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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今年度事⼯不斷經歷神豐⾜的恩典：7⽉到留尼旺及⾺達加斯加兩星期多
的短宣、8⽉新舊董事交接、11⽉步⾏籌款有各界朋友積極參與、2⽉感恩
回顧春茗晚宴等等。身為事⼯新⼀任董事會主席，我實在感謝主讓我加入
事⼯，給予我有機會為祂的福⾳⼯作出⼀點點綿⼒，發揮⾃我的才幹，服
侍身邊所有的⼈。未來的⽇⼦讓我們⼀起肩並肩奮⾾，為福⾳、為神的國
作戰。 

經上記著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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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太28:19-20） 

廖廣明  董事會主席 

回顧過去⼀年的⼯作，不斷接受學校、機構、教會邀請出隊佈道表演，看
到神在當中引領︔還多了與教會合作開班的⼯作，透過學習武術來接觸社
群，讓教會有更多機會做社區服侍，也讓武術教練更多機會作⾒証傳福
⾳，非常感恩！本⼈亦親⾃帶隊參與⾹港宣道差會於留尼旺及⾺達加斯加
的宣教服侍，透過武術佈道表演、協助當地教會⼯作、與當地的居民接
觸，都有很好的體驗！武術除了強健身體、⾃衛防狼，還可以操練意志、
訓練膽⾊︔有健康的身體，更加有⼒量去服侍和傳福⾳，再加上屬靈的追
求，對基督徒有很多的益處。 

霍敬民  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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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 
福⾳性武術佈道會及演出 

本會結合武術和福⾳，打破佈道會沉悶的印象，以⽣動有趣的形式到不同
學校、教會、團體，甚至海外宣講訊息。為了讓觀眾更有效地接受到福⾳
信息，我們的每⼀場佈道會都因應團體的不同需要去設計，以⽅便跟進和
栽培。我們深信每⼀次的佈道會及演出都是播下福⾳種⼦的機會，讓迷途
的羔⽺獲得重⽣的機會。 

本年度福武共接觸了21個本地團體，共動員30多名義⼯，所接觸的⼈數多
達5000⼈。 

福⾳武術班 

福武的武術班建⽴學員身體協調、⾃信、毅⼒等，更灌輸聖經價值觀及分
享信仰，務求讓學員成為有武德、稱職的基督徒領袖，在⽣命中照亮身邊
的⼈，榮神益⼈。 

福武的武術班均由資深基督徒教授。課堂上，教練以愛⼼服侍，耐⼼教導
學⽣︔課堂後，教練跟學⽣讀經、分享信仰。我們的教練除了是武術上的
師⽗，更是⽣命路上的教練，與學⽣建⽴不⼀樣的師徒關係。 

為了回應社會的需要，我們於2017年與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及Ultimate 

United合辦義教武術班，亦於2018年開始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空⼿道班，希
望藉此讓更多兒童有機會學習武術、認識福⾳，以實際的服侍作真實的⾒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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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武術團契 

為了促進同⼯及義⼯們的關係，讓⼤家有更多的認識，本會每逢單⽉會舉
⾏武術團契及祈禱會，招聚所有武術愛好者參加，並互相交流、分享、彼
此⽀持及促進靈命成長。本年，福武共舉辦了5次團契及祈禱會，感謝⼤
家的參與。 

⽀持宣教⼠ 

除了本地宣教⼯作，本會亦關⼼全球宣教情況，並多年⼀直⽀持林炳鴻宣
教⼠在A國的宣教⼯作。他是在當地的教會開辦詠春班和早上到公園教太
極，桃李滿⾨。林師傅藉著與徒弟的關係向他們傳福⾳，讓更多的未信者
接觸福⾳。 

由於他在當地服侍已有九年，也建⽴起⼀些福⾳的果效，可讓教會持續發
展。於是他於2018年11⽉離開A國，回到⾹港尋找新的宣教⽅向。其後，
林師傅亦與宣道差會合作，再到留尼旺作短期的宣教，並於當地教會開辦
太極及詠春班，以武傳道。感恩本會多年來⼀直都在禱告、⾏動及⾦錢上
⽀持林師傅的宣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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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回顧 
       2018年 

5⽉	 	 出隊佈道：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明愛賽⾺會樂仁學校 

		 	 	 	 	 基督教信望愛堂 

		 	 	 	 	 深⽔埗堂基督教主牽堂 

 

6⽉ 出隊佈道：中華基督教會基磐堂 

	   	 	 神召會恩光堂 

 

7⽉ 2至19⽇：《福⾳「非」武》 

		           留尼旺及⾺達加斯加短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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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出隊佈道：⾹港伯特利教會榮基堂 

	 	 	 	  

	 20至27⽇：中秋送⼤禮 

 

 

 

10⽉ 出隊佈道：基督徒信望愛堂（紅磡堂） 

	 	    沙⽥崇真中學 

 

11⽉ 4⽇：《愛。⾏多步》步⾏籌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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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出隊佈道：影⾳使團宣教部 

	 	      神召會恩光堂 

	 	 	 	 	      籃球體育事⼯ 

	 	 	   	 	      ⾹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12⽉ 出隊佈道：九龍國語浸信會 

	 	      宣道會杏花村堂 

	 	 	 	 	      禮賢會⼤埔⾦福堂 

	 	 	 	 	      關愛動員 

 

	 2019年 
   

 1⽉ 出隊佈道：上⽔官⽴中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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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7⽇：新春團年飯 

 

 

    2⽉ 出隊佈道：播道會得勝堂 

 

  

    3⽉ 出隊佈道：基督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10⽇：特殊學習需要兒童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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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活動回顧 
《福⾳「非」武》- 留尼旺及⾺達加斯加短宣 

除了於本港開展武術福⾳⼯作，福武亦關⼼海外的宣教⼯作，期望將福⾳
傳到世界不同的角落。 

受⾹港宣道差會邀請，福武⼀⾏10⼈於2018年7⽉2⽇至19⽇到訪留尼旺及
⾺達加斯加作短期宣教。18⽇的旅程中，我們的⾏程緊湊，服侍包括：教
授武術、於街頭佈道、表演傳統醒獅、參加教會的福⾳飯局教導當地⼈烹
煮中菜、參與教會維修⼯作、舉辦武術交流會、帶領青少年歷奇活動以及
講道和分享⾒證。 

這次短宣經歷了⼀次又⼀次的恩典，感恩天⽗對我們無微不至的照顧和帶
領。當中的過程遇上許多困難，都是信⼼的考驗。事後回望，都是充滿歡
樂，叫我們更體會我們救主的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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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中秋送⼤禮》 

為了讓基層家庭能於中秋節與家⼈共享傳統美點，以及感受社會對他們之
關愛，我們於中秋節舉⾏《2018中秋送⼤禮》活動，贈送⽉餅及⽔果給來
⾃基層家庭和少數族裔的學⽣。感謝美⼼集團及⼀眾有⼼⼈⼠送出冰⽪⽉
餅及⽔果，讓學⽣及他們的家庭共度充滿愛的中秋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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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多步》- 步⾏籌款 

在有限的經費下，我們亦有意於服侍社會上更多的⼈，所以於2018年11⽉
4⽇舉辦了步⾏籌款活動以籌募經費。當天活動於荃灣公園進⾏，除了步
⾏外，還預備了集體遊戲予年紀較輕的參加者參加。 

活動扣除開⽀後總籌款額為港幣90,660元。感謝各屆好友的⽀持及幫
助，是次活動籌得善款將全數⽤於⽀持事⼯的弱勢族群及特殊需要的兒童
⼯作，以及開拓傷健和⾦齡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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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團年飯 

福武緊張神與⼈的關係，亦重視⼈與⼈的關係，特別是每次不辭勞苦把⾃
⼰奉獻的⼀班義⼯們。我們於2019年農曆新年舉辦團年飯，邀請⼀班董事
及義⼯⼀起相聚相交，在濃厚的節⽇氣氛中⼀起玩遊戲及進餐。有⼀群擁
有共同⽬標的戰友去為神的國打拼是何等蒙恩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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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學習需要兒童講座 

我們期望增加社會對特殊學習需要兒童的認識，以減少歧視，並增加了解
及包容。於2019年3⽉10⽇，我們舉辦了⼀場關於⾃閉症孩⼦及過度活躍
症孩⼦的感覺訊息處理失調的講座，請來註冊職業治療師講解這些孩⼦的
⾏為和活動能⼒，以及如何在平常⽣活中幫助他們。 

是次講座反應熱烈，當中有武術教練、教會導師及家長參與。盼望未來⽇
⼦能再舉辦相關講座，讓更多⼈認識及接納特殊學習需要兒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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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隊佈道⽇期及地點 
⽇期 機構 / 學校

2018年5⽉2⽇及3⽇ 中華基督教會基朗中學

2018年5⽉5⽇ 明愛賽⾺會樂仁學校

2018年5⽉5⽇ 基督教信望愛堂深⽔埗堂

2018年5⽉27⽇ 基督教主牽堂

2018年6⽉16⽇ 中華基督教會基磐堂

2018年6⽉23⽇ 神召會恩光堂

2018年9⽉9⽇ ⾹港伯特利教會榮基堂

2018年10⽉7⽇ 基督徒信望愛堂（紅磡堂）

2018年10⽉25⽇ 沙⽥崇真中學

2018年11⽉3⽇ 影⾳使團宣教部

2018年11⽉11⽇ 神召會恩光堂

2018年11⽉11⽇ 籃球體育事⼯

2018年11⽉14⽇及15⽇ ⾹港神託會培敦中學

2018年12⽉24⽇ 九龍國語浸信會

2018年12⽉24⽇ 宣道會杏花村堂

2018年12⽉24⽇ 禮賢會⼤埔⾦福堂

2018年12⽉25⽇ 關愛動員

2019年1⽉31⽇ 上⽔官⽴中學

2019年2⽉26⽇ 播道會得勝堂

2019年3⽉1⽇ 基督教⾹港信義會信義中學

2019年3⽉3⽇ 基督教粉嶺神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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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組資料 
恆常班組 

對外合作班組 

⽇期及時間 班組

星期⼀ 16:00-17:00 教牧同⼯
星期⼆/三/四 16:00-17:00/17:00-18:00 特殊兒童空⼿道

星期⼆ 19:30-22:00 空⼿道

星期四 19:30-21:30 跆拳道

星期五 18:30-22:30 詠春及混合式⾃由搏擊

星期六 11:00-13:00 恩典詠春（兒童）

星期六 20:00-22:00 恩典詠春（成⼈）

機構 / 學校 班組

加拿⼤神召會嘉智中學 泰拳

五⾢⼯商總會學校（區本計劃） 詠春

基督教宣道會證恩堂 詠春

元朗惠群天地 跆拳道

⾹港基督教女青年會 詠春、醒獅

明愛賽⾺會梨⽊樹青少年綜合服務中⼼
⽯籬天主教中學

詠春

陳校長免費補習天地 空⼿道

Ultimate United 空⼿道

和撒那教會 空⼿道

循理會賜恩堂 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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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參與 

禱告⽀援 
福武能⾛到今天不是靠著⼈的所為，⽽是靠著神的⼤能，所以我們需要你
的⽀持和代禱。請為福武的未來發展禱告，好讓更多⼈能夠接觸福⾳並得
救。我們亦邀請你到每兩個⽉⼀次的祈禱會，同⼼為事⼯的需要禱告。 

奉獻⽀持 
⾃成⽴至今，感恩有主帶領和預備，讓福武有⾜夠的⾦錢及資源去運作。
我們相信積少成多，因⽽成⽴「每⼈⼀百」每⽉奉獻計劃，讓有感動⽀持
事⼯的⼈能定期⽀持我們的發展。因為有你們的信任和⽀持，驅使我們每
天努⼒向前，為主作⼯。 

成為義⼯ 

福武定期到各中⼩學和教會出隊佈道，我們誠邀你參與。無論你修煉任何
⼀種武術，來⾃什麼宗派，或沒有任何武術基礎，只要你有志參與傳福⾳
⼯作，我們都歡迎你成為我們義⼯隊伍的⼀員，參與我們的佈道會。 

成為同⼯ 

我們誠邀有志以武術傳播福⾳的教練導師加入我們，進入學校、機構及教
會教授武術，期望能以身教推動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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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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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管治 

聯絡我們 
地址：九龍太⼦基隆街23號2樓 

電話：2710 9118	 	 傳真：2736 6117 

網⾴：http://martialarts.hk	 Facebook專⾴：http://facebook.com/hkgmam

董事局成員 義務顧問（排名不分先後）

廖廣明先⽣（主席） 
溫建成先⽣（副主席） 
黎善任先⽣ 
⾺斯俊先⽣ 

胡宗漢先⽣

李銳民牧師 
陳⼀華牧師 
陸地博⼠ 
張振華牧師 
許朝英榮譽社長 
彭漢強師傅 
黎昇輝牧師 
劉穎牧師 
關瑞⽂博⼠ 
蕭智剛博⼠

創辦⼈

霍敬民先⽣（總幹事） 
廖仲駒牧師 
譚翰儒傳道

會牧 義務法律顧問

廖仲駒牧師（創辦⼈） 
林炳鴻傳道

丘志強律師 
余劍鋒 ‧ 孫波 ‧ 丘志強 ‧  
⿆⾔之律師⾏

核數師

李⾼甄會計師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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