不信

的人得不着永生……。」(約3:16-18,	36)

6.	 不斷反思及確認──在眾多佈道法中，「三福」確是今日最能夠動員、裝備及持續激勵教會眾多

信徒，去達成主的大使命的佈道運動！

謹以上述各點互相激勵；深願神得着當得、至高的榮耀！

九龍城浸信會獲頒「開辦兒童三福最多期數」獎

兒童三福的學習感受及得着
大家好，我是洪嘉遙。好開心，今次有機會經

基督少年軍導師推介，参加了兒童三福訓練。

報讀兒童三福課程的最大得着，是我可以學識

傳福音的技巧，例如透過摺卡、動作等，我

用兒童三福教的，成功的令一位朋友仔決志信

主，我都很感恩。

另外，兒童三福增強了我的自信心，我之前是

一個好內向的小孩，在參加完兒童三福後，

我可以好勇敢地同人傳福音，就好似我現在一

樣，可以是大家面前分享。

另外，兒童三福都

增強了我對主耶穌

基督的信心，在出

隊前一晚，我驚

到睡不着，因為我擔心第二天出街傳福音時，小

朋友不理會我，和他們一起玩較易，但講福音就

肯定好難，我都好擔心，最後我祈禱請主耶穌幫

我，最後，主耶穌喺有聽我的禱告，我可以成功

傳福音比好多位小朋友，他們都決志信主，我都

好開心，可以為神的家庭增添了成員。

我以後都會用兒童三福學的技巧去傳福音，因為

我用兒童三福學的，可以成功的向人傳到福音。

我會推薦我妹妹下年參加兒童三福訓練，因為我

自己在這個訓練中有很多得益，我希望將來我的

朋友、親戚、特別是我妹妹，他們得到很多好

處，可以跟我一樣，一起上天堂，得到永生這份

寶貴禮物。

最後，我都好感謝兒童三福的導師，教導我，陪

我一起完成這個課程，還要多謝隊員和我一起去

傳福音。

兒童三福大綱示範

洪嘉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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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浸信會獲頒「開辦青年三福最多期數」獎

青年三福訓練對我的生命帶來甚麼影響？
大家好我是來自九龍城浸信會的陳家偉，回想我

第一次接觸三福的時候，是在十多年前我初信

的日子，當時我剛剛受浸加入教會，有弟兄姊妹

邀請我報讀三福第一階課程，當時我只是知道三

福是一個傳福音的課程，又知道基督徒要多傳福

音，所以我就膽粗粗的報讀了三福。當知道課程

有很多的背誦，心裏就想大件事了，自己一向背

誦的能力都是不好，一向不懂說話的我要跟人分

享福音是十分困難。但原來靠着神的恩典與隊長、隊員們的支持是可以順利畢業。但是心裏這種害

怕，令到我不敢再報讀或運用三福這個方法去傳福音。

但過了幾年後，在自己事奉的崗位上，神又再一次要我接觸青年三福這個事工。自己第一個反應就

是{不是嗎？}經過傳道人的邀請又再一次膽粗粗的報讀青年三福課程，這次的經歷使我覺得原來背誦

大綱，跟陌生人分享福音，靠着神的恩典下，一同經歷高高低低，過程實在非常美好和寶貴，課程

要求已變得不再困難了。後來透過傳道人的再次邀請，還報讀了青年三福教師課程，完成了課程之

後，還在自己教會的青年三福事工上出一分力。

以上種種體會讓我覺得青年三福對我的生命有着很大的影響，讓我明白到傳福音的重要性，亦重燃

我對傳福音的心志。現在事奉上見到很多青年人報讀了青年三福課程，見到他們的生命改變，就好

像自己當初讀青年三福的時候一樣。

教會亦透過青年三福課程去鼓勵不同的弟兄姊妹

學習傳福音的技巧，重燃他們對傳福音的心志。

讓教會有更多的弟兄姊妹參與傳福音，好像青

年三福事工的理念，一傳二，二傳四幾何級數

的增長，訓練更多得人漁夫。最後想多謝三福

機構，四十年來不斷在香港推動三福事工，讓

更多的基督徒成為得人漁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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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恩浸信會 周曉生、周梁玉燕、周皚雪獲頒「親子三福」獎

親子三福對你的家庭帶來甚麼影響？
信主30幾年的我，在初信之時，其實完全唔知道甚麼

叫傳福音，不過每次完了崇拜時，我經常見到有位姊

妹，和第一次返教會的新朋友傾談，一直覺得好奇怪

…直到我信主日子漸漸增加，我才明白這就是傳福音

了。後來教會開辦三福訓練，我當然好想學習傳福音

的技巧啦，初初真係好唔容易，因為要背好長好長的

福音大綱，還要時時跟弟兄姊妹去青衣出隊，雖然都

幾辛苦，但心中好喜樂滿足！

到今天連我女兒（皚雪）都讀三福，甚至現在已經是三福教師了。其實當初

真的無考慮到傳承兩代一齊讀三福等等…只知道主吩咐我們的大使命，就是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聖經還說：「我們同有一個心志，就是為所

信的福音齊心努力。」况且福音本是神的大能，為要尋找丶拯救失喪的人…

有時我見到雪雪與我一齊學三福一起出隊…現在還一起去探望老人院，都感

到很安慰。只要我還有力氣，我都願意繼續傳福音，祝福更多人…最後送給

大家一句金句互相勉勵：「報福音傳喜訊的人，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

大家一齊繼續努力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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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嘉許禮

嘉許禮˙開辦成人三福

開辦成人三福10期或以上之堂會 ( 左起 )
宣道會元朗堂、
學基浸信會、
麗城浸信會、
宣道會信愛堂、
銘恩浸信會、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聖道堂、
尖沙咀潮人生命堂、
鑽石山浸信會、
* 播道會彩福堂

(*) 代表慶典當晚缺席

開辦成人三福20期或以上之堂會
( 左起 )

宣道會翠屏堂、
尖沙嘴浸信會、

元朗浸信會、
南亞路德會靈恩堂、

粉嶺基督聖召會、
視障人士福音中心暨

心光校友事工部、
荃灣浸信會、
宣道會大埔堂

開辦成人三福30期或以上之堂會 開辦成人三福40期或以上之堂會

( 右起 ) 中華基督教禮賢會九龍堂( 左起 ) 香港伯特利教會慈光堂、
香港仔浸信會、宣道會美孚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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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

嘉許禮˙開辦成人三福
開辦成人三福50期或以上之堂會

宣道會荃灣堂

九龍城浸信會

大埔浸信會

播道會恩福堂

香港浸信教會

基督教豐盛生命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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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林家庭

岑敬武家庭

呂君望家庭

岑錫賢家庭

周曉生家庭

梁植強家庭

余敏宏家庭

陳盛玉珍家庭

江展宏家庭

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嘉許禮

嘉許禮˙親子三福
九龍城浸信會

尖沙咀
潮人生命堂

基督教
中國佈道會

聖道堂

荃灣浸信會

銘恩浸信會

陳炳林（父）及 陳詠新（女）

岑敬武（父）、岑陳曉欣（母）及 岑至充（男）、岑可咏（女）

江展宏（父）及 江柏喬（男）

＊陳李寶華（母）及 陳樂遙（女）、陳樂晴（女）

＊胡嘉華（父）及 胡曦恩（女）

＊趙濠俊（父）及 趙穎（女）

陳 盛 玉 珍（ 母 ）
及 陳元謙（男）、 
陳愷喬（女）

* 黃馬玉玲（母）
及 黃紀恩（女）

呂 君 望（ 父 ）、
呂 吳 靜 嫺（ 母 ）
及 呂依靈（女）

梁植強（父）及 梁睿谷（女）

岑錫賢（父）及 岑凱韻（女）

余敏宏（父）、余甘麗貞（母）
及 余心絃（女）

周曉生（父）、周梁玉燕（母）
及 周皚雪（女）

(*) 代表慶典當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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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嘉許禮

嘉許禮˙推動成人三福飛躍堂會

嘉許禮˙三福優越大獎

基督中心堂 ( 荃灣 )

宣道會荃灣堂

播道會泉福堂

大埔浸信會

1.	堂會連續十年或以上開辦三福訓練

2.	堂會是三福講習班基地	( 堂會與三福機構合辦講習班 )

3.	堂會在經濟上是三福機構的夥伴

4.	堂會曾派出三福教師或隊長協助其他堂會 ( 本地 /海外 ) 開辦三福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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繆政剛先生

葉劍華牧師 李鴻標牧師

陳漢忠牧師 黃嘉樂牧師

趙淑梅姊妹 何寶珍姊妹 梁惠儀傳道

四十周年感恩慶典花絮—嘉許禮

嘉許禮
忠心事主˙三福現任董事(滿十年以上)

嘉許禮
忠心事主˙三福現任同工(滿十年以上)

名單：繆政剛先生、陳漢忠牧師、黃嘉樂牧師、葉劍華牧師、李鴻標牧師、＊鍾健楷牧師、＊黃昌發牧師

名單：趙淑梅姊妹、何寶珍姊妹、梁惠儀傳道

(*) 代表慶典當晚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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