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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過去，上帝的安排總有美意，當去年12月我的身軀已達筋疲力竭之際,遇著12月
14日的交通意外，造成腳部嚴重受傷，需要打石膏45天，使當時打後的10多場佈道
聚會一度終止，期間間斷出席了共3場佈道聚會，令「祝印基金會」佈道事工的首個
年頭披上了亂穩歇息的序幕。

回頭㇐望，在暴風中仍見曙光照遍大地，充滿著恩典的記號。56場的佈道聚會在恩光
中完成。六月起還是社會正直「反送中」運動，起初由6.4、6.9、6.16的大遊行。這
幾天，「祝印」仍努力專注做好當前佈道前線的福音工作。其後，社會演變成嚴重暴
力衝突，令人憂心忡忡。 在禱告中，天父藉聖靈有著說不出的嘆息為我禱告，默默
地鼓勵我繼續向前行，讓我知道需尋求「專注」 定晴看主耶穌。就是在社會㇐片混
亂的另㇐個角落裡，要為上帝發放平安的信息，盡心竭力向未得之民說明天國福音的
重要，見證主耶穌基督是盼望的源頭，是人類永恆的救主。

堅守主命，本會更誕下「福音五色匙」最新版本，內設有繁體、簡體及英文的佈道內
容更為清晰簡潔。主要用作本地及海外宣教培訓。提供全球信徙以最短的時間去掌握
佈道內容及技巧，讓短短３數分鐘內，隨時與慕道者分享福音，大大提升領人歸主的
機會。

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復活升天，頒下大使命—使萬民作衪門徒及傳揚福音，見證主基督
，直到地極。「福音佈道」是每位信徒對上帝㇐份愛的回應，領人歸主更是活出生命
喜樂的源頭。願上帝賜福給凡願意報福音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蹤是何等的佳美！



「祝 印 基 金 會」 事 工 源 起
神愛世人的心意，藉著福音的大能得蒙救贖的人不致滅亡，反得永生。因此傳福音、報喜信之

人的腳踪是何等佳美！在上帝的引導下，「祝印基金會」蒙召而誕生，祝為「祝福」；印為「印藝
」之意，我們秉承「傳揚信望愛；活出真善美」為核心價值和使命，透過上帝的創造把「光與色彩
」並以視覺藝術的造形，把福音的信息傳播出來。讓未信者更輕鬆容易明白福音內容，從而接受永
恆救恩之福。

本會創辦人練淑群於2007年回應上帝的呼召，以㇐顆單純愛人靈魂的心全職投入事奉。蒙上
帝恩待及帥領，在過去五年在以媒體機構的服侍，上帝感動她設立「視覺藝術佈道事工」，步入多
元化的福音佈道新里程。

異 象、使 命
每㇐個人都可以確知自己有永恆的歸宿，永恆的福祉是從天上而來的㇐份無價禮物，我們透過

視覺藝術的技巧和元素，創作出不同的圖畫，宣揚那永恆不變的福音信息，這事工可在無國界、無
種族、無語言等的限制下宣揚神國，並建立信徒，將福音遍傳直到地極。

宗 旨
Footprint Gallery Foundation「祝印基金會」會因應時代的變千，提供平台讓不同年齡與及

不同對象人士參與藝術工作及發展，透過個人創意及色彩融入生活。我們以「關愛、創藝、承傳」
為機構的理念，使人懂得欣賞造物主的奇工，從而認識及欣賞自己，培養出㇐個正面積極的人生觀
，成為有感染力的人，活出基督的愛承傳豐盛生命。

目 標
提升個人佈道技巧及心志 ▕ 初信者對信仰的得救確據 ▕ 向未信者提供藝術佈道工作坊認識造物主▕
培訓佈道信徒▕ 建立佈道及宣教團隊 ▕ 發掘信徒恩賜▕ 海外宣教

生 命 承 傳
人之可以活得有亮麗，皆因有「光」的照耀，能驅走黑暗。正如上述經文道出：得著光（主耶

穌），每個人都必得著永恆生命。

色 彩 佈 道
生命本活於色彩之中，大自然色彩就是最佳的佈道元素。透過色彩與圖案同時套上不同的介面

上（例如：環保袋、筆筒、衣服、音樂盒、相架等等生活上所接觸的日用品）可輕鬆地向不同人士
傳遞「愛與拯救」的信息。

上帝對「祝印」的明證
「祝印基金會」的創辦人WILMA過去6年，只憑㇐顆單純的心隻身走訪各處傳揚福音，盡心竭

力領人歸主，過去曾在不同的平台，例如：教會、機構及學校舉辦超過350場佈道聚會及視覺藝術
佈道工作坊，奉獻及售出佈道工具「華哈五色匙」約有５萬套，估計最少接觸人次超過10萬人。回
望過去才經歷聖經記載： 「信就是對所望之事的把握，是還沒有看見的事的明證。」【希11：1】
無忘初心，照片中看見信心加上行動就是㇐切的源由，這都是㇐步㇐祝印，㇐步十祝福，全是恩典
之路！



2018 11 02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基金會」與小腦萎縮症協會合辦「親親佈道掛板」，將
摰愛家人的照片製成福音工具，準備聖誕節送給摰愛家人，最重要是藉此傳揚主耶穌降生的

大喜訊息並成就救恩。各位親愛的，聖經說：「當信主耶穌，您和您一家都必得救！」期待

大家的好消息。

2019 11 07「祝印基會」為新一年繼續展
開福音佈道事工，感謝神！今年感謝

YMCA 機構全力贊助印製年曆卡７千張。
福音佈道年曆卡2019為職場同事傳揚福
音，放在桌子上就能在365天隨時把救恩
傳揚，配以五色的決志禱文，盼望大家

新一年，實現天父給我們的應許。

2018 11 10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們出席中華基督教的會元朗堂團契
分享見證。在分享過程中，我心裡已是感受到將會有親友信耶穌，

感恩可以為主收割，有一位媽媽願意決志，全是恩典！是天父的

愛！

2018 11 03 感謝主帶領我出席翠林浸信會幼稚
園的30週年慶典，暑假期間更特意邀請我到
幼稚園與老師們製作團隊佈道戰衣，內有豐富
的佈道內容，配以個人不一樣的色彩和構圖，
但配搭出相同的信息，充分彰顯個人獨特之處，
同時能榮耀主名！真令「祝印」非常感動！

2018 11 14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們出席寶安商會黃少清中學的課外活動，合辦布袋工作坊。當中有六位同學決志。

2018 11 17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們出席華人基督教會煜明堂合
辦的藝術佈道工作坊，這是一次難忘的經歷：有一位姊妹帶
了她的父母參加 ,由邀請父母→赴會認識→禱告交託→講解聆
聽救恩→練習佈道→DIY佈道袋→竟然該父母即時決志信主→
決志禱告→蒙福生命的開始。這天我們弟兄姊妹一同經歷主
愛！以馬內利！感恩主！



2018 11 25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出席中華基督教會元
朗堂之藝術佈道工作坊！對象有親子、小學、中學、
職青、長者等不同的親友，這是教會佈道課程的其
中一課，對他們來說這是多麼輕鬆具創意及有義意
的一天啊！

2018 11 28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們到了循道衛理觀塘區⾧者服務中心 。今年是第三年與中心合辦藝術工作坊。推出新設計「藝術佈道
掛板」，配合五色匙的木原色，由沒有主題及色彩，到自己設計及上色，都是獨㇐無二的。他們的創作都是用作向家人傳揚福音的工
具，還有在場的佈道練習，這㇐切的配合，都必定成為大家對家人的㇐個祝福！加油！願祝大家聖誕節向親友佈道成功！

2018 12 03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與 循道衛理灣仔區⾧者服務中心合辦⾧者藝術佈道工作坊，這班“年青人”每㇐個都是小畫
家，他們都說沒有畫畫經驗，但畫起來每位都感到非常滿意，深信因為是上帝的救恩加上個人色彩配搭令到他們都想上街時帶上福音
布袋，去榮耀主名！這班“年青人”同聲表示十分期待我下次的到來！感恩有㇐位婆婆當日即場決志及禱告，感謝主的厚愛與恩典！

2018 12 14 總有上帝的美意！這天發生了交通意外導致腳踝受傷，「為大局著想」結果我選擇了繼續前往學校！在師生們協力抬我到
禮堂坐下來與大家分享見證！全場老師同學的掌聲令我感到莫大的鼓勵和信心。聚會開始時，校牧、校⾧及全體同學都為我的意外及
傷勢去禱告神！最後有60位同學決志歸主！

2018 12 30 感謝主耶穌，今天是本年最後的㇐個主日崇拜，更
感恩帶領「祝印」與出席基立浸信會的蒙召見證分享，足足分享
了50分鐘，方牧師及弟兄姊妹也同心為著初成立的祝印基金會
禱告，也訂了200套福音五色匙，加上佈道信息，深信能激勵弟
兄姊妹在新㇐年有新的展望及帶領家人認識主耶穌！新年快到了
，願神賜福所有心存敬畏而又勇敢傳福音的弟兄姊妹，袮的慈愛
永遠與他們同在！



2019 01 17 還沒拆石膏的日子，也想著佈道！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出
席本年第一場佈道聚會，中華基督教會全完堂分享見證及佈道，豐
盛人生需以佈道生活化開始。喜歡佈道的您，手拿著一套簡單易明
的佈道工具，那就更事半功倍了。新一年我們的福音對象交在主的
手中，求主差遣我們。

2019 01 27 仍在打石膏的日子，感
謝主耶穌帶領「祝印」第三次邀請出
席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分享見證及
簡易佈道法，用生命去建立生命，是
需要力量，力量的源頭仍是天父所賜，
弟兄姊妹佈道需要開心輕散交託主，
就是成功的必要條件。愈佈道、愈有
力、愈宣廣、愈豐盛。

2019 02 10 豬年第一個主日崇拜，
親臨信義會互愛堂 分享信息及蒙召
的見證，主題：「家人進方舟的秘
訣」，一年之首的願望是家人得著
救恩這無價禮物！

2019 03 03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出席大
埔平安福音堂所合辦的佈道工作坊，當
中先以親子佈道作開始，華哈五色匙的
講解到視覺藝術一起設計布袋圖案，親
子關係都親密了，彼此在色彩上溝通，
大家非常滿意自己的作品並互相欣賞。

2019 02 24 「祝印基金會」首年春鳴感
恩宴, 本會董事及顧問團、家人也同來
支持。願新一年靠主恩繼續跨勝。

2019 03 25 感謝主耶穌 帶領「祝印」
出席沙田呂明才中學初中同學，福音週
分享見證，主題：一切從「㨂」。願天
父親自觸摸需要安慰的同學和老師的心
靈，成⾧中更經歷天父的愛和引領！

2019 03 10 感謝主耶穌又帶領祝印出
席第二次大埔平安福音堂 佈道工作坊
II ，今次用音樂盒作成為佈道工具，可
探訪時作傳福音的盾牌。即場也用了聖
經裡面三個領全家歸主的故事，來教導
大家如何在神的心意中領家人歸主。1.
挪亞一家八口、2. 呂底亞一家歸主、3.
禁卒一家歸主，從故事人物中講解他們
的特質及看見神的主權及應許等等。
引導大家思考，學習向家人傳福音的秘
訣。 大家的音樂盒令我非常感動，差
點流出眼淚，因為做得太漂亮了，上帝
的救恩能活現人間，色彩也確實能打開
剛硬的心腸，盼望大家能活學活用，讓
身邊的人得聞福音的好處。

2019 01 29 昨日是拆石膏的日子,
今天小心奕奕出席馮堯敬紀念中學,
把早一個月前親手設計雕刻出來的
模具,藉此傳揚福音,DIY圖案把色彩
印上小布袋上及筆筒上,可以自用之
餘,更可回憶天父的大愛!



2019 04 02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出席「恩雨之聲」以大氣電波作
見證訪問，從最黑暗走到色彩人生，能以30分鐘內說畢，實在
是極大的恩典，求天父恩待和使用！願一切榮耀歸給袮我主我
王！

2019 03 28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
印」出席富安浸信會禧年小學，
向職工團契分享見證。復活節將
臨，「紀念復活的主耶穌」原是
要「數算衪的恩典」。盼望透過
見證神的大能，讓他們能打開心
窗，早日歸主！

2019 04 07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出席迦密村潮人生命堂佈道工作坊，由網上認識的一位很有心，愛
傳福音的老師由校內到教內都同樣愛人的靈魂，好感受到大家的熱情，仿如認識很久的弟兄姊妹一樣，
牧師師母的親和令我好似回家般親切，也彼此分享佈道心得。大家都非常滿足於顏色和創作之中，以活
祭獻給天父，期待教會弟兄姊妹學以致用, 並於5月有佈道會作陪談時與決志親友成為得救確據，甚是感
恩！感謝主！天父必賜福大家 加油！

2019 04 04 更感恩主耶穌的預備，
隨即晚上到了基恩敬拜機構的團契
作佈道分享，盼望能激勵弟兄姊妹

感謝神！很豐盛感恩的一天

2019 04 04 感謝主耶穌，讓「祝印」順利完成兩場佈道聚會，出席小學分享見證及砌十字架，小學生都
非常興奮和專心聆聽，聚會中分開三個環節。1.是見證(小朋友版) 2. 是砌十字架(主題：我要一生跟從
主耶穌)及分享「華哈五色匙」之愛 3. 搶答問題並送出五色匙10套。感恩老師、同學都很投入，我也感
滿足這天的事奉，因為本會對小學生佈道感難度，但現在又多了信心。



2019 04 10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走進幼稚園家⾧團契，舉辦的佈道工作坊 DIY 布袋，我們一同欣賞一下未曾
信主的媽媽級的傑作，媽媽的偉大實在太奇妙啊！一邊畫出上帝的救恩，另一邊活出母愛的偉大，這份無比的大愛
深深的被溶化了。相信天父看見，會將更多的愛加給她們，讓她們更喜樂更豐盛的照顧上帝所愛的每一位小朋友！
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

2019 04 09 進入復活節倒數階段，感謝主耶穌的美好安排，帶
領「祝印」走進九龍真光中學，出席中學復活節佈道聚會，這
次學校的佈道，感覺同學的心非常剛硬。當召呼時，聖靈的引
導與帶領，實在令我滿有能力及極為讚嘆，即時作出倒數10秒
鐘的吁呼召，明白到這刻絕對不是倚靠勢力、也不是倚靠才能，
而是單單順服聖靈的帶領方能成事，感謝主有47位同學決志！
全是恩典！願天父親自使他們拙壯成⾧！

2019 04 20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
」出席元朗信義會互愛堂，「敬贈米糧
」大行動派出近千袋米糧福袋，當義工
還簡單分享福音信息，我又學多了向⾧
者傳福音的智慧，一個很好的經歷！看
見他們困苦流離，沒有牧羊人一般，福
音如此寶貴呢！盼望⾧者們不只是填滿
肚腹的需要，更重要在靈裡有飽足！

2019 04 14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第三次來大埔平安福音堂 今天出席主
日崇拜 分享見證，感激弟兄姊妹邀請眾親友及其父母親前來，復活節是紀念耶
穌基督死後第三天從死裡復活，在地上顯然40天，證明衪自己能戰勝死亡。衪
為愛世人，讓每位來到的親友能得聞福音的大能。感謝天父無施的恩典與大愛，
願上帝使今天多位決志信主的親友，從此能得著不一樣的新生命！

2019 04 12 主耶穌帶領「祝印」出席
小腦痿縮症協會喜樂小組，每月一次探
訪及問候，能夠看見他們在主裡雖有缺
憾但仍有堅強更有信心，神的愛不斷的
照耀，這份豐盛生命全是愛的彰顯，天
父在這裡！

2019 04 12 一件事能夠成功,需要很多品嚐試和
練習，在錯誤中取得成功之道。閉關專心做好
一件事，為著有新的頊目。５月12日將出席參
與及奉獻支援雲彩行動主辦腦麻日嘉年華會，
這天獨自在工作室完成模具，盼望當天與街坊
透過圖案表達關愛家人及傷健群體的需耍，盼
望能在社區發放正能量，。



2019 04 26 太感謝主耶穌，
帶領祝印出席 香港仔呂
明才中學學生團契合辦佈
道工作坊，今天約有50分
鐘佈道分三部分進行：分
享、練習佈道及小手工。
全是恩典！

2019 04 22 復活節的崇拜，是紀念主耶穌復活
的大日子，主耶穌帶領我出席禮賢會九龍堂 青
少團契主日學分享見證。不知為何近幾年竟然
愛上了青年人，讓他們聽到一個70年代的故事，
相信同學聽起來有點若遠若近的感覺。當天更
有一位來自美國來初次見面的一位姊妹，專程
來聽，其後更到工作室認購了120套「華哈五色
匙」將到海外各處，願天父親自賜福與使用！

2019 05 12 母親節，感謝主耶穌賜給我
們有美好天氣，早上分享完兩場見證，隨
即奔往尖沙咀公園廣場出席由《雲彩行動》
舉辦之「同腦麻同行嘉年華會」，攤位由
「香港環境師學會」及「祝印基金會」合
力籌備，有環境意念製作［羽毛球掛飾］
加上色彩藝術元素。感恩有天父帶領，足
足籌備了兩個多月，由零概念到天父安排
上課「雕刻課程」到自行界出其模具，到
嚐試用不同物料，例如：心型木板、書簽、
筆袋印出大會的圖案，最終以布藝的方式
將「與腦麻同行」的信息帶出，有腦麻的
朋友、街坊老笑咸宜及很多親子組合參與
來到攤位很雀躍地完成，也帶著歡喜快樂
回家成為「愛的燃續」。過程中，有了新
的突破對佈道事工更有新的啟發，多謝天
父引領完成美好的使命。

2019 05 06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出席宣道會青恩
堂 合辦佈道工作坊 有蒙召見證、佈道經歷分享，加上有
「華哈色色匙」佈道練習，未來探訪佈道隊就大派用場
，講解及練習過程中，弟兄姊妹都被受激勵，願神賜福
大家同心合意，互相效力同得美好祝福，很美好的一天
與大家相交。當天有75套「華哈五色匙」在大家手中，
願神親自使用！感謝神！ 🌸16/6父親節會再到堂會分享
見證 及 安排了佈道工作坊。感謝主的恩典！

2019 05 03 本會總幹事
恆常出席小腦痿縮症協會,
在團契小組當上義工,及
定期義務提供服務,奉獻
資源給傷健群體裡有得聞
福音的機會。我們在愛中
分享生命的喜樂及平安。



2019 06 09 今天6月9日是大遊行的日子，感謝主給我不
是遊行，而是專心做好佈道工作，出席教會第二次邀請
分享佈道進深加強版，雖然只有8人參與，比較第一次
是30人少很多，但大家彼此鼓勵和禱告，我們一同也練
習和分享難處及當中經歷、更一起寫出對象名字互相守
望和代禱！深信2年後回望過去, 再看看天父的信實和慈
愛，必定能數算更多恩典。我還記得當年我寫下超過10
個對象，貼在玻璃窗上，每天禱告，結果3年後，全部
信主，全是恩典！求主保守和看顧弟兄姊妹的家人，願
他們早日信主。

2019 05 31 一位媽媽來到本會工作室，
女兒身處外地作宣教士，為給女兒一個驚
喜，親自DIY一件佈道T-Shirt 送給她、鼓
勵她，向著標杆直跑能一起見主面。感動
極了！

2019 05 12 今天是母親節，感謝主耶穌帶領「祝
印」出席富安浸信會禧年堂早、午堂母親節主日崇
拜分享見證，配上牧者分享撒瑪利亞婦人的信息，
上帝的愛猶如活水湧到永生，再一次提醒事奉需要
倚靠天父，使每天生命得到更新而變化。當天還有
另一驚喜就是巧遇影音使團的舊同工Mable，講過
不停，因要趕去下一場嘉年華會，大家甚是難捨難
離... 極大喜樂。

2019 06 15 感謝主，出席恩福堂四查
團契的弟兄姊妹的參與，是「祝印」
的榮幸，色彩和圖案中有帶出獨特、
創意、偉大、豐盛、饒恕、救贖、純
潔、永恆。我們同心協力、全力以赴，
以喜樂中畫出救恩，作品中已可證明
衪的愛是多麼的⾧濶高深！

2019 06 14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出席小
腦痿縮症協會之喜樂小組，參與團契
聚會，好感受到愛與被愛，單單去接
受，無論是施與受同樣美麗，深信天
父在寶座上觀看我們同樣為此會喜悅
和快樂！人生總要從艱難中才會懂得
珍惜和互相欣賞，才構成一幅很美麗
的圖畫。在黑暗中總見曙光，因為神
就是光，衪裡面毫無黑暗！

2019 06 04 當天主耶穌沒有帶領我上街，
而是專心做好面前的佈道工作。主耶穌帶
領「祝印」出席中學，卻帶著心情沈重，
分享自己青少年時所面對的挑戰和掙扎，
頓時體會到他們前路的迷茫和擔憂，我很
想很想好快講得清楚明白，人生是可以好
有盼望，讓他們即時享受到主耶穌的愛。
年青人啊！我的心是多麼的著急呢！

2019 06 16 今天是父親節，同時
「反送中」大遊行看來愈演愈烈，但
在主裡仍是平靜出席宣道會青恩堂主
日崇拜, 分享家庭見證及信息。多位
弟兄姊妹領父母赴會, 天父的公義和
慈愛常與眾親友同在, 我們的禱告必
蒙天父悅納和應允。



2019 06 30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出席宣道園營會向一班小六同學分享福音，製作福音佈道環保袋。近日社會
的緊張氣氛及令人不安，仍要專心做好佈道線的工作真不容易，更是刻不容緩！感恩！在風雨飄搖的日子，仍是倚
主跨勝，在一班未信主的同學中畫出美麗救恩，何等奇異恩典！同學聽著詩歌地盡力喜樂完成，深盼成為他們的美
好回憶。願神的愛時時伴隨他們！

2019 06 30 同日晚上出席他們的佈道晚會，分享家庭及
成⾧經歷，最後呼籲同學舉手決志，感恩大部份的手一
同舉起，最後邀請所有同學站立及同心決志！天父啊！
感謝您對同學的保護和大愛，願同學不離不棄去尋求袮
單單倚靠袮！

2019 06 28 好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
」出席幼稚園佈道工作坊（已是第4年合
作了），向一班未信主家⾧分享見證及做
5色十字架Jesus 主題：「我要一生跟從
主耶穌」 她們一面砌，一面歡喜快樂。
今天我媽媽帶著輕鬆愉快的心情來支持捧
場，更是使我力上加力、恩上加恩，家⾧
們非常投入留心聽講，也都哭了起來！神
確實是信實的，衪是愛的源頭，將不可能
的變為可能，同時好感受到家⾧們都非常
喜樂！福音的種子已埋在她們心中，願天
父使她們早日萌芽成⾧！

2019 06 16 雖社會的動蕩，
但福音的工作仍馬不停啼,
今天出席富安浸信會禧年堂，
華哈佈道第二講。分享佈道
人生的終極目標，就要以最
壞的打算作最好的準備，信
心加上動行是神印喜悅的，
祝福弟兄姊妹的盡心擺上！



2019 07 08 感謝主耶穌讓「祝印」籌劃個人佈道訓練一整天的回顧：由朝九晚五一整天與一位DSE的同學來到一個寧靜
的地方一起學習佈道、分享廚藝、交流，節目甚是豐富。
早上由田園中的菜蔬開始分享神的美好創造。從開始設計畫出一片樹葉、界模、用色彩印到木板上，用手提線据將圖案
界出來，用鋤及沙紙磨滑界表，再用手提鑽窿機開孔，再用天拿水開光油搽上製成品，穿上掛繩，便完成了早上的佈道
工作體驗。目的要去感受主耶穌昔日當上木匠生活的體驗，經歴主耶穌昔日對工作的熱誠，沒有冷氣的工作環境，甚是
寶貴！下午：自己摘下肉豆，教她拿起菜刀砌菜蔬，做一頓美味炒飯、好第一次飲陳皮冬瓜鴨湯。她禱告，同時分享近
日社會現象，我更加明白年青一代的思想，真是何等感恩！
午餐後：DIY佈袋，先學習如何傳福音、再開始動手製作，完成美麗動人的獨一無異的作品，一生有如此與她獨處交流，
真難能可貴。最後一起買雪糕，一起說出感想，一起禱告，我們便完成了整天的「生命工作坊」，甚是豐盛！感謝神厚
厚的恩典，在她生命中留下一點一滴的回憶！

2019 07 18-20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參與一班從別處來到的大學生。
他們不認識天父的愛，從香港的主題公園出發，與同學同行，我們打成一
片，雖天氣非常炎熱，同學內心我更是感到熱情及喜樂，所以當日所玩的
遊戲比往年多。次日早晨，來到同學中分享人生的起與跌、苦與難，當然
分享自己人生轉淚點的掙扎經過，笑中帶淚。我再分享天父的愛，有一位
同學不停的哭，並她分享自己的小信，她從見證中更需要重新振作，感受
到心裡得著喜樂和力量，繼續面對未來的挑戰。之後，我們一起做手工布
袋，從聆聽＞眼見＞頭腦的認知＞到心靈上的體會＞手所畫出來的一幅一
幅美麗的畫作，使我們在主裡有無窮的力量，繼續堅守信念，在這黑暗中
每人都能畫出心中的色彩，以作獻給天父的一份活祭。就是生命影響生命
的活祭！還有很多好愛同學的導師，他們發出每一句的恩言，相信在同學
成長路上都為成一盞可以引路的明證，發出光芒，照耀同學的心靈，陪伴
大家成長，變成茁壯堅強的生命。

2019 07 14 參與基督
教牧愛會所舉辦之勵
敬懲教所向青少年人
佈道分享見證。

2019 07 20
在安息禮派
發福音五色
匙。

2019 07 28 信義會互愛堂主
日崇拜見證及異象分享



2019 6月感謝主耶穌基督，在這風雨漂遙，社會充滿怒氣、怨氣沖天的日子，神讓我要保
持冷靜，專心做好佈道最前線的事奉，整整一個月，從沒有停止福音佈道工作，深深體會
知道神的愛仍然沒有改變，仍愛惜香港，更沒有視而不見。為何這樣說，因著神的引領這
一個月以來，已超過530套「華哈五色匙」及十字架Jesus 掛飾已透過不同渠道，送到神要
指定要到的地方。我深感激動，世代愈黑暗，福音愈顯光明！因為「神就是愛」。 趁
著白日，要多作主工！

2019 08 08 🌸感謝主耶穌帶領
「祝印」出席富安浸信會禧年
堂長者團契佈道工作坊，第8次
來到堂會，感覺回到自己的家，
親切啊！最大年紀的姊妹有90
多歲，我們一起學習傳福音，
當中有問有答，遊戲中帶動大
家一起分享心事，一起完成小
手工，實在好有趣味，大家都
好歡喜快樂！最後多要20分鐘
才完成聚會。

2019 08 15 感謝主耶穌今早帶領「祝印」出席五旬
節聖潔會屯門堂，和三位媽媽傳福音分享見證及做
小手工，「祝印」為媽媽講解五色匙及做了🦋五
色珠，還有一班小朋友在禮堂練這劇，準備兩星期
後主日崇拜再見大家，感謝好友泊濤兄親臨教導小
朋友。盼望福音種子埋在她們心中早日茁壯的成長，
接受主耶穌基督。

2019 08 18 好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到突破青年
村出席教會弟兄姊妹「3日2夜夏令會」，來到最後
一天，好感到驚喜就是教會每年都有3日全教會這
個退修及生命建立的時間，還有一半會友出席，更
是難能可貴！本會也感到非常榮幸可以出席分享蒙
召見證的嘉賓。聽到牧師告知，原來選講員一刻第
一個就想起了我，結果今天就來到這裡。見證主題：
「掙扎中享豐盛」聖經說：「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實
底，未見之事的確據。」只有聖靈也能滲透萬事。
信心＋聖靈帶領＋行動＝經時間的引證，結果就會
告訴您的答案，信心就是結果的源頭。所以我今日
站在這會分享...哈..哈..哈，很有趣的我講到亂七八
糟，但有弟兄姊妹明白呢！弟兄姊妹經過這兩個多
月的壓抑，大家在這夏令營裡有安靜思想神話語，
得享聆聽神的聲音，更可以舒發大家心中的感受與
掙扎。

2019 08 24 好感恩天父帶領一位好姊妹的媽媽接受
「永生的鎖匙」，今天信主了還很喜樂地為天父做
了一個很漂亮的布袋。原來媽媽過去已聽過我的家
庭見證，最感動天父讓我們再次相遇更難能可貴地
接受福音。如經上說：「天父賜她所愛的人，是眼
未曾見，耳未曾聽到，人心也未曾想過的...」感謝
天父所賜的厚恩！

🌸2019 08 25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出席五旬
節聖潔會屯門堂主日崇拜分享。主題：「愛與被
愛」，有愛就會有被愛，但每個人接收愛的指素都
不一樣，其中取決於原生家庭。「愛」要以行動配
合方能成全，所以主耶穌用自己的身體釘在十字架
上，為全人類流出寶血，潔淨我們免除我們一切的
罪債。人世間的愛是有限，但天父上帝的愛卻是可
無限傾倒在我們生命當中，在逆境中隨時隨地可以
支取並與人分享。愛可以帶到永恆國度裡，永遠不
會止息。



2019 09 01 感謝主耶穌，今早帶領「祝印基金會」出席教會親子佈道工作坊，
出席的父母及小朋友大多數未信主，透過色彩及圖案把上帝的的「愛與拯救」
的信息清楚表達出來。過程中，為加強互動性，設有親子搶答問題送五色匙，
主要說明「生命的獨一創造」及分享「甚麼是罪」，大家都非常認同，甚是
投入。父母與子女也一同合力完成佈袋製作。雖同一碟顏料，竟創作出獨一
無二的個人色調及圖畫，把天父對世人的愛透過個人的創作顯明出來，這是
代表著活祭呈獻給天父。深信天父看見甚是歡喜快樂，是滿分的傑作！

2019 09 06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向一班傷健群體傳福音，同時邀請了一班義工一對一與大家同
心完成制作。他們長期受著病患的煎熬。因此「祝印」特別為他們制作佈道音樂盒。近日都市中遍
滿著令人困擾的聲音，希望這在一小角落坐在輪椅上的朋友能細細的聽到「奇異恩典、可愛的家、
天空之城」等的音樂聲，讓神的愛能充滿您的心靈深處。🎼音樂盒的外型是一間小木屋，象徵著天
國的家，滿有主耶穌的豐盛、饒恕、犧牲、純潔和永恆的愛。裡面的圖案都是親手填上色彩，若一
刻感到無助、疑惑、憂慮的時候，扭一下音樂盒可作即時的安慰和舒緩，回想盼望的源由。因為上
帝的恩典是絕對夠我們用的。

2019 09 08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出席宣道會青恩堂之佈道工作坊製作布袋，今次很特別對象由小學一年級到長者、有一家四口、
親子、青年人、職青姊妹。大家一邊聽到講解福音、一邊分享「神創造的獨特」與「人犯罪的特性」、「神救恩的預備」、「罪得赦
的特權」到「神永恆的救贖」。感謝主的預備人心，最後有兩位朋友決志信主。全是恩典，願一切榮耀歸給天父！

2019 10 07 感謝主耶穌在憂慮的日子中仍使用「祝印」帶著盼望走進小朋友的世界裡，把天父的愛與家長和小朋友分享，
透過親手雕刻出來的圖案和色彩創作出不同的圖畫，把創造的原始與生命永恆結合起來。小朋友的生日會加上活動成為
一份祝福，親子一起在筆筒上印上圖案及制作書簽，有家庭共融及動物世界創造的信息，進行預工性的工作。小朋友非
常投入和喜樂！願神親自在他們心中動工！

2019 10 11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出席基督徒團契，感恩我們一起敬拜唱詩及制作佈道袋，在這香港處於沉痛的日子
中享受了這段與神親近的時間，更能在短短10鐘內學習使用「福音五色匙」，立即就可以活學活用出隊佈道了，盼望我
們同心為主收取更多的莊稼。



2019 10 19 感謝主耶穌帶領「祝印」來到HCL愛心義工隊，一起合辦音樂盒
佈道工作坊，讓一班義工們可以享受這手工及融入色彩中，更讓「福音五
色匙」裡面所蘊含「愛與拯救」的信息，透過音樂與人共享天父的大愛和
簡易說明開啟天門的奧秘，就是需要憑信心接過主耶穌基督所賜的得救鑰
匙。把這個屋仔裝飾及填滿色彩，更成一個富有生命力的佈道工具，隨時
可用作探訪之用，能有效安慰一些心靈受創傷的人，更容易打開福音的話
題，自然地領人歸主。大大提升佈道的信心，經歷與天父同行的樂趣。

可瀏覽FB網頁



支持本會事工

2018年8月本會成功申請以非牟利慈善團體的身分，展開福音佈道事工。因應事工的需要，設立
「福音佈道宣教基金」及「視覺藝術佈道研究及拓展基金」，有助推動事工的發展。我們將會全力
以赴，秉承耶穌基督的教訓，盡心竭力，廣傳福音，造就生命，建立教會。

奉獻方法
1. 電子奉獻：

使用 QR code 或 輸入 http://footprintgallery.check.plus 直接進入自動奉獻
系統，先選擇奉獻項目並完成填寫簡單個人資料，奉獻收據將以電郵形式發放。

2. 支票方式：
請將劃線支票，抬頭請註明「祝印基金會有限公司」並將連同本人回郵地址寄回本會。

3. 直接轉賬：
請存入南洋商業銀行賬户號碼 043-473-0-024347-3，並將入數紙連同表格寄回本機構。

郵遞資料
地址：香港九龍深水埗大埔道31-35號置輝商場1樓30室
電話 / Whataspp：(852) 67733364｜電郵：footprintgalleryhk@gmail.com
FB：facebook.com/5colorgospel

** 奉獻港幣共100元或以上之奉獻者可獲發免稅收據 **
本會跟據閣下提供的姓名及地址以郵遞方式發出。

代禱事項

建立佈道團隊

成立義工團隊
建立事工伙伴（包括教會、學校、機構）

開辦首班「視覺藝術佈道課程」

佈道工具的研發
資源的供應

聘請同工

祝印基金會簡介

事工範圍： 生命見證分享〡佈道訓練〡佈道工作坊〡栽培查經訓練〡視覺藝術佈道訓練

本會組織成員 顧問團：陳黔開牧師 許朝英社⾧ 李錦彬牧師 李錦定牧師 朱源和顧問 王美瑛顧問
董事會：王俊傑主席 余國樑秘書⾧ 林小玲司庫 張佩貞董事 創辦人：練淑群總幹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