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聖工邀約表 
崇拜證道 

 「宣教主日」── 動員人人宣教，一起完成大使命 _____年____月____日 

○ 兒童   ○ 青少年 ○ 成人 ○ 金齡 

 「群體歸主主日」── 以神的眼光看不同群體的需要及機會 _____年____月____日 

○ 印傭   ○ 日本人 ○ 內地少數民族 ○ 其他亞洲群體 

 「社區轉化主日」── 活出大使命，在社區帶動全人轉化 _____年____月____日 

宣教課程 

 核心課程：《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  

 ○ 青少年版 ○ 成人版 ○ 職場版 ○ 主日學版 ______年____月 

 普及課程： 

○ 宣教入門：《尚待完成的故事》（4課 X 1.5小時） ______年____月 

○ 跨越文化工作坊 （4-8小時） ______年____月 

 ○ 職場與宣教：《市井召命與宣教》（2小時） ______年____月 

 ○ 簡易佈道法：《三福故事編織法》（6節 x 2小時） ______年____月 

佈道對象：○ 印傭  ○ 一般人士 

 尋索召命課程： 

○「活現真我」生命藍圖規劃課程（6-8小時） ______年____月 

○ CLICKS「使命」尋索日（一天） ______年____月 

 短宣必修科： 

○《短宣前哨站》（5小時） ______年____月 

○《短宣領袖錦囊》（3小時） ______年____月 

 關愛印傭課程： 

○ 關愛印傭事奉人員入門訓練（3節 x 1.5 小時） ______年____月 

○ 使命僱主課程／講座（可度身訂造） ______年____月 

宣教體驗（可度身訂造） 

 本地跨文化培訓與體驗 ______年____月 

 本地社區服務體驗 ______年____月 

 中國少數民族（文化體驗及社區服務） ______年____月 

 緬甸仰光（孤兒院活動、教會活動、農村探訪、禱告及佈道） ______年____月 

 東馬砂勞越（華人及土著教會活動、長屋探訪、兒童及成人佈道） ______年____月 

 日本（教會活動、露宿者探訪、兒童及成人佈道活動） ______年____月 

 柬埔寨（參觀社區發展項目、教會活動及農村探訪） ______年____月 

 蒙古呼和浩特（參觀社區發展項目、教會活動及家庭探訪） ______年____月 

 印尼（接觸準來港印傭） 

祈禱會／團契／主日學／宣教專題分享           

 主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年____月 



 

2020年聖工邀約表 
 

為使講員更適切準備信息，請填寫以下資料： 

傳真：電話：教會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教會創立於：______年  教會模式： 部門制   小組教會  其他  ___________ 

教會使命／年題：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手機：職銜：聯絡人：___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 

邀約聚會：星期 ________ 時間 ______________ 對象 ______________ 人數 ___________ 

 
煩請將表格傳真至 2607 1609 或 電郵：cadm@aohk.org 

歡迎致電 2929 4009與本會同工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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