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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學員見證

　　在過去的傳福音體驗週，我親眼看見弟兄姊妹盡心盡力傳福音，我知

道好些參加者是沒有傳福音經驗的，要他們在幾天之 掌握基本傳福音之內

法，實在是苛求，然而他們做到了，實在要為大家感謝神。傳福音並非單

單學習一套佈道方法，而是反複不斷的操練，讓「傳福音」成為信徒的習

慣，好像吃飯那麼自然。弟兄姊妹，切勿以為曾經學習過、實踐過就等於

懂得傳福音，我們還在紐約事奉的時候，不少弟兄姊妹連續參加了五年傳

福音體驗週（耶穌愛華埠）；我自己是過來人，當佈道還未溶入我的生命

時，佈道與生活是分開的，只在出隊時傳福音，但平常時間則很少。你現

在是那一種光景呢？我和梁惠玲傳道雖然不在美國，但我們沒有忘記你們!

盼望神激勵感動你們，讓那傳福音的火把永遠在你們心裡燃亮。傳福音就

是把得救的機會送給別人，人家接受與否我們無法把握，但讓人得生命的

機會怎能不送出去，深盼加州的戰友們，莫失莫忘（莫失傳福音的心志，

莫忘救主的吩咐）。

范文堅傳道, 梁惠玲傳道 (2008, 2010, 2011年訓練導師)

　　去年8月下旬的時候，七位教會弟兄姊妹與我一同參加了角聲的「傳

福音體驗週」。雖然 天要花三個小時來回三藩市每 。但在當中所經 神的歷

豐盛和喜樂，已將疲累一掃而空。所學得的傳福音知識和出隊作街頭佈道

和探訪的經 ，歷 讓我們深深的經 神。一位姊妹從中了解到自己愛神及愛歷

人靈魂的心不足，而立志更親近神。一位姊妹與隊友探望母親，藉着聖靈

的帶領和感動，令這位多年對基督教抱著觀望態度，遲遲不肯信主的老太

太開懷接受基督為救主。 天車途中分享所得的領受、互相鼓勵、加添了每

屬靈上的情誼，促進主 肢體的團契相交。而作為牧者的我，看見神如此內

激發信徒的愛心、信心、信徒的放膽回應，則感到十分感恩。「體驗週」

的「餘力」還激發了部份隊員參與教會的祈禱會及自行在小組中推行「街

頭佈道」活動，與其他信徒共享傳福音之美。「傳福音體驗週」實在是值

得信徒參與的活動。它不單是傳福音的訓練，亦是門徒品格、順服神心意

的操練，讓信徒實踐愛神、愛人的寶貴機會。

詹嘉灝牧師 (主恩基督教會)

　　從信主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上教堂、參加崇拜、小組聚會、

查經亦早已變成習慣；唯獨有一件事，好像很難實踐，就是傳福音。因我

是個 向的人，不喜歡跟陌生人談話，所以不傳福音亦是可接受的，反正內 ，

生活見證還是比較實際。這樣的想法，相信在教會中也很普遍。但在馬太

28:19，主耶穌給我們的託付是：「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

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這裡的「你們」也應包括「我」和

「你」。角聲在去年給了我一個機會「去」實踐這大使命。當初做這個決

定去參加「傳福音體驗週」之前有很多掙扎，但最後還是立定主意要

「去」。當中學曉了傳福音的一些技巧，但最寶貴的一課，是學員 日在每

街頭傳福音的體驗。「拍擋」是一位年長的姊妹，看到她熱心放膽傳福音，

藉著禱告與神同工，使多人信主，心裡甚是感動。「報福音傳喜信的人，

他們的腳蹤何等佳美」，希望你也能「立定主意」，「去」參加今年角聲

的傳福音體驗營，一同分享這佳美的福分。

陳慶鈞 Romy Chen (華人金巴崙長老會－Daly City)

－　藉角聲為灣區華人教會辦此跨教會訓練信徒傳福音，有這機會與其他

教會的弟兄姊妹同心傳福音真的很受鼓舞。

－　我們教會由教牧帶隊七人同參加傳福音訓練的感覺真好，弟兄姊妹有

更深、更好的關係。

－　教師們傳福音的生命與經驗，福音難題解答和教材都很豐富。

－　出隊時分工合作，互操傳福音的膽量。

－　出隊時，看見唐人埠喧嚷鬧市，滿街人來人往，他們只顧今生，無視

永生，激發我要靠主多傳福音。

我願灣區更多華人教會珍惜此機會，也鼓勵教牧們能帶同弟兄姐妹參加。

洪馬時寶 Cindy Hung (主恩基督教會)

推薦書 (此欄由教會牧師、傳道、或長執填寫)

謹推薦 ................................ (參加者姓名)

參與貴團主辦的傳福音體驗營。

簽名....................................................

正楷....................................................

崗位....................................................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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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介
你要回應主耶穌基督的大使命嗎？

你要建立傳福音的習慣嗎？

你想學習如何隨時隨地分享福音嗎？

你希望參加短期宣教事工但又不想出國嗎？

你要學習傳福音方法回去教會使用嗎？

你想體驗向灣區同胞講述耶穌嗎？

如果你的答案是「是」的話，

你應該考慮參加「傳福音體驗週」！

一個四天的密集訓練

藉著禱告 靠著聖靈

和一群有同一心志的弟兄姊妹同工

在實踐行動中彼此扶持學習

日傳福音每 、探訪

透過佈道聚會收割主的禾場

　　講員
  傅大衛牧師 (多倫多短宣中心董事會主席)

  梁淑敏傳道 (紐約短宣中心拓展部主任)

　　收費
報名費 $30 (包括講義及福音工具)

$50 (同時報名參加體驗班及進深班)

 設有助學金

 出席 80%以上有證書

　　報名
請將填妥的報名表，連同報名費 

(支票抬頭請寫: CCHC-SF) 

郵寄或親身交回　屋崙角聲社區福音中心

    536 8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截止日期　　　2012 年 9月 10 日

  ※ 訓練講座均以粵語教授

三藩市   -   體驗班 及 進深班  

日期: 2012年9月27日至9月30日

訓練地點: 三藩市基督教華人信義會

               2701 Balboa Street, SF, CA 94121

訓練時間表:

9月27日 (週四)

7:00pm - 9:00pm   開會禮, 介紹訓練營及分享

9月 28 日及 9月 29 日 (週五及週六)

9:30am – 10:30am     靈修

10:30am – 12:30pm   佈道訓練講座

2:00pm – 5:30pm      外展佈道

7:00pm – 9:00pm      佈道訓練講座

9月 30 日 (主日)

早上於自己或指定教會崇拜、作見證

2:00pm – 5:30pm      佈道探訪

7:00pm – 9:00pm   見證分享會及結業禮

屋崙   -   體驗班 及 進深班  

日期: 2012年10月4日至10月7日

訓練地點: 屋崙角聲社區福音中心

               536 8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訓練時間表:

10月4日 (週四)

7:00pm - 9:00pm   開會禮, 介紹訓練營及分享

10月 5 日及 10月 6 日 (週五及週六)

9:30am – 10:30am     靈修

10:30am – 12:30pm   佈道訓練講座

2:00pm – 5:30pm      外展佈道

7:00pm – 9:00pm      佈道訓練講座

10月 7 日 (主日)

早上於自己或指定教會崇拜、作見證

2:00pm – 5:30pm      佈道探訪

7:00pm – 9:00pm   見證分享會及結業禮

2012 年 第六屆傳福音體驗營 報名表

 基本資料

長者組             成人組     

 * 長者組為 65 或以上者而設歲

體驗班             進深班

 * 體驗班為初次或希望重温短宣技巧者而設

 * 進深班為曾參加短宣訓練，希望延續進深

學習者而設

姓名

 (中) ..................................................

 (英) ..................................................

性別

 女                      男

年齡

 18-25             26-34              35-44

 45-54             55-64              65 以上

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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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聯絡電話

 .............................................................
 最方便聯絡時間

 .............................................................
 電郵地址

 .............................................................
 教會名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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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 : 
 三藩市 (  )

    屋崙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