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加拿大華文

三福通訊 
五月號，2021 

Email: eecc3.info@gmail.com  
Phone: 416-843-7858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 翁振聲牧師 (主席), 王建革傳道 (文書), 陳雯英姊妹 (財政), 彭錦威傳道,  

                    藍志誠牧師, 張傳華牧師, 黃俊強牧師, 李靖波牧師, 吳年英姊妹, 李潤生弟兄 



 

得人如魚 

在路加福音中, 記載主耶穌向彼得說出一句 

震撼的說話, 『…耶穌對西門說、不要怕、 

從今以後、你要得人了。』(路加福音 5:10下)  

這句說話不單震撼彼得的人生, 也震撼著歷世 

歷代凡願意跟隨主者的心靈。這簡單的一句話,  

帶出作為得人漁夫者要持守的三個原則。 

1. 得人如魚是主的心意 

『他們下了網、就圈住許多魚、網險些裂開．』 

(路加福音 5:6) 當門徒興奮地為著魚穫忙碌過後,  

耶穌一句『你要得人了』, 喚醒門徒魚穫的價值,  

不應是他們追求的人生目標, 為主得人才是耶穌的心意。作為三福的學員, 作為得人的 

漁夫, 請緊記什麼才是你人生的目標、 什麼才是主的心意。 

2. 得人如魚是主的應許 

『你要得人了』是主向彼得的應許, 這應許讓彼得明白, 傳福音不是靠自己的學識、經 

驗或能力, 一切全在乎主的大能大力。 這是彼得深切明白的, 因為他經歷到『…我們整 

夜勞力、並沒有打著甚麼．但依從你的話、我就下網。』(路加福音 5:5) 作為三福的學 

員, 作為得人的漁夫, 請緊記在傳福音的過程中, 要好好聽從聖靈的引領、要緊緊地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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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主的應許。 

3. 得人如魚是主的使命 

『你要得人了』是主耶穌的使命, 耶穌的一生不間斷地傳講天國的福音, 引導一個一個 

的生命, 從撒旦手中歸向永恆的國度。這是主要彼得承擔的使命、這是加拿大華文三 

福的使命、這更是三福學員及每位耶穌跟隨者的使命。 

疫情雖然嚴峻, 人生雖然充滿挑戰, 但緊記人生不是為疲情或困境而活, 而是為主交付 

的使命而活。加拿大華文三福找緊主的心意、主的應許、主的使命, 開辦第廿三屆領袖 

講習班, 我們經歷到主的祝福, 祂能叫事情按祂心意成就。日後, 當大家傳福音遇到困 

難、或在堂會中推動三福遭遇挫折, 請緊記是主要你得人如魚, 祂必能為你開啟福音大 

門。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會主席：翁振聲牧師 

 

  

            

        

第廿三屆加拿大華文三福領袖講習班師生合照 



開心作得人漁夫  

保羅的心是充滿喜樂的，他因福音可以傳開就喜樂了， 

是神將自己的喜樂賞賜給他。我們學習傳福音的人， 

也要效法保羅的榜樣，用同樣的心態去為基督作見證。 

「我每逢想念你們，就感謝我的神；每逢為你們眾人祈求的時候，常是歡歡喜喜的祈求。 

因為從頭一天直到如今，你們是同心合意地興旺福音。這又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 

心，無論怎樣，基督究竟被傳開了。為此，我就歡喜，並且還要歡喜。」(腓 1:12, 18) 

耶穌呼召門徒的目的，是要他們作得人漁夫。傳福音有如為神的國度「釣魚」。釣魚是樂 

趣，是享受，是福份。傳福音也是。因此，要培養傳福音成為生活的一個「嗜好」。 

第一，有得釣魚就開心，不是每個地方都有魚釣的。傳福音也是，有份就開心。 

第二，釣到魚當然開心，要有很大耐性等待，釣上魚的時候開心到不得了，傳福音也是。 

第三，釣不到魚也開心，釣魚的人真正的目的在於享受大自然，不會強求一定要釣到魚 

的，傳福音的人已經享受了神的同在和使用，該快樂啊。 

第四，學會釣魚才開心，沒有人生下來就懂得釣魚，要學要練習才會老練，傳福音更是,  

學會了怎不開心。 

第五, 遇到有魚就開心，釣魚的人最大的挑戰是找到魚，找到了很開心，要去到魚的地去 

找，在家裏是找不到的，傳福音也是。 

第六，不去釣魚不開心，釣魚的人錯失了釣魚的機會會後悔，傳福音錯失了機會更後悔。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藍志誠牧師 

 

 



「疫」流再而上           

疫情改變了我們的生活方式，也改變了教會的角色， 

但卻沒有改變教會的運作，一切事工照常，不過是改 

在網上進行；更沒有改變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心志，三 

福個人佈道訓練也照常，首次在網上舉行，甚至跨市 

跨省，可算是逆流而上，感謝主！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張傳華牧師 

 

 

  

 

「信祂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經定了，因為

他不信神獨生子的名。」(約 3:18) 一點微小的信

心，可以將我們從地獄帶進天堂。 因為，「凡求告主

名的，就必得救。」「然而， 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

呢? 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 沒有傳道的，怎能聽

見呢?」(羅 10:13-14) 願主忠心的僕人， 回應他的

愛，遵行祂的命令。「 你們往普天下去， 傳福音給

萬民聽。」(可 16:15) 願人高舉主耶穌基督的名， 榮

耀歸於三位一體的上帝!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吳年英老師 

 

 

 

 

 

   
 

  

 

 

 

 
 

在這嚴峻疫情下，三福領袖班仍得以舉辦，是神莫大 

恩典。 能有份參與這侍奉，靈命得著更新成長，真 

的感謝主耶穌，從三福對象到今天能成為訓練者，實 

在經歷祂豐盛慈愛與祝福，但不願獨享主恩，更願與 

你們同工，為著神的國一同努力，加油!!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陳雯英老師 



感恩之言  
 

很感恩，在 1989年便認識和接受三福佈道事工訓練， 

在念神學時便認識了當時的三福總幹事余俊銓牧師。 

一天，看見他衣襟上扣著兩個問號的襟針，便好奇地 

向他查問這襟針的意義。從此便跟三福佈道事工結了 

不解之緣。自己作了傳道人幾十年，雖然領過不少人 

歸主；然而，跟不少數信徒或牧者一樣，家人的信主是心中一個多年來最大的負擔。在 

十多年前，一次教會的三福訓練班中，我邀請了我訓練的學員到我的家，向我的先父作 

探訪佈道。就在當天晚上，我的爸爸決志信主。神的作為就是這樣奇妙，祂竟然讓我的 

學生領我的父親歸主！後來父親過世，在收拾他的遺物之時，在他床頭的櫃桶內，發現 

了他簽名的靈命生日卡還是好好地保存著！我還記得讀神學的時候，教授個人佈道的柳 

鎮平牧師，要我們牢牢記著：成功的見證，是靠著聖靈的能力，單講耶穌基督，並將一 

切結果交託給神。 

願神祝福每一位靠著聖靈的能力，單講耶穌基督，並將結果交託給神的三福佈道者。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彭錦威傳道 

 

  

 
 

 

 

 

 

 



 

  

福音 – 當那日之後： 

「16 當 那 日 ， 必 有 話 向 耶 路 撒 冷 說 ： 不 要 

懼 怕 ！ 錫 安 哪 ； 不 要 手 軟 ！17 耶 和 華 ─ 你 

的 神 是 施 行 拯 救 、 大 有 能 力 的 主 。 他 在 你 

中 間 必 因 你 歡 欣 喜 樂 ，默 然 愛 你 ， 且 因 你 

喜 樂 而 歡 呼 。」  （西番雅書 3章 16 – 17 節）。 

 

這節經文道出了一個事實，無論時代如何變遷，上帝必然施行拯救，他必為我們開一條出

路讓我們謙卑地轉向祂，從而投靠祂。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時刻，祂也與我們同在。 

學效基督，道成肉身 

新冠疫情讓我們看清了一個事實，那就是整個經濟和社會的體系及架構有許多弱點。媒體

已經讓我們看到窮人和被邊緣化的人有多困窘。疫情緩解之後，重建和修復勢在必行。我

們也要學效耶穌基督一樣，道成肉身，進入社區，不單提供他們需要的資源，也讓福音進

入社區。 

網絡及通訊科技 

疫情凸顯了網路及通訊科技的功能。不單崇拜，三福的訓練也是首次以線上交流的方式進

行；這讓我們可以突破區域的限制，讓我們可以將受訓練的，用在遠方的親友的交流上；

完全突破了區域的限制。 

屬靈需求 

在疫情期間，許多人審視生命的意義，他們自己的生命根基和方向，對他們而言什麼才是

真正重要的事物。他們也許被焦慮籠罩著，其中包括對死亡的恐懼。這一切都意味著，聖

靈正悄悄地在許多人的心靈之田耕耘，使之成為沃土，預備好領受上帝話語的種子。 

誠然，這是一個很富挑戰的年代，也是一個充滿福音機遇的年代，讓三福的主題曲 「機

不可失」成為我們的激勵，以三福為工具，以傳福音去改變世界。 

加拿大華文三福委員：王建革傳道 

 



 

 

 

 

 

 

 

 

 

 

 

 

 

 

 

 

加拿大華文三福第廿三屆領袖講習班佈道結果 

 

神動的善工                                                                                             

神在「加拿大華文三福」當中不斷行祂的善工。我參與

這聖工約廿年，感謝神讓我和同工們作義工，彼此配搭

服事；即使我牧會退休後，仍有服事主的恩典。 

我是參與在教導及負責探訪方面。每期講習班學員（包

括牧師、傳道、信徒領袖）在訓練期間要出隊三次，用

「三福」方法向探訪對象傳講福音。悔改信主百分率比

約 35至 50；近年來, 國語悔改信主的百分率比粵語為

高。感謝神，讓我們有「三福」傳福音這有效的方法可

善用。 

 
今年初「加拿大華文三福」職員們在疫情嚴峻的情況中，憑信心開設網上領袖講習班；定每班 

報名有五人或以上開班。感謝神！國語報名有八人，粵語有十二人；  神在職員和學員身上作 

祂的善工。 

願神同樣在將要被探訪對象心中動祂的善工，給他們在疫情中有全人得救的機會和恩典；因 

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 

加拿大華文三福福委員: 黃俊強牧師 

 

 

 

 



加拿大華文三福第廿三屆領袖講習班學員 

班別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教會中文名稱 

粵語 

陳美玉 Teresa Chan 活證浸信會 

陳建方傳道 Pastor Kevin Cheng 活證浸信會 

譚桂蓮 Kwai Lin Tam 美城華人浸信會 

黃美姫 Maggie Wong 北約華人浸信會 

劉歐陽嫣然 Dorothy Lau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 

李錦添牧師 Rev. Kam Tim Lee 卡城華人宣道會城西堂 

洪伍美馨 Joanne Hung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李梁敏兒師母 Maria Lee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安奕 Miki An 華人福音宣教會凱歌堂 

潘何其敏牧師 Rev. Kim Poon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盧健恒牧師 Rev. Kenneth Lo Open Door Community Ministries 

夏永康傳道 Pastor Wing Hong Ha (Albert) 三一華人基督教會 

        

國語 

李利民傳道 Pastor Lily Li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沈湘文 Grace Luk 仕嘉堡华人宣道会 

鍾新亮 Kevin Chong 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高晚婴牧師 Rev. Warren Gao 美顿差传浸信会 

刘春妍傳道 Pastor Theresa Liu 列治文真理堂 

潘丹慧 Heidi Pan 北约华人浸信会 

黄佳树 Lance Huang 美丽径福音堂 

闫红宇 Hongyu Yan (Henry) 美丽径福音堂 

 

奉獻方法: 

- 支票奉獻 Payable to:  Evangelism Explosion Canada Chinese  

                     郵寄地址:  48 McLaughlin Rd. S., Brampton Ontario L6Y 2C7 

- E-Transfer 奉獻:  eecc3.fin@gmail.com (於 Message 填上姓名及地址, 作報稅收據之用)。 

 

聯絡查詢: 

翁振聲牧師 Rev. Simon Yung:  eecc3.info@gmail.com;  416-843-7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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