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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有人認為魔術是掩眼法，用這種欺騙的手法傳福音是否
不太好 ?

魔術佈道特輯

A：我們要理解魔術是否就是等於欺騙，可從三方面去理解：
一﹑魔術的定義：

我們都是一班

熱愛 福音魔術佈道

的基督徒...

魔術是我從小就喜歡觀賞的節目，因為魔術師出神入化的表演實在使人目
不瑕給，並使每一個觀眾都充滿歡樂！在接觸福音魔術之後，我認同傳福音方
式可以多元化，於是，我先後參加「福音魔術」初級班及中級班。在楊有志牧
師的指導下，我編排了一套簡單又實用的福音魔術，藉著講解人類在犯罪後如
何得著耶穌拯救的過程，在不同場合宣講福音的信息。
自從加入本會MEM魔術組之後，更加擴闊了我以福音魔術事奉的視野，藉
著到不同的中小學、老人中心及各堂佈道聚會中，以福音魔術方式講解基督教
信仰，邀請會眾接受耶穌作生命之主。
在MEM參與事奉的這幾年，我深深地被李炳光牧師殷勤佈道的熱誠所激
勵，也被來自不同教會的福音歌手、話劇演員及眾多義工無私的委身所感動，因此，我願
意在踏入退休之年，繼續跟隨李炳光牧師的腳踪，與魔術組及其他組別的弟兄姊妹互相配
撘，以福音魔術作道具，傳揚主的福音，以生命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范建邦牧師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退休牧師 及 MEM副團長

感謝上主的恩典讓我在過去的十年間可以參與MEM魔術組的事奉。
透過魔術的演出把福音的重點表達出來，讓會眾透過活潑的方式更容易
接受福音的內容。每次站在台上經歷整個團隊與主同工的時刻，實在是
難能可貴。
繆健倫 (Allen)
候任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麗瑤堂宣教師

學習魔術原本是為了教導年幼的孩子。十二年前得到李炳光牧師
的鼓勵，在MEM開展禮上獻心，用稚嫩的魔術技巧為神作工。在李
炳光牧師的帶領下，於多場MEM佈道會上透過福音魔術傳福音，每
次看見牧師呼召下，有人回轉/決志信主，心裏面就感動就火熱，讓
我更有力為主作工。
許慧心 (Wins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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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家偉 (Vincent)

感謝主給我機會能夠在1998年跟楊有志牧師學習福音魔術，多年來在
中小學、不同教會、社區中心、嘉年華、醫院、老人中心和院舍，透過分享
福音魔術、信息和見證，感染到很多人相信主耶穌；更感恩是可以加入循道
衛理佈道團和一班同一心志的弟兄姊妹傳揚福音，願主在往後的日子大大使
用我們可以為主作鹽作光，祝福我們佈道事工能夠帶領更多人得到福音的好
處，願一切榮耀歸給上帝，阿們！
鄺奕泉 (四哥)

「魔術」一詞之定義只是舞台表演，並不如英語「Magic」包含涉及靈界能力的
意思。

二﹑魔術師演繹的角色：

坊間有魔術師會強調個人特殊能力或讀心術，扮演一個能人所不能的角色。但我
們知道魔術實際上是運用手法與道具作特別的效果，絕無特異功能，若魔術師聲
稱自己有特異功能便會造成欺騙。因此，作為福音魔術師必須注意說話技巧丶態
度和角色，避免欺騙人。

三﹑魔術是表演藝術：

作為台上表演者是在演繹角色，例如: 演員飾演摩西，眾所周知他只是演繹一個角
色，而非真實的「摩西」。作為魔術師，在台上的對白和演說亦如是。
(資料由楊有志牧師提供)

賴凱榮 (阿賴)

自小每次看魔術的時候，總是讓我「嘩、嘩、嘩」的充滿著
好奇與不解，所以當發現有「魔術佈道」時，即興奮非常；當有
幸認識並跟隨楊有志牧師學習魔術佈道時，真的喜出望外，而當
自己也能站在台上以魔術作佈道時，更是不能置信；現在每次我
看到在佈道會中能藉著「魔術佈道」作破冰讓人認識福音時，心
底就發出「嘩、嘩、嘩」，上帝你真的 「 好正」！
羅美寶 (Mabel)

魔術使人感到神奇，我自己也為自己的生命感到神奇。我
在MEM服事已踏入第七年了。感謝主藉着藝術改變我，讓我從
自卑變為自信，我也希望把這份改變再次分享給別人。希望我
能一步步地學習以生命影響生命。
洪家澤 (家澤)

當初加入Mem佈道團是想透過福音魔術去幫助別人，透過佈道
團出隊到各地方，原來從中得著不是別人，反而是自己，在過程中
團隊合作精神，李炳光牧師的信息分享，令自己反思個人的微小，
學會謙卑處事，亦感受到上帝的祝福同在。
黃石歸 (石歸)

楊有志牧師對MEM魔術組的鼓勵
我相信MEM在循道衛理聯合教會中可以成為佈道事工之推動力，十多年來，魔術組成為了教會
佈道資源中重要的資產，以及給予弟兄姊妹學習魔術的途徑。我鼓勵弟兄姊妹多參與佈道工作，藉著
福音魔術去傳講福音，不論在自己堂會或在MEM的服侍。願MEM繼續招收更多學員，讓他們一同經
驗福音魔術作為佈道媒介之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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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有志牧師專訪

佈道同路人
MEM魔術組顧問楊有志牧師鑽研及推廣「福音魔
術」超過廿五年，是一位「福音魔術牧師」，亦是MEM
福音魔術發展的同路人。早於2005年初籌備MEM成立
時，楊牧師協助了MEM福音魔術的培訓。「在完成培訓
後，在其中的學生確立了其事奉方向和魔術技巧，我和他
們一起組成了MEM魔術組團隊。及後，我亦於2008年參
加了MEM加拿大短宣，以福音魔術佈道。」(右圖) 由楊牧
師當初開始培訓及魔術組成立至今，已有十位福音魔術師
熱心參與MEM佈道工作。

MEM加拿大短宣佈道

福音魔術初接觸
楊牧師在年輕時已嘗試用不同媒介佈道，當中包括福
音幻燈片及影音製作。在修讀神學期間，他也特別思考到
福音對象的需要：「有很多人都是不善聆聽的，但教會講
道主要是用演說的方法，着實需要更多其他佈道媒介。」
於1988年，他遇上香港知名魔術師Mr.X(鄺鎮州先生)，並
正式研習魔術，從此也開闊了他的眼界。「Mr.X不是基
督徒，但因他知道我是一個傳道人，就教授我撕紙講福音
(Heaven and Hell)。這令我知道魔術除了能與人建立關係
外，也可藉此傳福音。自此我便開始鑽研如何用魔術傳福
音，並在1990年第一次以魔術佈道。」楊牧師不斷力求
進步，當1995年互聯網普及時，他就在網上搜集更多些
關於福音魔術的資料，並在海外訂購福音魔術的道具及書
藉，建立對福音魔術的認識。

現任魔術組組長許慧心姊妹擔任助手

最感動的一次
2005年華人基督教聯會「九十週年會慶長者佈道會」(麥花臣室內場館)

現任魔術組副組長羅美寶姊妹協助演出

楊牧師表演了幾個福音魔術，最後一個是關於「耶穌尋羊」的故
事，他在此學習到自己表演福音魔術是作福音預工，預備長者的心聽福
音，並跟講員配合信息。

創作福音魔術

魔術，很容易吸引人定晴觀賞，讓人好奇
魔術師最後會帶來甚麼驚喜；福音信息，傳統而
言，傳道者宣講關乎救恩的信息。但除了以言傳
道外，魔術會否也是一個好方式呢？結合兩者的
「福音魔術」就在十九世紀出現，天主教神父聖
若望·鮑思高初次以魔術的方式闡明福音信息。
福音魔術發展多年，MEM也認同魔術是一個有
效的佈道媒介，過去不單在佈道會中安排福音魔
術表演，更與教會及學校合辦福音魔術訓練班，
以培訓信徙及推廣福音魔術。

「我在1998年認識了世界級知名魔術師André
Kole。他是學園傳道會同工，透過他認識了三位對福音魔
術有心的基督徒。翌年，我們一起成立了香港基督徒魔術
師團契，在團契中，一眾基督徒魔術師彼此交流丶分享創
作意念，甚或把某些西方意念轉為以中文演繹出來。」創
作就在互相交流和模仿及改良西方福音魔術開始。
在過去二十多年，楊牧師有很多福音魔術的創作，他
一邊娓娓道來創作靈感是來自聖靈啟示，一邊拿出一塊印
有四個心的布，來個即席示範。他請筆者拿著代表「人」
的扣針，然後扣起代表「世界」的白布，筆者怎樣也拉不
到扣針出來，這代表人心被罪綑綁。他把一個代表神的紅
心貼在扣針上，請筆者一拉，扣針就跑出來了。(左圖) 筆
者對「逃出的扣針」嘖嘖稱奇，同時更深刻的感受到神的
大能及體會到人脫離罪得以自由的喜悅。
「這是我多年前設計的魔術，是為四律的信息賦予了
魔術效果。起初自己打算刻意地設計，卻毫無頭緒。直至
有一晚在夢中浮現出這個概念——我使用了「逃脫」及「
移位」的扣針魔術表達四律的信息，這兩個魔術是我分別
在兩本書籍學會的。睡醒後，我不斷實驗和改良，最後創
作了這個扣針魔術。因此，我覺得創作是靈感，同樣亦是
聖靈的感動。
不管是楊牧師以魔術佈道，還是MEM願以各種形式傳福音，
正如聖經所言： 「我們傳揚祂，是用諸般的智慧，勸戒

楊牧師示範 「 扣針魔術」

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裡完完全全的引到
上帝面前。」(西1:28)

致 有志擔任福音魔術師的你:
志成為一位福音魔術師！

很高興得知你有心志以魔術作為佈道媒介，立

機會。作
坊間有很多魔術表演，市民不乏看魔術表演的
在香港擔任福音魔術師是很有挑戰性的，現時
備，要做到「邊
術的技巧和竅門，更要表演能力及演說能力俱
為福音魔術師必須要做到專業，除了要學懂魔
的魔術師，還須
外，要作一個有志於以福音魔術作為佈道媒介
做邊說」，實在要狠下苦功，多做多練習。此
鑽研丶學習和鍛練。
領受上帝的召命，並且立志在福音魔術上用心
魔術則可
種，近景魔術可能只是面對幾個觀眾，而舞台
你學習過魔術嗎？魔術主要分為近景和舞台兩
魔術學
近景
應由
理臨埸反應的能力和技巧。若你是初學的，就
能需要處理過百人以上的反應，因此需要有處
演等，又要多爭
而進深學習；平日亦要多看魔術表演及戲劇表
起，從中發掘自己的興趣是否在魔術方面，繼
，學習做一個專
心態
升自己的演繹能力、魔術技巧及表演者的
取機會在觀眾面前表演，透過觀察和練習，提
上有召命，最後
取佈道經驗，多思考自己是否在福音魔術佈道
業的魔術表演者。我也鼓勵你多參與服侍，吸
努力成為佈道者。
數不多，
魔術佈道的機會。一般教會一年的佈道聚會次
最後，盼望你學有所成，並為自己爭取更多以
廣泛地跟你身邊
。因此，在你掌握好魔術佈道技巧後，你可以
很少
機會
演的
以表
，可
術後
音魔
了福
學習
信徒
次表演實踐所
予你機會於其教會義務表演福音魔術，透過每
的信徒及基督徒同事分享你的使命，請他們給
學，累積經驗，提升自己的能力。
步一步跟隨基督，廣傳福音！

願上帝繼續帶領你成為福音魔術師的道路，一

主僕

楊有志牧師

二零一七年六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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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回顧
如火再被挑旺起來
感謝主！MEM於2017年2月26日假佐敦譽宴舉行
新春感恩晚宴，當晚筵開17席，主題為「如火再被挑
旺起來」，節目豐富緊湊，包括有劉建良牧師帶領會
眾一同唱詩丶九龍堂排排舞組表演丶話劇組演出精彩
話劇「叔叔」丶范建邦牧師以小提琴演奏「新年樂」
及分享見證丶團長李炳光致辭及分享MEM異象丶歌詠
組獻詩等等…感恩有不少主內同道出席支持，並以行
動回應MEM各方面的需要，願主繼續挑旺眾人心中的
佈道之火，一同為著福音廣傳而努力！

MEM於2月11日在本會九龍堂舉辦「粒粒滾動」微
電影分享會，內容包括即影即有攤位、微電影欣賞、春
麗見證分享及王澤堂牧師分享信息，當晚約有60位弟兄
姊妹及新朋友參加，並有1位新朋友決志信主及1位立志
回轉。感謝當晚每位弟兄姊妹的擺上，願福音的種子都
撒在未信者的心中，並在決志者心中萌芽成長。

感謝主！「Keep住暖笠笠」工作坊於3月11日完滿結
束，當晚由陳建基牧師分享「男女心事」之男女性格大不同
的信息及有彼此分享代禱的時間。工作坊約有50位參加者，
當中接觸了10位未信者，聚會反應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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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ep 住 暖 笠 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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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Ｍ守望祈禱會

代禱勇士

》

5-8月每週代禱

1
2
3
week

week

week

「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有功效的。」(雅各書5：16)
誠邀大家每月一週一祈禱。每週為ＭＥＭ不同的事工及
佈道聚會代禱，以禱告支持我們的佈道工作。

魔術組
親愛的主，求祢賜下智慧能力予魔術組組員在工作
及教會事奉上取得平衡，叫他們懂得調節安排，可以適
應新的環境及改變；又求主看顧肉體上有軟弱的弟兄姊
妹得到上帝親自的醫治，賜予他們有健壯的身心靈，並
施恩保守他們在家庭生活上得到滿足和喜樂。

話劇組
為8月25-26日舉行巡迴福音話劇首演禱告，求主帶
領同工預備各項籌備工作，賜予智慧給兩位導演——錢
sir及昌sir有更多靈感創作新劇，並找到合適演員排
演，在宣傳時吸引更多宗教科老師、教會及機構負責人
出席，並積極考慮合辦福音聚會。

Pray w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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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u
o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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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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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州交流探訪之旅

5

祈禱組

week

week

我們誠邀你出席祈
禱會，為將要舉行
的聚會彼此分享及代
求。
日期：9/5，13/6，
11/7 ，8/8
時間：晚上7時至8時
地點：循道衞理聯合
教會九龍堂UB4室
（九龍油麻地加士居
道40號）

MEM於8月11-14日將往梅州五華﹑興寧及梅縣舉
辦福音聚會，並與當地教會交流分享。求主帶領事奉
人員及當地教會的籌備工作一切順利，並願主親自預
備人開放的心，特別是有不少年青人會回鄉過暑假，
願他們能藉此機會聽信福音祈禱，領受救恩。「佈道
人﹒佈道心」學員將參加是次梅州短宣，當中也會負
責籌備部分福音聚會，求主賜他們智慧及謙卑學習的
心，從經驗中學習，佈道熱誠及知識俱增。

親愛的主，願祢開我們的心和耳朵，叫我們知道
禱告的重要性，幫助我們脫離覺得忙、怕麻煩的舒適
圈，並感動更多主內同道願意出席MEM祈禱會及加入
MEM祈禱網，一同為上帝的聖工獻上禱告，把一切將要
作的事工及困難交託仰望主，為未信者的心祈禱。

廣州交流探訪之旅
MEM於7月8-9日往廣州短宣，MEM與廣州市基督教救
主堂於7月8日晚上合辦福音聚會「主啊！我要能看見！
」。求主使用歌詠組的獻詩、話劇組的表演《石老堅歸
主》、鄺奕泉弟兄的魔術表演及李炳光牧師的信息分
享，讓當地的未信者都能被吸引前來，認識耶穌的愛與
大能，信主跟隨基督。為李炳光牧師祈禱，除了首晚的
福音聚會外，他將於7月9日的兩場崇拜及青年信仰講座
負責講道，求主加力，使他得著口才，能講明福音的奧
祕及真理。

5-8月聚會預告
5月14日
5月19日
6月22日
7月3日		
7月21日

7月8-9日
8月11-14日

本地福音聚會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大
埔堂
聖公會榮真小學
香港神託會培基書院
馬鞍山循道衞理小學
牛頭角浸信會

國內福音聚會

巡迴福音話劇首演

8月25日晚上8時
8月26日下午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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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交流探訪之旅
梅州交流探訪之旅
上環文娛中心
上環文娛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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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入我們

2017年
第一季收支報告
收入

循道衞理佈道團歌詠組
招募詩班員及司琴

招
募

收支報告及奉獻支持

我們的理念很簡單：
(1) 無論是否基督徒，大部分人都喜歡音樂，欣賞聖詩
(2) 聖詩的唱頌是與慕道者接觸交流及分享信仰的良好媒介
(3) 一起唱頌聖詩本身就是快樂的事奉

HK$

奉獻及收入總額

2017年各事工籌款目標 (合共$165萬)

373,148

已籌得款項

歡迎您加入參與！

參加者需出席每月一次的練習 (即每月最後的星期三晚7:30-9:30pm於循道衞理聯合教會
九龍堂練習) 。
查詢及報名：2708-8619／5224-2850
網上報名：mem.hk/choir

支出
本地佈道事工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文字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總支出
盈餘/(虧蝕)

97,670
30,297
21,672
23,313
126,792
299,744

本地佈道事工
(目標70萬)

HK$173,340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目標30萬)

HK$63,572

培訓事工
(目標10萬)

HK$24,005

文字事工
(目標10萬)

HK$20,406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目標45萬)
HK$91,826

73,405

有意支持本團事工者，請填妥以下奉獻表格，並寄回本團通訊地址。

循道衞理佈道團奉獻表格
姓名：＿＿＿＿＿＿＿＿＿＿＿＿＿＿＿＿＿＿＿＿ (牧師/傳道/先生/小姐/女士)
地址：＿＿＿＿＿＿＿＿＿＿＿＿＿＿＿＿＿＿＿＿＿＿＿＿＿＿＿＿＿＿＿＿＿＿＿＿＿＿＿＿＿＿＿＿＿＿＿＿

國內福音交流獻唱

聚會完結後與會眾交流分享

電話：＿＿＿＿＿＿＿＿＿＿＿＿＿＿＿＿＿＿＿ 所屬教會：＿＿＿＿＿＿＿＿＿＿＿＿＿＿＿＿＿＿＿＿＿＿＿＿

MEM大型活動獻

詩

電郵：＿＿＿＿＿＿＿＿＿＿＿＿＿＿＿＿＿＿＿＿＿＿＿＿＿＿＿＿＿＿＿＿＿＿＿＿＿＿＿＿＿＿＿＿＿＿＿＿

我樂意
一次過奉獻

MEM祈禱網
成員招募
你願意加入MEM祈禱網，以祈禱一起參與佈道工作嗎？「弟兄們，請為我們禱
告，好叫主的道也像在你們那裡一樣快快傳開，得著榮耀」(帖後三1)每一次佈道
也是一場屬靈爭戰，當傳道同工及弟兄姊妹在前線參與佈道工作時，也很需要你
代禱支持，「靠著聖靈，隨時多方禱告祈求」(弗六14-20)。

怎樣參與？
本團會透過WhatsApp發佈代禱消息，你可以把你的姓名、性別及所屬教會名稱
Whatsapps至5224-2850
報名加入MEM祈禱網，成員將會定期收到MEM的月禱
信、季刊《MEMORY》及MEM實時發佈的聚會及短宣代禱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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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幣$100

港幣$200

港幣$500

港幣$1000

港幣$＿＿＿＿＿＿＿＿

每月定期奉獻港幣$＿＿＿＿__（請聯絡本團同工： 電話 2708 8619 或電郵 admin@mem.hk 了解詳情）
支持以下事工
MEM整體事工

海外及國內福音事工

培訓事工

佈道團發展及行政經費

M媒體福音事工

其他 ＿＿＿＿＿＿＿＿＿＿＿____

本地佈道事工

文字事工

奉獻方法：
支票 – 抬頭請寫“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或“The Methodist Church, Hong Kong”
現金 – 直接交予同工 或 存入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恆生銀行帳戶號碼 225-2-038902
＊請註明姓名、地址、電話等聯絡資料，連同支票/銀行收據寄回本團。

我需要奉獻收據，作為申請減免入息稅。奉獻收據抬頭：＿＿＿＿＿＿＿＿＿＿＿＿＿＿＿＿＿＿＿＿＿＿＿＿
＊奉獻港幣$100以上可獲奉獻收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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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訊地址：新界沙田新田圍邨欣圍樓地下（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沙田堂轉）
電話：2708-8619 傳真：2708-8409 電郵：admin@mem.hk 網址：www.me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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