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許旭餘弟兄(播道會景福堂 飛 BOOK 舊生) 

「飛 Book 特工隊」是一個能讓青少年生命成長的佈道訓練，在過

中程讓我擴闊了對神的認知。「飛 Book 特工隊」也許每年是同樣

的佈道學習、同樣的流程，但上帝卻是無限的，每次的經歷也有不

同，若我們將自己交給上帝帶領，順從聖靈，用心感受身邊的事，

每天也能經歷上帝。 

羅家亮傳道(播道會觀福堂) 

感謝主，直到 2016 年我已參加了

五屆飛 BOOK 特工隊的訓練，在

這五年裏，我每年也親眼看見，

很多青少年人從前對前路沒有目

標、對信仰不冷不熱、不願投身教會事奉，經過約十日緊密的信仰

栽培、佈道訓練，得著機會與主耶穌基督相遇，屬靈生命被主陶造，

生命被改變。 

蕭麗琴傳道(播道會彩福堂) 
各堂會的年青人因一起學習而變

得熟絡，因每天都跑到街上傳福音

而變得膽大，他們更經歷傳福音的

喜樂，在旁看見他們的投入及努力，

真是感恩！ 

曾雁初傳道 

(播道會天恩堂) 
在九天的學習和教導裡，

很多導師在每一顆幼苗裡

播下很多愛心的水份，注

入很多有質素的營養，所

期許的就是讓小幼苗茁壯成長，活出榮耀神的生命。我見到神真的

使我們的青少年人都成長了，看到少年人忘我地敬拜、不畏風雨的

表演、收起輕浮的嘴臉而換上了認真分享福音的那一刻，我就知道

他們已經成長了！ 

查詢請電2715 9683 傳道部Phoebe Chan

網頁 : www.efcc.org.hk 

讚好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efccfaithbook 

 

我的得救見證 

(可用文字及圖畫遞交) 



 

飛 BOOK 特工隊 2017 
--暑期青少年佈道精兵訓練 
 
我們想：興起/Bootup青少年 

以 facebook 的速度趕快向人傳福音； 

以 Faithbook 的深度，忠於聖經，活出耶穌門徒

Kingdom minded 的本質。 
 
如果你是： 
中一至中三的青少年； 

曾經參與教會佈道，而且想 Keep 住去做；  

又想接受體力、勇氣、信心、愛心的挑戰，希望發揮團

隊動力，超越自我潛能。 

請馬上交回報名表！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我們要求參加者： 
1. 由堂會傳道人推薦。 

2. 必須同時參與 ROUND 1&ROUND 2 及或 ROUND 3 

3. 務必出席 7月 9日營前簡介會及 7月 27日畢業慶典 

4. 熱心投入聚會，並遵守大會規則。 

5. 凡 18 歲以下，必須同時交回家長同意書。 

6. 必須提交得救見證 

 

 

 

 

 

 

 

 

Round 1 : 火熱宣教訓練日營 

1. 建立團隊 

2. 宣教及佈道心志、屬靈操練 

3. 佈道恩賜訓練  

4. 帶人信主、探訪、街頭佈道，無難度 

 

Round 2 : 澳門短宣( 三日兩夜) 

1. 跨文化佈道學習 

2. 挑旺火熱宣教及佈道體驗 

3. 祝福不同文化的群體及城市 

4. 透過學習和演出經歷神，提升對神對己信心 

 

Round 3 : 實戰練兵訓練日營 

1. 貧窮體驗：聖經基礎、由你去做 

2. 歷奇佈道，由你主持，玩住都可傳福音 

3. 見證分享訓練 

4. Keep fighting for the Kingdom 

 
訓練導師團隊 
 
YouTuber 佈道訓練         歐建樑先生(春麗)(媒體宣教士) 

敬拜佈道訓練：       林何佩儀姑娘(Good Love Passion) 

好想出擊佈道訓練：             林鈞銳先生(學園傳道會) 

火熱短宣訓練：       葉陳小娟姑娘(同福堂傳道、資深宣教士) 

熊諾恩先生(同心圓青年事工幹事) 

城市宣教及歷奇：             澳門拉撒路青少年中心 

貧窮體驗：         鄧永謙先生(新福事工協會) 

見證分享訓練：       林何佩儀姑娘(Good Love Passion) 

Keep fighting for the Kingdom：   伍德輝牧師(資深青少年事工顧問) 

生命導師：     播道會總會傳道部、播道會各堂牧者及青少年導師 

 
飛 BOOK 特工隊‧青少年佈道精兵訓練 2017 

報名表 ( 表格不敷，可自行影印 ) 
交表日期：__________________ 

一 .基本資料 
姓名 (中文)：__________________別名：___________性別：_________ 

年齡：______ 就讀班級： ______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cebook/ Instagram：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 ____________________ 

曾參與事奉崗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常用佈道方法 /工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恩賜、專長：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緊急事故聯絡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關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8 歲以下參加者請連同家長同意書一併遞交。)  

二 . 訓練費用 ( 每堂會至少 2 人參加 ) 
播道會優惠，每位        元(包括澳門短宣交通、住宿及膳食費用) 

現金              支票 ( 支票號碼：_______________)  

三 . 必修訓練 (先到先得，請三選一)  
 1. YouTuber 佈道訓練 (名額 16 人) 
 2. 敬拜佈道訓練 (名額 18 人) 

(需參與 7月 11 日營前敬拜訓練，時間 下午 1:00 - 4:00)  

 3. 好想出擊佈道訓練 (名額 20 人) 

四. 自選訓練，自由參加 
 飛 BOOK 舞蹈訓練  (名額 20 人)  

日期︰7月 10-13 日及 7月 17日   

時間︰下午 4:30 - 6:30 地點：播道會彩福堂 

歡迎舊飛 BOOK 特工、有興趣及有跳舞經驗的青少年人參與，名額

有限，先到先得。  

五 . 堂會傳道人推薦  
傳道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  

請清楚填寫資料以便聯絡，繳交報名表後一週內 如未收到確認，請

來電查詢。報名一經確認後，所有訓練費用不設退還。 

火熱宣教訓練日營 
日期：7 月 18-20 日(二至四) ROUND 1 

 
澳門短宣 
日期：7 月 21-23 日(五至日) ROUND 2 

 
實戰練兵訓練日營 
日期：7 月 25-27 日(二至四) ROUND 3 

畢業慶典 
畢業慶典 
日期：7 月 27 日(週四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