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會事奉崗位 

 ........................................................... 
 曾有何傳福音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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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兩句說話，說出你為何要參加這個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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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緊急聯絡資料 

 緊急聯絡人 

 ........................................................... 
 緊急聯絡人電話 

 1. ........................................................... 

 2. ........................................................... 
 

 

 

  2010 年學員見證 
 
參加傳福音體驗週讓我接觸到一班對神充滿熱心的弟兄姊妹，

意識到作為基督徒的責任。在這六天充實的傳福音經歷裡，我們

不單從中學習到各樣技巧，最重要的是在最後體驗到：只要一個

人願意去被神使用，神是一定會用的！自從參加過體驗週之後，

我沒法再對傳福音說"no"了！ –- Jack Fang  
 

單單說愛主是不夠的，還要有所行動。很感謝 CCHC 舉辦傳福

音體驗週。讓我學會了跟人傳福音的技巧，體驗到傳福音的重要

性, 還學會了不羞不怕的精神。在街道上分享見證，勇敢地把福

音傳出去；随時随地把這個好消息帶給人，完成主給我們的使

命！只要我們願意為神前行，祂就會加給我們所需要的勇氣與

信心。如聖經所說“我靠着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你也

可以的！ –- Sha Sha Yang  
 

我是一位信了主 7 年的“平信徒”，從信主到成長一直都只在內

心，安于自己的安樂窩，對神的使命視而不見。直到 2010 年，參

加了角聲舉辦的街頭佈道，我終于體驗了傳福音的喜樂！每一

個珍貴細節都是從願意參加傳福音開始，當中的過程像坐過山

車。裝備時的認真留神，出隊時的緊張興奮，盼望對象得救的急

切，被拒絕時的低落傷心，關心人和傳福音的感恩與快樂！伙伴

們的支持與鼓勵，神的保守與大大的祝福！感謝神讓我踏出了

這一步，這一切都是作一個“平信徒”沒有的經歷。 –- Wing Luo  
 

感謝慈悲天父藉著教會的姊妹推薦我參加這六天短宣學習。我

們(活泉的六人小組)和其他教會的弟兄姊妹學習如何向別人傳

福音。從紐約和香港來的范傳道、陳傳道和梁傳道的不倦教導，

向未信的朊友傳揚神的福音和派發號角月報。若問我會否再次

參加今年的短宣，我定必百份之二百舉手舉腳贊成！感謝神能

讓我虛心學習傳揚主耶穌基督的信、望和愛，盼望各弟兄姊妹也

能參與這榮神的事工。阿門。 –- Vincent Wong  

 

「我又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去呢？我

說，我在這裏，請差遣我」。我今年退休，想着可安靜下來，輕

鬆、自由自在的過我人生的下半場，沒想到神給我機會參加傳福

音的事奉。六月時神感動我報名參加 2010 傳福音體驗週。從學

習傳福音，到上街向人講耶穌基督的救恩，派福音單張和號角月

報，在佈道會做陪談。每次我對未信者講述耶穌的救恩時，我內

心感覺很興奮、快樂，這是神賜給我的福氣，與神更親近，認識

主更深，福音對未信者好，對我自己更有益處。 –- Sandy Won  

 

街頭佈道是可能的、可行的。這是我第一次參加這體驗週。透過

實習感受到與各教會弟兄姊妹一同事奉的喜樂。不是孤軍作戰，

而是每組都有三至四個隊員，互相支持，彼此代禱，一同學習怎

樣關心僑胞，如何與陌生人傳講福音，有技巧地應付對象不同的

反應。這些都要有愛人的熱情、十分的忍耐、存謙卑的心，將人

與神拉近，等候收割的日子，將榮耀歸神！ –- Tammy W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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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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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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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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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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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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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五天的密集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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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日傳福音、探訪 

透過佈道聚會收割主的禾場 
 

 講員 

 洪順強牧師 (現任溫哥華短宣中心總幹事) 

 范文堅傳道 (前紐約短宣中心訓練部主任， 

      現在香港中華神學院進修) 

 梁惠玲傳道 (前紐約短宣中心拓展部主任， 

      現任香港中華宣道會上水堂女傳道) 

 梁淑敏傳道 (現任紐約短宣中心拓展部主任) 
 

 日期 
2011 年 8 月 23 日(週二) 至 8 月 28 日(主日) 

 

 上課地點 
屋崙區：    角聲社區福音中心    

                536 8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三藩市區： 華人金巴崙長老會   

                865 Jackson Street, S.F., CA 94133  

 

設有助學金 

出席 80%以上有證書 

 

 訓練時間表 
 

8 月 23 日 至 8 月 26 日 (週二至週五) 

9:00am - 9:45am   靈修 

10:00am - 12:30pm   佈道訓練講座 

12:30pm - 5:00pm   外展佈道 

5:00pm - 6:00pm   分享及福音難題解答 

 

8 月 25 日(週四 三藩市) / 8 月 26 日(週五 屋崙) 

6:30pm - 8:30pm    特別講座 (公開性) 

 

8 月 27 日 (週六) 

2:00pm - 4:00pm    第一場佈道會 (屋崙) 

7:00pm - 9:00pm    第二場佈道會 (三藩市) 

 

8 月 28 日 (主日) 

早上於自己或指定教會崇拜、作見證 

3:00pm - 4:30pm    畢業及差遣典禮  

 

※ 訓練講座均以粵語教授 

 

 收費 
報名費 $60 (包括講義及福音工具) 

 

 報名 
請將填妥的報名表，連同報名費  

(支票抬頭請寫:CCHC-SF) 

1. 郵寄至郵政信箱 

    CCHC, PO Box 1047, Oakland, CA 94604-1047 

或 

2. 親身交回角聲社區福音中心 

    536 8th Street, Oakland, CA 94607 

 

 截止日期 
2011 年 7 月 31 日 

 

2011 年第五屆傳福音體驗週報名表 
 

 基本資料 

 長者組             成人組      

 * 長者組為 65 歲或以上者而設 
 

 初級班             進深班 

 * 初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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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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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