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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訓：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21

團訓：
「人若自潔，脫離卑賤的事，就必作貴重的器皿，
　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提後 2:21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

「你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
         我要把許多事派你管理，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太  25:21

               忠誠為主工 
                        心連結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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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誠為主工   心連結伴行

日期： 2017年3月24日（星期五）

時間： 6：30pm (晚宴）     7：30pm (聚會開始）

地點： 九龍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41號 YMCA 北座 4樓 青年會禮堂

晚宴祈禱 

➢歡      迎

詩歌敬拜

小組分享

總幹事分享

小組差遣祈禱

 

訓    勉 

小組分享

報告、呼籲及致謝

祝    福

忠誠為主工   心連結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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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我要向高山舉目　我的幫助從何來

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亞　哈利路

【因著信】

憑信　他離別吾珥

因信　全然奉上愛子

憑信　還有人全力抓住天使

贏到祝福　換了名字

憑信　他行近紅海

因信　連潮浪也分開

憑信　曾有人被困於獅子坑內

仍敬拜上帝　發誓至死不改

在某天他下決心圍繞在城外

憑信放聲呼喊　城牆便倒塌下來

又有先知被➢擄他方常在心裏靜待

仍確信上帝榮耀會回來

憑信　我們懷著憑據

因信　同尋著了應許

憑信能夠發現在世間只是寄居

朝更美家鄉走回去

【願祢臨到】

祢名為至高　超乎全地

配得被尊崇　遠超萬神

諸天述說祢的公義

萬民看見祢的榮耀

全地都當向祢敬拜

   

眾海島　當歌頌神

群山　都來朝拜祂

各族各方　都歸榮耀予神

我主　祢配得讚美

天上地下無不屈膝跪拜

如童女來到寶座跟前

呼喊耶穌　願祢臨到

這新婦預備接待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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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個 “五年” 的得益 　　   樓恩德牧師

感謝神！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成立至今， 若不被視為 
“奇蹟”，應可算為“神蹟”。“奇” 是指無雙、稀罕、
不常見；“神” 是指創造者、獨一真神、萬有管理的主
宰；“蹟” 是指已發展的事工。

這事工，昔日是神在一班弟兄姊妹心中動工，滙聚他們，
除了主日為主而活，也在週日、在職場、在生活上為主而
活。有“感”動，必須有回應行動才能成事；有“行” 
動，亦必須有“恆”動才能持續，轉眼已經過了卅五年。

在這節奏迅速，變化多端的商業社會，世界金融中心之一
的香港，大家生活緊湊，工作忙碌，這些弟兄姊妹若非神
賜予的恩賜、能力來承擔使命，兩或三個五年便已壓力重
重，筋疲力盡。但感謝神，七個五年已經過去，大家付出
的時間、精神、體力、金錢可算不少。在事工的成就中，
我們看到神配對的供應，使我們體會，若不是 “ 耶和華建
造房屋，建造的人便枉然勞力 “。

那我們在這些年頭得着些甚麽？在蒙悅納的事奉上，我們
更認識美善恩賜，全備賞賜從神而來；更確信祂的應許永
不落空，並且更能夠體會甚麽是力上加力，明白何謂恩上
加恩。

願主賜福使 “有的還要加給他”，使銀行同業福音團契在
未來的日子成為更多人蒙福的團契。

牧者勉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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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開春暖時                高步青牧師

執筆之日正是農曆年初七「人日」。想起這個，總是百
感交雜，既驚奇於人為上帝創造之高峰，又感嘆人失落
於伊甸園，然而卻感恩於耶穌對屬祂的人的百般恩典。

環顧宇宙，上帝創造無限，天河星宿，山川河岳，萬物
生態，無一不是甚好。只可惜伊甸一幕叫人神傷，咒詛
隨著罪使人汗流滿面才得糊口，更不用說死是人的終
局，這些我們都清楚不過了。

走過這許多年，人在地上混，職場中打滾；就是嚐盡許
許多多的甘與苦，見過萬千咀臉，踫上淑人，得到幫助扶持，或不是僥倖，可是上帝賜恩。反
之處處踫壁，也不算是命途多舛，看成是上帝給的一點磨煉好了。因為上帝立意叫那原先是
被咒詛的，在基督裡要變成祝福，好使愛祂的人得完全，在各樣美善事情上彰顯上帝的榮耀。

話雖說得美，我知道這個不是紙上談道，講講說說就可以圓的夢。其中若不是上帝的恩，要走
過荊棘滿途不容易。因此，上帝總在路邊小站處，為我們預備清涼水，還有弟兄姊妹成為我們
旅途中的良伴，若在打拼場所中有肢體互相扶持不是難得的愉快嗎？

我們仍是努力，以行動活出上帝呼召的恩，無論置身何地，今天在滙行，或明天在星行也好 
（這個你懂的），你會見證著上帝在我們身上顯能力，叫萬事復興，愛神的得益處。正好這時
間花開春暖，我思想：我不屬雞，我是人，我屬基督，我感恩！

2017-2-3 丁酉正月初七

              張慕皚牧師

「銀行團契」是神在這時代為銀行界和金融界興起的一
個傳福音的群體。今天是一個艱難的年代，也是一個極
需要福音的年代。我們應以提後 四1-2節互相勉勵：
  
「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
前，憑著祂的顯現和祂的國度囑咐你：務要傳道，無論
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各樣的教
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要在這時代的專業人士中間作個成功的福音使者，兩個
重要的原則我們必須遵守：
     （1）首先福音使者必須在我們的專業上有美好的見證，做個忠心和守規矩的專業人士。
這樣，身邊未信主的同事便能尊重和欣賞我們 (這是重要的福音預工)。工作上表現不好，閒
散不誠實的信徒，向同業的人傳福音不會有好的成果。
    （2）就如保羅在提後四章指出：在這末世時代傳福音必須用不同的方法為主作見證。但最
基本的福音工作就是愛的表達，對未信主的同事關懷和愛護，特別在他們有需要的時候，表
示你對他們有犧牲和付代價的關心，再帶出福音的信息，人便容易信主。
 
願恩主在未來的日子中，使用你們在香港、澳門和全中國，帶領你們眾多的同業們信主和事
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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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的手           陳秀芬傳道

我家的禱告角落裡，放了一個擺設，上面是一雙祈禱的手，一方面提醒
我要禱告，更提醒我，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其實手常常代表工
作和力量，但我們往往忘記把禱告的手帶進我們的工作間，讓神成為我
們力量和指引的源頭。

禱告出來的能力
在繁忙的工作裡，我們常常慨嘆沒有時間與神親近，每天都在營營役役
地過生活，只顧應付各樣又大又難的工作。我常常想起《祈禱出來的能
力》滕近輝牧師寫的序言中，有一個故事：畫中有一位農夫在田間停止
工作，跪下禱告，有天使來用他的工具為他繼續工作。他雖然停止工
作，但他的工作並不受虧損，因神差遣天使替他工作，而且工作得更
好。當我們跪下之時，就是主起來工作之時。有時候我們覺得禱告好像
無所事事，但卻是最重要的工作，因為我們禱告時，神就為我們工作。
神一作工，事就成了。

在忙碌的工作裡，我們仍能不住禱告。羅倫斯弟兄 (1614-1691) 在一所修道院的廚房工作長
達三十年，當他在洗碗盤和進行其他例行工作時，他便禱告，他相信即使我們忙於自己的職
責，神也不會忙到無暇聆聽我們的禱告。我們一整天都有禱告的靈伴隨，我們無論做什麼，
讓我們以心靈的禱告不斷與神相交。

同心合意的禱告
還記得有一次參加某小組的午間聚會，負責的姊妹帶領我們唱了一首詩歌，然後簡短分享了
一段經文後，便邀請弟兄姊妹一個一個地分享需要禱告的事情。大家分享過後，她便邀請每
一位肢體為坐在旁邊的肢體輪流開聲禱告，於是我們便用了約十五至二十分鐘的時間，各人
真誠地向神傾心吐意，為肢體代禱，禱告後大家都經歷神的榮耀和同在，我們都帶著喜樂和
滿足的心重投工作間。在聖經裡主曾應許，因為無論在那裡，有兩三個人奉我的名聚會，那
裡就有我在他們中間 (太18:20)。工作常叫我們心力交瘁，有時候當我們心靈軟弱的時候，獨
自禱告也會感到孤獨乏力。感謝神，在職場裡賜給我們有很好的弟兄姊妹，讓我們能彼此代
求，很多時候，聖靈會藉著別人為我們禱告，來安慰我們，也指引我們明白神的心意。很多
的小組都有祈禱會聚會，我們不單可以彼此代求，把我們個人的需要交托主，我們更應多為
身邊的同事、客戶等禱告，就如邦茲牧師的教導：「為人禱告比為事物禱告重要許多，因為
人比事物更攸關神的旨意和耶穌基督的事工。」藉著禱告，我們能體貼神的心意，除非我們
與神相交和禱告，我們則無法察覺神所託付的使命，祂已將一些需要認識主的人帶到我們工
作環境裡，讓我們藉著禱告，懂得和他們相處，也引導他們與主相遇。

以禱告開始一天
詩人大衛的禱告：「耶和華啊，早晨你必聽我的聲音，早晨我必向你陳明我的心意，並要警
醒。」(詩5:3) 這禱告真像暮鼓晨鐘提醒我們，我們每天早上都在趕、趕、趕，以為趕時間，
但結果是人在心不在，真好像沒有帶靈魂的人就去上班。我們不單沒有時間，更是沒有心靈
空間去親近神，我們真要學習詩人，每天要認真待上帝，真的有話和上帝說，不單是祈求，
更要警醒，還要讚美，在11-12節，詩人在早晨的時間沒有忘記自己身處的險境，但他不感到
孤單，他不是一個孤單禱告的人，他被敵人四面包圍，卻反倒體會有一群人可以和他一同讚
美神，而神會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衛他。求主幫助我們每早晨都有空間向神禱告，警醒和
讚美。

司布真牧師曾說：「假如你對基督的信心沒有引領你去禱告，那麼就和它一刀兩斷，擺脫
它，並讓神幫你從頭開始。」讓我們舉起聖潔的手，一起禱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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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報告  2016                                           

相信大家都會認同2016 是「黑天鵝」熱爆的一年。
出人意料的英國脱歐和特朗普的當選都帶來很大的衝
擊，這個年頭對銀行業來說並不好過。承接著人民幣
走弱的影響，資金大量撤離中國市場，投資環境迅速
惡化，國內經濟下滑和中資機構班師回國借貸，都令
香港的投資及貸款業務萎縮，惟保險市場卻一枝獨
秀，在國內資金尋找出路中支撐著零售及私人銀行業
務。另一方面，各種各樣的監管要求卻仍然越來越嚴
格，一想到風管和合規便令人感到像大氣壓力又沉重
了些。有時在不同場合遇到很多工作多年的資深同
業，閒聊時雖然他們大部分都意興欄柵，但卻發現他
們一回到工作崗位時便無視一切困難，仍然積極進
取，奮鬥不懈，實在令人敬服。 想來正是因為這種精
神，香港金融業才仍然可在激烈競爭中佔一席位。

不過，倘若你也認為上述的同業們厲害，那我在此要向大家介紹一班同業之中更為厲害
的隱世英雄。他們不單在工作上要面對一樣的壓力與困難，同時為了要成就 神的國度，
他們還默默地奉獻自己、在工作的地方努力作見證、關心未信的同事、一直為他們祈禱
並付出代價，然後把他們帶到 主面前得著救恩。現實裡，並沒有很多人知道他們的工
作，甚至他們的教會和其牧師也未必知道，更別說能了解他們所面對的困難和挑戰。這
麼孤軍作戰的一群，相信大家都知道所説的就是一班散在各銀行中細胞小組的弟兄姊
妹。(請與我們一同向他們致敬)「他們的勞苦，在 主𥚃面並不是徒然的， 祂必喜悅欣賞
他們！」在他們的見證下，深願我們也能互勉，為福音得以廣傳而齊心努力。

團契依然極度蒙恩，新闢的寛敞聚會處所為福音工作添上了新猷。兩個系列一共八次的
的福音午餐會成功地令我們這羣信心微小的慚愧，參加人數由起初十多人上升到最高近
八十人，相信這個聚會已在該區打下了基礎。由於參加者當中亦有一些仍是未信主的
人，深信亦有良好的撒種效果。其中特別要感謝一班團契的弟兄姊妹在每次舉行之前都
不辭勞苦、日曬雨淋的在附近派發傳單來打開知名度，相信隨著一眾銀行和保險公司進
駐附近的商業大廈，午餐會能幫助福音傳播的能力應會再進一步顯現。此外，團契也利
用晚上的空檔來開設不同的興趣班和相關銀行業務的課程，務求令更多未信者能在其中
接觸到福音的內容，來預備他們的心。之後，團契與基督徒音樂協會合作舉行了「遮風
擋雨 — 沿途有祢」音樂佈道會，會中更有姊妹的家人決志信主，一切都是恩典。小組
工作在牧師和同工的努力下越發堅實，雖然曾經有小組因人事調動或核心組長離開而不
穩，但最終還是能再跨過，且造就了弟兄姊妹們的信心。又有小組舉行聖誕福音聚會，
竟然有九十多人出席，而其中大部分是未信 主的人，主恩實在奇妙，我們也深深地被激
勵。

眺望來年，團契已被邀請參與十一月份的球場佈道事工，深感榮幸之餘也相信是一個機
會可將眾弟兄姊妹召聚一同作工，建立默契來為 主成就更多更大的事工。請繼續支持我
們並為我們代禱。謝謝！

許文森

Fighting!

各部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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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部　
　           
2016 感恩篇

蒙神賜福帶領，我們又再經歷及見證祂的大能，彰顯在我
們身上，祂讓我們從 “一無所有“ 變為 “一無所缺”！
又再一次引證了我們作信徒的只要信靠神，祂必為我們預
備一切所需的！

今年六月，我們的經費已用得七七八八了，團契向各位肢
體及各細胞小組發出家書，報告團契之經濟需要，並呼籲
大家奉獻支持，當然也懇切向神禱告。靠著主我們繼續不
停地推廣福音事工及佈道會，我們只管專心為神工作，並
沒有甚麼計算。當回頭一看，原來神感動了很多愛主的肢
體為團契甘心樂意的捐獻，其中包括不少團友及各細胞小
組的肢體，他們立時作出回應。在發出告急籌募經費需要及向神禱告後，短短幾星期內我們
已收到的奉獻足夠五個月的經費，神叫我們不用掛慮，感謝各位主內兄姊！感謝神豐富的供
應，祂必為我們預備一切所需的！！

2016年即將過去，這年銀行團契一如以往，並未因快要用盡的積蓄及奉獻而把事工停下來。
蒙神恩典，靠著神我們更積極地安排更多的福音聚會及細胞小組事工，服事更多銀行同業的
人，盼望能透過團契及細胞小組帶領更多銀行業的人來認識神，求主繼續賜福帶領及使用我
們，能夠有份被神使用實在是神賜極大的恩典！祝福銀行團契恩上加恩、力上加力！

在此，盼望有更多兄姊繼續為銀行團契禱告及為我們的經費付出愛心奉獻，讓我們神的家有
充足的供應，深信神必定保守帶領、祝福，並使用銀行團契及各細胞小組繼續為祂作工！

文書部                                           葉耀昌

轉眼一年又過去了，回想去年在團契感恩晚會中高牧師為
團契在2016年的事工發展作出簡介，及後筆者在席間也為
各類的團契事工作出資源上的呼籲，結果主恩是足夠我們
使用，神為我們小小的團契，作出大大的供應及保守，令
我們不致缺乏，在過去的一年也能在事奉神的工作上有美
好的效果。

特別是福音午餐會。因為經過在座各個小組、團體和嘉賓
的支持下，我們在去年6至11月半年內舉辦了16次的福音午
餐講座，邀請了17位牧者和不同界別的嘉賓分享，他們都
是擁有豐富社會經驗的、又滿有恩賜的人士。而其間參與
午餐會的人士共有764人次，回應十分正面，並多次查詢在
2017年仍有否舉辦？為了延續這項極有認受性的事工，團
契計劃在今年再次舉行3輯 (2-3月份已開始)，每輯連續2個
月共8次。盼望神繼續使用，讓更多未信之民能接觸到神的信息，成為主的兒女。

此外，文書部亦統籌及編印我們團契的每年感恩特刋，除了有牧者的訓勉、團友和細胞小組
組員的感恩分享、見証文章外，更有一位弟兄將他一篇以研究團契發展作主題的畢業論文呈
上，當然內容是這位弟兄的個人意見，不代表團契立場，然而閱讀後對團契的認識也加深不
少。也鼓勵各位細心閲讀我們這本一年一度的心血結晶，看罷亦可轉送友好，讓神的大愛充
滿人間，使福音種子撒滿土地，人人歸主。

趙秀➢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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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部                           劉瑞景
 
隨著2016年3月新一屆職員就職之後，團契的三個小組也隨
著有所變動。由於有姊妹因有其他學習及事務，故未能繼續
擔任組長的事奉。感謝主的預備，很快便有另一位姊妹願意
擔當副組長一職，因此便將「仁愛、喜樂、和平」三組的組
長、副組長及組員重新編排及配搭，希望能擦出新的火花，
彼此更認識，在主愛中彼此關心、互相扶持及代禱。 

回顧過往一年，團契每次聚會人數平均有17至18人，也有新
團友加入，但我們都需要常常緊記遵行主的大使命，多向未
信主的人傳福音，作得人的漁夫。
 
感謝主也使用我在聯絡部繼續服事弟兄姊妹，能有機會事奉
真是有福，心中滿喜樂！

週會統籌部                                           譚偉新

過去一年因著香港整體經濟增長放緩，對銀行業來說實在是
不易過的一年，既要應付提升盈利業績的要求，又要面對各
監管機構的訴求，業界同事的工作量實在有增無減。因此，
週會統籌部希望透過不同形式的聚會內容，讓參加的弟兄姊
妹們可在繁忙的工作中暫時放下重擔，一同仰望賜人智慧及
能力的主，重新得力去面對生活中的挑戰。 

去年不同類型的週會內容中，較特別的週會分別有：
「帶著靈魂上班、老闆要的不是牛」系列 － 藉著不同內容
主題的教導，讓團友們學習如何面對職場中的人和事，勉勵
大家在職場中作美好的見證。
 
戶外週 －「南丫島漁村文化之旅」及參觀「香港醫學博物
館」，透過導賞員的講解，讓我們了解昔日香港的漁村文化及醫學發展的變化，認識這片成
長地的歷史多一點。還有「南生圍健行」－ 帶領團友們遠離繁囂，到訪新界元朗南生圍，
享受一個拋開俗務，輕鬆、寧靜的週六。 

恩雨之聲 － 影音週會，選播以色列恩典之旅系列的節目，雖然未必能每位團友都能親身到
訪以色列這片神的應許地，卻可以從節目中了解這個人類歷史發展的舞台多一點。
 
制作の午日 － 這個日式的週會主題名稱，其實是以趣味工作坊形式，安排團友們參與製作
不同種類的環保實用物品，讓大家歡度一個輕鬆愉快的週末。 

彩虹真義 － 邀請香港性文化學會（一個常與明光社一同出席社會有關同運議題講座的基督
教機構，抗衡世俗文化歪風入侵教會的前線團體）資深牧職幹事劉志雄牧師主講的聚會，教
導團友們從信仰看兩性的意義，並認識同志、同運帶來對社會及教會的挑戰，讓與會的弟兄
姊妹們學習如何持守聖經真理面對衝擊。
 
左右做人難 － 邀請婚姻及家庭治療師林美娥小姐主持的講座，教導出席者在面對工作及家
庭之間的拉扯時，可以如何處理及尋找出路。
 
未來日子如何無人知曉，只有父知道，週會統籌部期盼繼續為團友及弟兄姊妹們安排更多切
合各人需要的週會，叫我們都能在主裏互相扶持鼓勵，一同為主打那美好的勝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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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及資訊科技部         　                                    劉兆裘

銀行團契的影音及資訊科技部在2016年有以下事工的發展：
1.  2015年團契辦公室裝修完後，我們在禮堂安裝了大電
視，以至有大型聚會時，弟兄姊妹及來賓都可以看到影像、
音樂及詩歌。 另外在團契會址有一休閒聚腳的地方也安裝了
一部大電視，可以播放一些詩歌及褔音訊息的影片。

2016年團契舉行了16次褔音午餐會 ( 神加添每次出席的人
數，一次比 一次多 ) 及於11月11日晚的音樂佈道聚會，這些
設備都用得着。

2.  神繼續使用銀行團契App上的內容，內裡列出團契每一
季的週會、特別聚會，也有查經系列資料可以幫助其他銀行
小組開組時研讀神的話語。還有，即時付款功能（Payment 
Gateway）在運作上一切正常，沒有出現重大事故及保安問題。

畢竟影音及資訊科技祇是讓神使用的工具，目的是廣傳福音，讓弟兄姊妹得餵養、靈命長進。願
神成就祂的美意。阿門！

文康聖樂部                                            方慧雯

感恩今年可以再次成為職員，加入團契職員會，負責文康聖
樂的職份。顧名思義，這個崗位需要安排策劃一些活動及音
樂週會，讓團契弟兄姊妹或細胞小組成員參與。

眾所周知在銀行工作，不單時間長，壓力也很大，當下班的
時候，弟兄姊妹都是身心俱疲的。若是加上睡眠質素差，長
年累月之下，健康漸漸被蠶食，周身骨痛，影響生活！

所以在2016的6月及11月，團契舉辦了體適能班，邀請專業
導師教授拉筋運動，每班十多位學員，晚上放工趕來上堂。
大家很用心依照導師指示，學習每一個動作，由頭部開始到
身體每一部份，拉筋的時候雖感到痛楚非常，但之後筋腱鬆
了，身體也舒緩很多，若學員能在家裏常常重複練習，對身
體是好好的保健方法呢！

至於聖樂方面，感謝主在團契裏有音樂造詣很好的弟兄姊妹幫忙，所以音樂週會內容都很豐
富，充滿讚美和感恩！其實不善於音樂的我要擔任這個事奉，實在吃力，但恩典夠用，我軟
弱主剛強，可以依靠祂！讓我可以繼續努力在團契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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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煉人生　　                                                                             　  主兒        　　　新年常聽到的說話就是：「新年快樂、身體健康、生活富足......」等等，相信這些都是每個人
希望的！但對信主的人而言“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亦即是說
在神裡會擁有這一切，但為何神仍給我們經歷各樣的困難及試煉呢？這是因為神不想我們不
勞而獲就能垂手可得！從“富二代”我就明白了一點點，“富二代”給人很多負面的評價，
例如出生已含着金鎖匙，享盡榮華富貴、亂花錢財、讀名校、生活出入上流社會，經常被人
枱舉服侍，繼而變得目中無人，不理別人感受，不務正業等表現。但當然也有真正有好教養
的！

我們因著經歷許多困難而成長的人，明白當遇到困難時自己是那麼軟弱、不足及無知！當用
上帝給我們的各樣的智慧，充充足足的有恩典、有憐憫地去面對及處理時就學懂感恩，明白
遇到試煉時會感到疲累、但要有經歷才會成長，要努力學習，在生命造就過程後就更會懂得
珍惜，變得堅強，凡事謝恩。假若神每事都讓我們不勞而獲，隨心所欲，抱着幸福是必然的
心態，我們就只會變得坐享其成，一生都要靠人照顧，成為社會的負累！
崎嶇的人生路才能使人感受到神的同在 —“沙灘上的足印”。新的一年，我在神𥚃面重新領
悟到為何神給人各樣的生命體會，是要豐富我們的人生，如金子般精煉我們，一步一步靠著
神、走近神、跟隨神啊！

退休生活的意義及未來的豐盛人生              昌哥

對本人而言，退休後可以為社會及弱勢社群出力作義工、協助改善某些貧窮線下或老弱傷
殘人士的生活素質、培育幼兒至青少年一代的學習，以至德育上有良好的成長.....，都是
很有意義的服侍。現今醫學昌明，人類的壽命也隨着新發明的藥物和醫療設備協助下不斷
的延長，以至很多超過80歳的長者仍能開心快樂的生活，故如何安排退休的生活便成了不
少人關注的焦點？

要承接有意義的退休生話，個人認為先要具備一些必須的條件，包括要有良好的退休計劃
和安穩的生活，然後是身體健康，能承擔義務工作，最後是一顆樂觀和包容的心，能與人
容易建立關係，相處融洽。

我在未退休之時已參與教會的長者鄰舍中心事工，在管理團隊上和服侍長者方面也累積不
少經驗，因感覺到香港的人口老化現象越來越嚴重，如不及早作出適切的準備，根本無法
達到老有所依的效果，更談不上能徹底解決社會的老人問題。故此，在2011年11月退休後
便決心投入服侍長者的工作，包括帶領兩間長者鄰舍中心在兩個老化及不甚富裕的社區 — 
樂富和黃大仙上邨，為區內長者的需要提供適切的照料和幫助。也被社署邀請加入巡查老
人院的小組，負責監察老人院的専業服務有否達標，以保障住宿長者的利益。此外，同時
亦有參與兒幼的教育工作，擔任一間幼稚園的校監和一所幼兒園的校董，帶領學校在德智
體群美靈六大範疇去培育小孩子，讓他們有好的根基成為社會未來的棟樑。本人亦任大學
的職業導師多年，為大學生畢業後踏足社會時提供意見和指引，利用自己在銀行界的數十
載工作經驗，與他們分享在職時應持有的工作態度和做人處世的道理，使他們能早些適應
並在這競爭劇烈的社會中有競爭能力，為自己、為社會開拓美好的前景。

展望未來，首要也是集中資源為各長者、第三齡人士的各種福址而作工，如在資源能力充
足下，連他們的家人也能作關顧。當然亦不會遺忘幼兒和青年人的關顧和栽培，這些工作
使我心裏充滿著熱誠和喜樂，藉著自己仍有精神體力時參加義工工作，既有意義亦能助人
是最好不過。直至今天仍持不放棄的態度，冀延伸至自己機能上不可再工作為止，我認為
這就是擁有豐盛的人生的目標。但願主為我開路、與我同行及保守我的心懷意念。感恩！

團友感恩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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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感恩篇                      趙秀➢勳

今年聖誕日( 25/12/16 ) 女兒安澄受浸加入教會，感謝神的恩典！( 並未想到這麼快！)

神為安澄預備了一位非常有愛心的導師 — 馮慧敏傳道，她9月收到安澄電話詢問浸禮班事宜後，立即約見

安澄並為她和恩葵倆人開浸禮班，安排在星期四她們放學後及星期六的信仰班，連續三個半月為她們倆人

安排多次上課，並為她們安排考問信德..... 到15/12安澄告知我，才知道慧敏傳道為她做了這麼多的工作，並

已經安排了她在25/12受浸，為此大大感謝神對安澄和恩葵的祝福，並為慧敏傳道感謝神！

今年年初，原本打算送女兒到英國上大學，正當英國被恐襲的消息及脫歐影響，我們尚在疑慮要否另找大

學而不去英國時，她考IB成績已確實可入讀香港大學，我們立刻打消去英國的念頭，為此非常感恩，因天

父知道我們作父母的掛慮，叫她留在香港讀大學正是最理想的出路！出國可多等兩年她長大了再打算吧！

今年9月她正式開始了上大學了！回想第一天送她上幼兒班的日子，好像是前一年的事，真的是像一片雲

霧，一下子回想要向神謝恩的事多不勝數… 無盡的感恩... 感謝主！

工作上，每天都比前一天忙、難、亂！若不是有神保守，怕早已入了精神病院！今年比起之前辛苦、艱

難、繁忙更甚十倍！健康也因工作轉差了…… 成績卻蒙神恩典，是最傑出的一年！感謝神！

其實，每一天都要感謝神！祂在大小事上都是無微不至地呵護著，真的要在我還活著的時候，讚美神！

2016年 — 我的感恩分享              葉淑嫻 Josephine

人的計劃、籌算，不如神的大愛，彰顯祂的大能。

從母親因病離家183日，由18/3 - 15/9/2016住醫院共92日及廣䕃頤養院共91日。在此段日子內，看見神奇妙的

作為，母親如何得著神恩手醫治及掌管她的人生。

母親82歲生命的經歷：

於18/3母親驗血報告中白血球非常高，鈉質又非常低，要立即入醫院，以免病情發出來會更加差。20/3見了医

生，仍有發燒，需作小便種菌以瞭解病情因由，當時只可以留院打抗生素針藥。住院期間，她因為脊骨痛、頭

痛、沒有胃口，加上心情不好，又怕麻煩我們（她的兒女）。我便安慰她說：「不要擔心，我們會照顧妳、愛

妳、鍚妳、神必看顧妳。」

7/4醫生從超聲波照片，發覺肝內有7cm左右陰影，右下肺也有少許，但未知是甚麼，建議再做電腦掃描。當晚

我的心情悲慟，恐怕母親有肝癌或不知在世上可以活多少天，流著涙睡覺，擔心有不詳預兆。至12/4電腦掃描

報告有了結果，顯示有1.9cm胆石，阻塞膽囊出口，導致急性膽囊發炎。另外有7.6cm肝臟膿瘡 (不是肝癌)，所

有都是與膽石有關的迸發症，需要開刀或插導管至肝臟，膿瘡放膿。這也算是好消息，不是肝癌。感謝神知道

我的軟弱，垂聽我的禱告，恩手掌管母親日後醫療程序。

25/5上午院方來電催迫要母親出院，給了限期，姊姊告知院方已在尋找安老院舍。其實在母親住院期間，已探

訪了一間康復安老院舍，姊姊認為此院舍也可以，但我覺得不太合適，所以沒有申請。當時不知如何安排，在

焦急之時，姊姊下午收到醫院姑娘來電母親可以明天轉往醫院其下復康院。這真是神奇妙的作為！我和姊姊即

時放下心頭大石，可以有時間安排急需的事情。

姊姊想起多年前曾在廣䕃頤養院做義工，因此就嘗試申請，申請期間才瞭解此院舍要求入住者必須是基督徒。

母親已認識神，並有參加在家附近彩福堂的長者團契約三年多，但又多藉口不受洗。感恩在神的帶領下，母親

終於在31/3決志信主，1/4在靈實基督教醫院接受灑水禮，成為神的女兒。主必賜恩典平安看顧她的生活，讓母

親到廣蔭做的評估順利，並於17/6能暫住神為她安排的屬靈院舍。神又一奇妙作為彰顯祂的大能，一切歸榮耀

父神！

願藉著以下經文彼此鼓勵：腓立比書4章6-7節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

耶稣裏，保守你們的心懐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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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夠用　                朝陽

古語云：「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雖然說法負面，卻是個事實。對於生命已交託給主的自
己來說，卻有另一番體會，縱然過去一年在工作中面對的挑戰較大，但可說主恩夠用，盼望
藉此分享過去一年天父在自己的生命裏如何帶領及見證祂奇妙的作為。

家庭篇
對於我們一家來說，2016年最喜悅的事情莫過於見證女兒恩葵在聖誕節受浸，這一切全是主
的恩典，我和太太知道女兒曾於學校佈道會中決志，雖然她一直也有跟我們參加教會崇拜，
但團契生活欠奉，我和太太看著女兒漸長，也希望她能夠正式透過整全的課程去了解及認識
信仰，有根有基地去成長，才懂得以聖經真理去面對今日複雜的社會價值觀。

感謝主，在九月份與團契姊妹的分享中得悉她也希望女兒（她較恩葵年長一歲）能夠早日受
浸，在教會中有更美好的學習及成長，既然兩位年青人又彼此認識，如果能夠一起參加教會
信仰班及浸禮班豈不更佳？可以互相扶持鼓勵，一起成長，經團契姊妹向教會查詢，我也詢
問女兒的受浸意願後，便讓兩位年青人參加教會的信仰班課程。最令我感恩的是天父安排了
一位傳道同工跟進她們的學習，該傳道也是我和太太昔日的信仰班導師。祂在我們未求之先
已為其所愛的兒女預備合適牧人，主的恩典著實奇妙！

女兒聖誕節那天在眾人見證下正式受浸加入教會，她也承諾2017年開始參加教會成長班，開
始團契生活，祈求主繼續在兩位年青人的成長路上帥領，叫她們成為主合用的器皿，見證榮
耀主！

個人篇
自少從電視劇及動畫中看到那座聳立大地的高山，可說是陪伴我成長的一部份，2015年中，
從網上看到別人登上這個日本最高的地標 —「富士山」之後，自己也躍躍欲試，與它來個親
密接觸，並將這個登山夢想告知身邊好友及弟兄們，直至2016年1月，與兩位老友記（一位是
小組弟兄，另一位是同事）定下出發日期，利用七個月的時間安排特訓，好讓我們能夠有足
夠體力及裝備應付登山所需。
對於登山經驗屬於「小學雞」程度的我們，特訓過程都在摸索中進行，印象最深刻是安排雙
牛山的路線，初次使用行山杖便遭遇風吹雨打（當時更夾雜著雷聲），感謝主的保守，叫我
們平安之餘，更叫大家明白裝備的重要性，實在感恩！

登富士山當天，到達五合目起點時天氣也是不佳，登山口的工作人員也提醒我們下午會有風
雨，叮囑大家小心，於是我們便帶著戰戰兢兢的心情踏上旅程，沿途波譎雲詭，時晴時雨，
然而，將至七合目時看到藍天出現，回頭再看，浮雲竟在我的腳下，豁然開朗，那種以汗
水換來的喜悅實非筆墨可以形容！攀升超過3000米高度後，其中一位隊友出現頭痛的高山反
應，當時除了減慢速度去配合，實在沒有其他方法，此時天氣轉差，雨勢較前頻密，我更聽
到下方傳來雷聲，心中默禱，求主保守大家平安抵達山小屋。接近晚上八時半左右我們終於
到達休息地，匆忙吃過晚飯後整間山小屋便關燈，以備所有入住者早點入睡，凌晨二時起床
出發登頂。可是，隊友的高山反應持續，除了頭痛更有嘔吐情況出現，我當時除了為他禱告
外，自己也因用了接近八小時的體力，兩腿分別出現抽筋情況，於是馬上Whatsapp聯繫團契
及細胞小組的弟兄姊妹們，一起代禱守望，求主記念這個行程；接近凌晨二時，雨已經停下
來，隊友頭痛及嘔吐已經舒緩，我們總算順利攻頂及得見御來光（即富士山頂看到的那道日
出光線），感謝主一路上的保守。

對於個人而言，感恩是天父讓我在登山過程中有著另一番體驗，登上高峰固然美好，然而欲
向另一山峰進發，便得先走下坡路，再重新登上，猶如我們不同的人生經歷，或許生命中現
正走在下坡道，但我深信這是天父為我另一次高峰作準備，凡事必有祂的美意在其中，願我
能夠從中看到，並享受祂在過程中為我預備的隊友，互相勉勵扶持，齊踏天國路！

「我要向山舉目，我的幫助從何而來？我的幫助從造天地的耶和華而來。」詩篇12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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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此配搭、同心事奉　　　　                                     銀行團契幹事　方嘉慧
 
銀行團契在2016年6月份開始舉辦福音午餐會的事工，我心裏懷著戰兢及期待的心情開展新的
福音工作。

在籌劃的過程中，我感到較為困難的是如何宣傳讓這區 (牛頭角區) 的朋友們知道有福音午餐
會，相信莫過於在街頭派單張是最實際的行動。但我並不想透過僱請他人代勞，相信大家都
知道僱用的人的態度及做法是我們無法要求及控制。我認為派單張的一刻，亦是傳福音的重
要一環，因我們誠懇的邀請、喜樂的面容及笑容，其實已是一個好的見証。我期盼由弟兄姊
妹親力親為一同出去在街頭派單張，故我心裏祈求天父感動有弟兄姊妹願意幫忙，感謝神聽
禱告及預備有幾位團契的弟兄姊妹及另一位外援姊妹願意幫忙。在炎炎的正午下派單張，確
實一點不容易，但大家仍懷着喜樂的心，為的是要出一分力、一同事奉我們的神，靠著父神
的保守及恩典每次都能順利完成。願父神親自報答這幾位弟兄姊妹的勞苦！

透過商福同工的協助，讓我們聯絡到不同的講者，在邀請過程亦感受到講員們十分樂意來分
享，只要時間配合。感謝主，各人為着福音的緣故，不拘泥於身份及職位，態度謙遜，盡顯
被主使用忠僕的本色！

每次午餐會由團契及小組的弟兄姊妹幫忙負責，彼此配搭，同心事奉，讓聚會順利進行。看
見神使用午餐會事工，出席的人數由開始十多人，到現在每次平均有五十多人，其中非信徒
人數亦有增加。並且知道當中有些基督徒也很努力邀請未信的同事出席，大家都互相效力，
叫福音的種籽能散播在同事的心裏，到時候便能發芽生長！感謝主讓我們各人有份參與其
中，與祂同工。

透過午餐會我們能認識很多附近工作的基督徒，我們亦盼望銀行團契這地方能成為一個平
台、聚腳點，招聚附近更多的基督徒建立小組，彼此堅立扶持，在職場中有美好的見証、傳
福音。期盼大家一同努力，讓銀行團契 — 主所賜的這地，成為撒種及收割之禾場。榮耀歸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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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天父世界                黃慧儀

二零一六年二、三月間因工作需要，在上海工作了約一個月，當然這份工「吾易做」，除了
每天都是趕、趕、趕的盡所能去完成任務，還要硬着頭皮用不甚正確的普通話跟當地同事溝
通。另外，更有機會體驗了零的赤凍，但恩典還是夠用……

本來因趕着要完成測試項目，已預計週六要上班，但當地的同事很合作，每一天勤奮地工
作，所以有兩個週六、日都可以休息。辛苦了一星期，怎能不享受主賜下的安息日？感恩認
識了兩位也是從香港回上海工作的同事，可以跟著他們在主日參加崇拜。原來這兒的信徒很
投入和珍惜到教會聚會，兩層的禮拜堂坐無虚席，連教會上層的側邊樓梯也預備了坐墊，可
加上座位，看見他們渴慕主話語的心，非常感恩。看見的是一片廣大禾田，願福音的門繼續
敞開。

我們幾位都是從香港到上海工作的同事，週末組成小小旅遊團，一起到訪種植梅花、櫻花的
公園。因為剛好是初春，各種樹木嫩綠葉子長出、花兒初探頭兒、鳥兒奏出妙韻，合力將寒
冬推走。

世紀公園就在地鐵沿線，非常方便。原來當地正舉行梅花節，公園很大範圍也種了梅花，
當然很大部份的梅花都是從外地植入，不是原地生長而成樹，但剛好是梅花正初盛放，那
片鮮艷奪目的花海，簡直令初次賞梅花的我驚喜萬分。梅花除了傳統的粉紅色外，也有其它
品種和顏色，有鮮艷的深紅、嬌羞的淺紅、淡淡白襯點粉紅邊、純純的雪白、蛋黃色的、還
有……那黃色的臘梅花，都是很嬌小的，散發着香水般的芬芳香味，難怪蜜蜂都圍繞着她。
而我，特別喜歡那一串串的朶朶雪白梅花，她有着高雅優秀的純潔氣質。

每每遇到拍攝好對象，很多時都未能用最短時間將她攝下，因仍是攝影生手的我，總是笨手
笨腳，加上又來了其他人阻擋了最佳角度，又要跟上其他同事，於是決定翌日祟拜後自己再
到來，可以慢慢拍攝。然而，有同行的同事晚上告訴我，她想我翌日陪伴她再訪梅花，只好
一起吧！但……原來她很喜歡以各種梅花作陪襯拍攝的大頭相，終於此行我成了她的攝影
師！

夢想未成真，心仍想着那些梅花，終於等了一星期，靜靜地獨個兒第三次到訪梅花村拍攝，
這次很大滿足了！

其實除了梅花，也欣賞了很多當時正盛放的花朶，其中最吸引的就是大大朶的玉棠春，有白
色和紫色的，住宿的酒店附近外灘綠地公園，就種了多棵。有兩天，連午飯也沒好好吃，跑
到那綠地賞那高高的玉棠春樹、小小櫻花樹，剛好太陽和暖，羣蜂繞着數株滿開的茶花和櫻
花勤奮地工作，當然相機陪伴我同行，連要返回公司的時間也忘了！

另一週末，同事們的小小旅遊團，組隊包車到了頗遠的賞櫻花地方 –上海辰山植物園，當然
樱花樹也大都是從外省份植入園林內，當天天色灰濛濛的，但對着那地方廣大的植物園，滿
滿花蕾的樱花樹和各種花朵，第一次賞櫻的我，當然非常興奮雀躍！

感謝主賜下美麗的花兒樹木，工作忙碌之後，可以停下來細心賞一賞那創造奇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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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息（3）— 終生學習                      勇生                           

在銀行工作，雖然不像律師、會計師、工程師等專業人士需要先考取專業資格方能從事，但其實
在銀行裏不同崗位的僱員是需要有相應的資格或專業資格的。就如一位前線銷售的人員，也需要
持有相關保險、投資、強績金等種種的牌照和資格才能和客戶作出這些方面的溝通。近年，在更
多的不同工作範疇和崗位上，就算職至管理層，受僱之人也會被要求有其相關的資格或專業牌照
才能入職，範圍所及如：合規、風險管理、財務管理、科技保安….. 等等，在此不能一一細數。
由於各種牌照和資格都需要持有人投放很多時間 TEMPLATE SPACE 心力去考取，並要在隨後每
一年都有足夠培訓去保持水準。所以，一旦成為一個銀行從業員，就像已是進入了一種「終身學
習」的狀態。

「學習」雖然是創造者賦與人的一種本能，它其實也是一種技能，更是一種「進步的必要過程」
。「學習」是需要不斷去「被開發」，令人可對各種知識自然地「吸收」，人又需要不斷去「鍛
錬」，不斷去「應用」，才能使其運用得有效、圓滑和靈活，繼而成為創新進步的基礎。可惜
的是，很多時候我們只集中於「開發」、「吸收」、也許亦有不斷的「鍛鍊」，但卻忽略了「學
習」之後所得的知識是需要「應用」或「運用」的，那就是「輸入」之後是需要「輸出」的。當
每個人都不斷地進行這種過程時，知識便得著「轉化」成為實體運作並得以「承傳」，同時也使
整個環境得著「進步」，否則，所積存的知識便會隨著時間在腦海和記錄中消逝。所以，有些人
讀書很好，終身都在學習，卻沒有甚麼輸出，對人對社會並沒有什麼幫助。也有些人不花時間努
力在學習上，但卻到了突然需要應用某些知識時便「無可發揮」，正是「書到用時方恨少」！盼
望我們都不是處於這兩個極端之中。

人一生中學習得最快最多的時間是在起首的六至七年，小孩子在那時候就好像一張白紙，無論是
甚麼知識、甚麼技能，只要身體機能可配合的，便很快能學會並變成基礎。每天不斷的學習使各
種各樣的知識為個人能力，建立了人生所需的發展平台。人過了生長高峰期約十八歲以後，學習
能力便會隨著身體機能慢慢減退而走下坡，惟到時人的腦袋卻因為積聚了不少人生經驗而開始發
揮思考鑽硏和創作應用的能力來令知識轉化成理論，再經過試驗印證便能實踐出來。

但無可否認的是，因著在世生命有限，一個人是沒法把所有的知識都放進自己的腦袋中的。因此
上帝也給予每一個人有其獨特的能力和興趣，所以當人學習一些合乎他獨特能力和興趣的知識
時，他會進步得很快又能掌握得很好。更奇妙的是，當不同的人走在一起時，各人獨特的能力更
可互相配合補足，產生難以想像的能力和效果來。所以在一間機構或一家銀行這樣龐大的系統和
體制裡面，「成功的運作」是必須要將擁有相關適當能力的人放在適當的崗位上才能出現的。倘
若有好的領導人或管理層能夠「知人善任」的話，各人便可在自己適合的崗位上發揮其作用，又
可互相配合成為一了不得的團隊。

好像我們在工作專業上的學習一樣，一個基督徒的事奉就更加需要「終身學習」，因為我們追求
的並不是在世的知識能力，乃是「生命之道」。這是窮一生的時間努力可能也無法完全參透的奇
妙道理。 可是，當我們甘心順服，經過不斷「學習」這個過程，卻能慢慢地把自己和 上帝的距
離拉近，且更多了解到 上帝的心意。當每天能親近 祂更多一些時，自然地便會變成為一個適當
的人被放在 祂認定的人生位置或崗位上，久而久之更能掌握那合乎創造者心意的秘訣，去成就一
個很有意義的人生。

自己成為基督徒已有卅多年，回想這些年頭不知多少次對自己說：「今年我要多讀聖經，好好鑽
研。」由於不像在銀行工作崗位上有各樣的機制管轄去完成，單靠自律，到頭來都只剩下遺憾，
相信不少弟兄姊妹皆有此情況。事實上，現在每次讀經時，自己都覺得聖經裏的一切越來越有
趣，好像有一個全新的世界正等待自己去開拓一樣。這可能就是以上所談論到的情況一樣，由於
人生閲歷豐富了，每一段每一句的經文都有極吸引的共鳴和亮光發出來，有時實在很想撇下一
切，全心全身投入在追尋真理的旅程中，然後將發掘到的傳給以後的人。但驀地發現，原來自己
剩下在世的生命已經越來越短了，還有多少時間可以投入讀經，還有多少時間可以「輸出」呢？ 
到了現在還未曾開始，實在令人心焦！

倘若「終身學習」是「追求真理」的一個過程的話，弟兄姊妹是否應該專心雙手扶犁，不再向後
望，趕緊殷勤讀經並努力「輸出分享」來趕「天庭的科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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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終感恩分享               Clara Wong

感謝神！今年讓我有充足的時間、健康的身體及有機會接受持續性的訓練，在教會敬拜事奉
上更加有力量去裝備。

另外，十分多謝「銀行團契」的弟兄姊妹們，今年又送上生日祝福，雖然不常見面，但在群
組常得知各位工作和家人的近況，彼此慰問和代求，互相効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呢！

每天早上，藉著既有心志，又有恩賜服侍的弟兄發出美麗的圖片，並加上神的話語，確實使
生命更加豐富，縱使面對生活的挑戰，也能靠著神的靈糧去經歷祂的慈愛、得到鼓勵及提
醒，正因祂的愛是永遠長存！

你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靠著祂的恩典一定夠用！

感恩的一年
　　　　　　　         恆愛
2016 可以稱為喜樂年，以下有5件事去感恩：
1.  2016 年完成中神生命之道及恩福聖經學院普及證書課程。
2.  神帶領我一家找到合適住所，5年前由租到現在購買。我以前並不認識這屋苑，但很奇妙

地神卻帶領安排我去購買，屋苑位置靠近地鐵、街市、政府診所、文藝中心及運動場跑步
徑，外望翠綠山景，神的預備遠超過我所想所求。幾年前我以為麗港城有三十幾座單位會
容易選擇，可惜事與願違，有業主收回不賣，又有曾被其他買家搶價，以至未能購入。正
如聖經說：「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詩篇127:1)

3.  因著我願意學習主耶穌無條件的愛，去接納女兒以前不足之處，到現在看見女兒曉得學習
回報父母的愛，她願意在節日為父母慶祝，以表達她的心意。

4.  過去一年能與一班姊妹享受多次行山樂，呼吸大自然新鮮空氣，並且感受神創造大自然之
美，對我畫畫有更大的啟發。此外，我亦有多次機會享用免費報讀癌協運動課程，感恩能
幫助身體的康復。

5.  最後，感恩神賜我畫畫的恩賜，加上有畫藝高的老師指導，發覺畫藝有進步，其實筆者曾
經參加畫展，都獲得外界讚賞。願榮耀頌讚歸予神！

作在這小子身上                    劉兆裘  David

自從香港回歸後，與國內的交往愈趨頻密，國內人不單止來香港旅遊、購物、

公幹，也有不少學生來這裡升學。原來有一個調查，國內的高中生，他們升讀

大學的首選不是北大、清華、復旦，而是港大、科大、中大…… 等。 

國內學生來香港求學，通常都是一個人隻身而來，在這裡人生路不熟，語言、

文化都不同，誰來關心他們的身、心、靈需要呢？我母會約四年前就和理工大

學合作，創立一個校園師友計劃 (On Campus Mentoring Scheme)，透過一班導

師，單對單地建立Mentor與 Mentee 的關係。 

我今年是第三年參與，因為我也是理工校友，盼望把自己已走過的人生經歷與

他們分享、關心他們學習及生活的問題，並和他們建立關係。他們可以來香港

升學，父母必定對他們抱有期望。我盼望用基督的愛，去服侍這班小子，雖然

未必有機會講褔音，但也可以讓他們感受到基督的大愛和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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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角行，大丸有落                            哥登

銀行團契弟兄姐妹分別來自不同的教會與及大多工作於香港各不同之銀行中，大家有否興趣
探本尋源，去瞭解自己社區的歷史脈絡呢？

筆者有機會和團契的銅鑼灣之
行：「東角行，大丸有落」。
路線是 ‘維多利亞，瑪利亞，
基督君王，明教，保良，公
理，希慎，蘭芳，燈籠，大丸
有落’。

東角
我們在煕來攘往的東角道百貨
公司門口集合，百貨公司剛是
周年大減價，人群擠在門前。
 

一八四一年開埠，香港政府首次拍賣土地，渣甸洋行奪得東角地皮，然後即大規模在該處廣
置貨倉。後來東角進行了填海，政府在新填地開設鑄幣廠，惟虧蝕停產。渣甸洋行在原址開
設糖廠。戰後糖廠停產，工人轉至糖廠附近的牛奶公司冰廠繼續工作。百年之間，東角兩旁
海灣因填海消失，留下糖街及東角道等。

維多利亞
沿途到維多利亞公園，是舉辦大型節日活動的地
方，包括中秋晚會、年宵市場和花市等；亦為每年
六四燭光晚會的地點。

公園正門有一個維多利亞女王銅像，是為紀念女王
登基60周年而鑄造，原先放置於中環皇后像廣場，
日治時期曾經被拆送至日本，準備熔化作為砲彈，
幸未動工日本就無條件投降。於戰後歸還香港，被
安放到新建成的維多利亞公園。留意銅像的鼻曾被
鐵鎚打歪，並以紅油潑向銅像，後復修回原貌。

瑪利亞
聖馬利亞堂是糅合中國特色建築風格的教堂，現被列為一級
歷史建築。三十年代力倡教會本地化，故在建堂設計採用中
國古典型制。正面外牆仿中國宮廷設計，大門前有數十級石
階，而內部則採用西方傳統教堂的設
計。
 

基督君王
法國醫院後面有天主教堂， 基督君王
小堂，建於1928年，可容納過千人。
教堂以古典復興風格興建，平面以長
十字設計。正立面頂三角楣飾內是一
個圓形12小時刻度大鐘，該時鐘現已
經停止運作，時間永遠是12時26分。
主祭台用意大利雲石造，台下雕刻著
最後晚餐浮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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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丸」是第一家進駐香港的日本百貨公司，在
1960年開業，走中高級路線，甚受當時的市民歡
迎。當年化妝品部，更請來和服小姐幫人化妝，哄
動香港。從此每逢周六日，成為一家大細好去處。
其後三越、松坂屋、崇光等相繼落戶。

 
‘大丸’ 是以前港島小巴東西線必經站。坐十四座小巴，喊一句：
『大丸有落！』，像頭頂多了個光環去Shopping。

 不覺已行了兩個多小時，大家聯群去享受午餐了。

希慎，蘭芳
銅鑼灣街道命名和利氏有關，利希慎和妻
子黄蘭芳各有一街，恩平是利氏故鄉，(梁)
啟超(陳)白沙是他敬仰的鄉里。

燈籠 
剩下燈籠洲街市，命名原是對開海面的燈
籠洲，又稱奇列島，現填海連成海底隧道
入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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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書  2017                     陳業豪 ( 銀行團契團友，宣道會沙田堂 )

2016年，對筆者來說，是十分難忘的一年，因為不論是自己教會、香港或是筆者本身，這

年是讓我們經歷了 上主不同恩典的一年！

我的教會，自2015年底通過了以市價購置沙田碩門商場，16年分別舉辦了音樂會和兩次籌

款活動。正如執事所言，這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要2億多元，我們最多只可能籌得三分

之一。但如牧師所言，我們不一定要買到這地方，重要的是如何察驗上主的旨意為重。但

在過程中，看到不同肢體的彼此同心，為主獻上一切，可以讓別人看到我們為基督作的見

證！雖然最後因發展商又加價一成，故未能購入，但是我們仍深信　耶和華以勒，衪必預

備一個更適合的地方給我們！

16年對筆者來說，除了教會團契組長事奉外，也開始了新的事奉崗位：公司CELL的事奉 

( 詳見另文 )，讓我可以重投職場的服事，除了可以和不同肢體合作，也讓我可以獲益良

多，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上主在16年讓我改變了不少的自我，如太故步自封及性格固執

等。但最令筆者難忘，就是在醫院住了將近四個星期的這段日子，意外地讓我從當中思考

了人生的方向！

11月初因扭傷腳而求醫，那知這成為我入院的關鍵：因為醫生開了止痛藥，其中包含了一

種抗生素，引起我身體多樣器官受攻擊，最嚴重的是腎，而且起了一身紅色班。直到十一

月尾要入院，過程十分危急，腎指數去到500，我教會的醫生弟兄說這是可以致命的，但

幸好在醫生的照顧及主內肢體的代禱、探討下，我才渡過了這二十多天的醫院生活。雖然

是瘦了，而且還要定期覆診，行路仍要靠手杖，但是讓我可以有機會去體會在人軟弱的時

候，更要依靠上主引領的寶貴！

2017年雖是剛開始，但　上主卻賜給筆者不同的挑戰，如在公司CELL帶查經，在教會開

始「市井聖途」的服事，這小組同樣是關心職場事工，我們著重的是讓宣道會沙田堂的肢

體了解在這屬世的工作環境中，如何作成上主的工，這是讓筆者有更熱切的期待！

主內弟兄姊妹，願　上主的平安及恩惠，常

與你們同在！在此先代我們CELL核心組成員

向大家在主內問安！

我們的公司是一間IT公司，做的是網站管理

工作，公司大約有百餘位同事，而筆者則是

負責網絡監察 (俗稱MON TEAM)，負責維持

兩個主要網上論壇的秩序。筆者與CELL肢

體認識，是因為去年在公司活動中，我與一

位有興趣認識信仰的弟兄解釋：「這是聖公

會，是基督新教，是沒有告解的服待，如你

要找告解的服待，就需要到天主教堂去！」

不久就收到邀請，開始參加CELL 的聚會，

經過彼此認識，我們核心群體有7位：大老

板Oscar、Mui (曾在東亞銀行工作)、Bruce (

北角office工作)、Esmond (北角office工作)

、Patrick及筆者。為什麼稱為核心小組？因

為我們都認同要在公司中為耶穌作見證，帶

領同事認識福音。2016年1-8月我們共邀請

10多位未信同事參加小組，讓其他同事了解

這位生命之主，如何讓世人得到永生！因為

筆者需要每隔一周輪夜間工作，而Bruce及

Esmond在北角Office上班，故我們暫時只可以

每個月聚會一次，以分享見證為主，主要是

透過見證、見證影片等渠道，讓未信同事認

識福音！

 
2016年10月起，我們決定加多一次聚會，改

為一個月兩次，因為始終大家缺少了彼此互

相守望及關心，也缺乏了聖經的學習，多一

次的聚會更能讓信主的同事，藉查考聖經在

　上主的話語中成長，並能彼此守望。畢竟

我們工作太忙，當工作上遇到困難的時候，

我們也可以有一班同路人互相守望！

執筆時剛巧是MUI姊妹在北角宣道會北角堂

受浸，讓我們可以一同分享這份喜悅。雖然

在這裏分享我們小組，並非銀行團契牧養的

小組，但基於是主內一家的大原則，請大家

繼續為這小組祈禱： 

1)   求主賜智慧，讓帶領查經及參與查經的肢

體明白衪的心意

2)   為我們工作禱告，在工作中作好見證，領

更多人歸主

3)   讓我們可以有智慧地關心未信主的同事，

如有機會可以邀請他們參加不同的福音聚會

NetWorld小組的見證及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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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周年感恩會

團契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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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契活動

團契課程

2016.06.28  
「 伸出活力 II 」

2016.11.11 
銀行團契 - 音樂福音晚餐會

2016.12.14 
DBS TC 小組- 聖誕聚會 

2016.12.14 
SC中環小組聖誕福音聚會 

2016.09.10 講座 -「左右做人難」

2016.11.29  
「 伸出活力 III 」

團契講座

2016.05.14 戶外週 
「東角行，大丸有落」

2016.05.14 戶外週 
「東角行，大丸有落」維

多利亞公園

2016.09.24 團契週會-「制作の午日」

2016.10.01 「戶外週 : 南生圍健行」 2016.12.24  
團契聖誕歡聚

團契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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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03.26 講座 -「 彩虹真義 」



福音午餐會

2016.06.02

2016.07.07

2016.10.06

20161020 

2016.10.27 

2016.11.24 

2016.06.16

2016.07.14

20161006

20161020

2016.11.03

2016.11.24 

2016.06.23

2016.07.21

20161013 

2016.10.27 

2016.11.03

2016.11.24

2016.06.30

2016.07.28

20161020

2016.10.27 

2016.11.17

團契活動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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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5月25日星期三，我們一家四口如常參加觀潮浸信會的
週三祈禱會及查經。初次認識台上的講員蔡定邦博士，他計
劃舉家 (共5口) 到德國宣教十年，內心佩服不已！得知他們尚
欠日後的生活費，內心有感動，經得坐在身邊的丈夫同意，
我回應支持他們十年,條件是「只要我有工作做」。

6月1日星期三下午，得知我將會在東亞銀行裁員名單內，晚
上手麻痺、頭痛、血壓極高。吃了3粒止痛药，手才不麻痺。
當晚面對蔡博士帶的查經，我腦袋一片混亂，想到答應了支
持他們一家宣教，尚未付出便已失業了！只好懇切禱告，求
神預備一份工作，不要叫這承諾落空。

6月2日請了一日‘年假’，避開公司痛哭的場面，我很傷心，
哭了很多次。17年的工作關係，實在不捨得各同事們；多年
的工作情境，日夜不段在腦內湧出，但生活只可以向前。次
日星期五返工，面對被裁員，收遣散費。

我切切祈禱，求神預備工作而不影響支持事工。
第一個星期，已找到工作，但是要減薪很多。

第二個星期，已找到銀行的長工了。當收到新公司人事部的
電話確定聘請，我立刻入數作出對蔡博士一家宣教的一年支
持。

第三個星期，在6月21日，我已在上海商業銀行
的電腦部上班了！能找到一份長工，工作的收入
較之前多一些，職位高一級，工作性質高了兩
級。一切都是神恩典、保守及帶領！到6月底出
糧時， 我把大部分的遣散費借給教會（觀潮浸信
會）作重建之用，這一切是報答上帝的厚恩。

今天回想，從被裁員到找到工作，兩星期眼淚之
多，約是過去四年的總和。從痛哭淚湧變為感恩
的心，上帝抱住我快快走過。深感這一切非因我
有過人之處，乃是為成就神的事工。願榮耀歸與
在天上的父！ 
 
備註：上海商業銀行的電腦部，慣常是聘用大學
畢業生，因為有一組於短期內有三位資歷深的同
事離職 (兩位提早退休及一位已離職)，於是打破
傳統向外聘請，剛好我的經驗有七成近似，新的
工作是取代三位離職的同事。

小組心語及照片
上商小組
　　

上帝早已預備                  Flora Cho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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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中環小組

公司小組福音聚會                                                                      Yammie Chan

24   25

早兩個月，公司小組的籌委會突然建議，我們
可考慮聖誕節期間安排一些聖誕活動或聚會，
讓人認識信仰及小組。本是想在公司大堂簡單
唱聖誕歌，後來因為種種原因，我們決定在公
司會議室舉行聚會，邀請未信的同事到來。

十月中，組員們如火如荼地談論如何籌備這個
週會，怱發奇想，不如邀請替我們公司拍廣告
的藝人來講見證吧！我當時心想沒有可能吧！
她日理萬機，只有個多月的時間，而且我們不
是直接認識她，需靠市場部的同事聯絡，似乎
機會很微。當然不會一盆冷水潑過去，但心想
我倒不如繼續構想如何籌備這週會更實際。

十一月中，我們部門來了一位新同事，是主內
姊妹，邀請她返小組之餘，我也告知她小組將
會舉行福音聚會，當提到邀請藝人時，我說「
無可能」的了，然後新同事竟然回應 「我是
認識這藝人的姐姐」。原來我心中覺得沒有可
能的事，並非完全無可能。正如籌委會的姊妹
說︰「豈有難成的事。」雖然最後因為太急趕
的緣故，我們並沒有成功邀請此藝人，但能夠
有渠道可以聯絡她，對將來籌備福音聚會而
言，亦可以多一個選擇了。我們最後邀請了一
位補習社東主、準宣教士來分享。

組員們十分積極地邀請同事們到來，以致後來
報名人數達到七、八十人，組員們紛紛建議
不如轉往大房吧！我心裏不其然又想起「無可
能」這句話了。是的，要訂大房，若非有工作
需要、有傳媒發佈會、又或高層人士，真的
可以說「無可能」。在聚會前一個星期，小組
聚會期間，眾人又再有此建議，於是我免為
其難說「我試一試吧」。口中不斷地說「無可
能」，我下午便填了表格，正式去詢問此日
期是否有空檔，在填「部門」時，我如實地填
「Christ ian Cel l  Group」。負責大房的同事
打電話來，告知當天大房已有人訂作傳媒發佈
會之用了，當時我心想「如我所料啦」之際，

此同事問了一句其實我們是什麼組織，我便告
知她，平時我們只有最多三十人，使用另一樓
層的房間，但今次因有講員，報名人數已達八
十人了。她前後問了我兩、三次，全部都是同
事嗎？我說「是」，她竟然答我「其實我也是
基督徒啊」。我又再次既驚且喜，我心中覺得
沒有可能的事，似乎在將來的日子並非沒有可
能。

最後聚會當天，連新朋友共有八十八人，再加
上講員、他的朋友及牧者，共九十二人。聚會
讓我們 ( 特別在當中有參與的 ) 很感動，除
了講員的信息外，還有大家的同心。起初說自
己未曾試過籌備這麼多人聚會之餐飲安排的姊
妹，最後所有人都有食物，又剛剛好一盒也沒
有剩餘；起初說自己沒有領唱經驗的姊妹，又
很喜樂地領大家唱詩，過程順暢。大家一同齊
心為上帝工作，那圖畫實在很美。之前我覺得
「無可能」的事，雖然今次上帝沒有給我們「
綠燈」，但也是「黃燈」，讓我很感覺到上帝
正在預備著我們每一位組員、同事，為祂在來
年作更大的事。大家努力！



以馬內利                   小羊

朋友，你是否已經決志信主？2016年最值得感恩的又是甚麼？

對我，一個問題多多的初信者來說，年內最值得感恩的是在聖誕節主日崇拜中，神透過牧師
賜給我大喜的信息：“以馬內利”— 意思是“神與我同在”。

細想這個信息，對我來說應該是不陌生的，因為早於中學時期與同學彈鋼琴二重奏，選曲正
是《Emmanuel (以馬內利)》。此後旋律經常在耳邊響起，歌詞則有點兒模糊，只記得起首的
兩句：“Emmanuel，神與你同在”。“以馬內利”對當時未信主的我來說，只是一個名詞，
當中的真諦是甚麼，我並無細究，說清楚一點是不知道要細究，也不懂得如何細究。

孩子感恩，在人生的低谷中，主親自尋找這隻迷失受傷的小羊，不斷餵養和醫治牠，讓牠不
斷經歷主的恩典：在惶恐中賜牠避難所，讓牠藉着詩歌、經文或弟兄姊妹的分享而重新得
力；又讓牠與家人修補關係，可重獲自己的家；還賜牠處於羊群中，與其他羊一起學習主的
話語和成長。

不過，受了重傷的小羊仍然感到焦慮，缺乏安全感。單以決志信主為例，小羊不知道如何決
志才能有把握，甚至想知道要決志多少次才足夠。小羊不斷求問，卻一直沒有確實的回應。
直到有一天，小羊聽到主的提醒，要踏足實質的教會，事情才出現轉機：在初信班上，小羊
明白決志的真諦，信主是怎麼的一回事；此後，小羊不用再問決志的問題了，因為那已不再
是問題，小羊感到很安心。

然而，主的工作並未停止，祂要讓小羊有更深層次的安全感，因為祂明白小羊的需要。小羊
在許多事情上不敢嘗試，不肯冒險，非常害怕離開自己的安舒區，甚至自責對神的信心不
足，不安心以致不肯放手，內心極為矛盾複雜。感恩，主在聖誕節主日崇拜中，透過牧師賜
給小羊“以馬內利”的信息，意思是神與牠同在。這一次，信息嵌入小羊的心坎裏，“以馬
內利”對小羊來說不再是一個名詞，而是內化了，讓牠感到溫暖而安心。小羊明白，這是主
賜給牠的定心丸，讓牠確信神與自己同在，以後不用再往外追求，四處亂撞；相反，要安靜
下來，仔細思考、細味“以馬內利”的信息，在內心深處感受主的同在，以及享受從神而來
的平安與喜樂。

我們“得力在乎平靜安穩”(賽三十15)，這是多麼的美好！願與你分享“以馬內利”這個大
喜的信息，祝願大家都能藉着“神與我同在”而得力。

以下是《以馬內利》的歌詞：

Emmanuel神與你同在，Emmanuel常與你同在；
在每一刻上帝以千般恩惠， 

寬恕賜下憐憫，拋開怨恨，為救萬人，
Emmanuel。

Emmanuel神與我同在，Emmanuel常與我同在；
在每一天為我去擔起失意， 

衝破障礙迷惘，天天仰望，未怕獨航，
Emmanuel。

金鐘小組

小組心語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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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職場上的確是充滿挑戰，但這卻是經歷上
帝的好機遇，只要我們專心跟從主，便可以
更清楚看到上帝的奇妙作為。感謝主！

去年六月，前公司的優化精簡活動成了頭條
新聞，我的部門只有我一個享受到。世人眼
中看為不幸的事，我卻得到很多朋友的安慰
與祝福，包括觀塘銀行圑契的兄姊、教會的
牧者及兄姊的深切關心，讓我感受到上帝的
信實、奇妙的安排和滿滿的恩典！

突然離開工作了六年的地方，對同事來說是
有不辭而別的感覺，在肉身的感受上是有點
難受與不捨，但在心靈上似乎已預備了，叫
我有出人意外的平安！除了額外獲得一畢可
觀的收入，又可以給上帝十一奉獻，而且在
不足一個月內已找到新的工作，整體來說是
毫無損失，上帝的供應是加倍的。我常常提
醒自己，工作是給主作的，不是給人作的。
在職場上，上帝若容許你離開原有的工作崗
位，祂必定另有任務安排給你。我雖不是聖
經舊約裡的約瑟與摩西等般偉人，但從他們
的經歷教我知道上帝必有預備，祂的意念總
叫人平安的！

上帝的確有充足且豐富的預備，感謝主！其
中，祂安排了我去年五月跟教會往以色列，
這是一趟靈命成長及信心堅固之旅，不枉此
行！回來後於六月即發生以上提及的事，上
帝給我的安排真是打鐵趁熱，恰到好處呢！

從以色列之旅我領受最深的，是耶穌在十架
苦路的一段路程。耶穌被兵丁戲弄完後，開
始行往釘十架的路上，當中有個不大起眼的
小人物，可能路過看熱鬧，他名叫古利奈人
西門。他無辜地被兵丁叫了出來孭著重重的
十字架行了一段路，這段路一定不好受，途
人向耶穌擲石、唾罵，他也必定受到牽連。
他心裡必想：何必偏偏選中我！

這個古利奈人西門的小事蹟，已被提名在聖
經上，讓世人都知道他。是不幸？還是祝
福？這是我最深的領受！我們所遇到的困
難，有時候總是不明白的，會覺得無辜被牽
連的，不幸的際遇發生在自己身上，不禁會
問何必偏偏選中我！然而，當你知道這些事
是為主耶穌做的，而且只是孭一段小路程，
之後你的名字會在主耶穌的心印上，且得著
祝福。原來在上帝的計劃裡，你的生命在基
督裡有份，你便會頓然感到安心接受呢！我
希望借此領受與大家互勉之。何必偏偏選中
我！感謝讚美主！

最後我以詩篇第一首頭兩節作結：「不從惡
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人的
座位，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
人便為有福。」

願我們專心跟從主，在職場上給主得著當得
的榮耀！

中環小組

專心跟從主             　           Windaus Choy

禧年小組

雷黃肇玲

若非神的帶領，就不能有公司小組！
若非銀行團契，就未必有禧年小組！
若非主內同心，就不能萬事互相效力！
若非與主同行，就未必能叫人得益處！

一切非偶然、也非想當然！
唯有倚靠主、時刻感謝主！

小組心語及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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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夠用                         Daisy Wu

2016年是一個充滿挑戰而又滿有恩典的一年。在工作上，縱使肩負的責任比前多，但感恩有合
拍的團隊、同事間互相合作、同心合力，把Risk & Compliance的工作處理妥當。縱然有各種的
困難，仍能履險如夷，迎難而上。最難忘的一役，是在六月初公司的裁員行動中，同事們面對
的白色恐佈，忐忑心情非筆墨所能形容......。銀行團契的細胞小組在這時立即發揮互相守望、
彼此代禱的力量，以致我們由猜測至掲盅，短短兩個星期中經歷神的帶領及安慰。雖然有兩位
組員在行動中受牽連，但回望過去也看見神的恩典處處......。

而在我的Section亦有同事在被裁的行列中，當時我與她一起經歷無奈無助，自己也感到百般
虧欠及難過。在不住的禱告及小組的鼓勵下，心情很快平復過來，而這位同事也表現積極及正
面。直至現在，我們仍不時聯絡，她也開始踏足教會，接觸信仰，認識福音，她的小兒子還加
入了教會的基督少年軍初班。在六月行動後，雖然工作人手驟然減少，且工作量又因金融管理
局的法規要求不斷增加，在驚濤駭浪及沉重的工作壓力下，我仍然經歷神的保守及引領。正如
申命記33:25「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無論是順是逆，相信神是坐着為王， 祂
是掌管一切的主宰！

在事奉上，感謝神！雖然工作繁忙，神仍給予我許多在教會以外的事奉機會。還記得在11月11
日銀行團契的音樂佈道會中，我被邀請作為當晚司儀，從Phelia得悉有初信的同業姊妹，因閱
讀我所投稿的職場見証文章，而慕名來參加這佈道聚會，使我內心不禁讚嘆神奇妙的作為！ 
「我們曉得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羅馬書8:28) 這
不單給我，更給予小組很大的鼓勵。

此外，在教會的門訓栽培工作中，轉眼兩年一屆的門訓班剛結束，新一屆的門訓組員正在招募
中，相信若不是神的恩典，我豈能擔此大任參與培育生命、承擔使命，學習以生命影響生命
呢！保羅在提後2章1-2節：「我兒啊！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你在許多見証人面
前聽見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其實能參與這事奉，使我不但可助
人，而自己在當中得着更多，在操練中靈命得以成長。

在家庭中，我更要讚頌神的看顧及供應，祂在2016年賜給我的都超乎我所想所求。尤其在5月
20日丈夫及他的同事，在城大體育館倒塌事件中，在神的保守下能及時逃離現場，否則性命堪
虞！這出死入生的經歷，也影響丈夫對生命的態度，而在半年的治療中，現已完全康復。自此
以後，我們夫婦倆格外珍惜彼此相處的時間。正如雅各書4章14節：「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
不知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麽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現少時就不見了。」故此，活在當
下，珍惜眼前人，更加珍惜神賜予我們寶貴的生命。去年12月中，我們特意舉行了一個簡單而
隆重的30週年結婚紀念聚餐，藉此機會與摯親父母及弟妹等一起數算主恩，述說神在我們身上
的奇妙作為！盼望他們能被神的愛所吸引而信主。

其次，去年10月我還踏上美加之旅，與相隔16年的妹妹在紐約久別重聚，彷如隔世,並同遊尼
亞拉瓜大瀑布，我們秉燭談心，開心之情，溢於言表！此外，亦在多倫多與移民彼邦的同學
相聚同遊，欣賞美麗而浪漫的楓葉美景，讚嘆神奇妙的創造，也享受了一個美好難忘的假期。

最後，我想藉詩篇23:1「耶和華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及詩篇125:1-2「倚靠耶和華的
人好像錫安山，永不動搖，眾山怎樣圍繞耶路撒冷，耶和華也照樣圍繞他的百姓，從今時直到
永遠。」作為總結。也藉希伯來書4:16彼此勉勵：「所以，你們只管坦然無懼地來到施恩的寶
座前，為要得憐恤、蒙恩惠，作隨時的幫助。」

願榮耀頌讚歸與天上父神！

觀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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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d speaks and we trust Him                   Cindy Yiu

A stable work routine in a relatively conservative 
workplace came to a halt when a bank-wide 
retrenchment took place on 2nd Jun 2016.  Colleagues 
were brought to a sudden realization that this drastic 
change could happen in a traditional shop.  Staffs were 
shocked, atmosphere was gloomy and hearts filled with 
uncertainties.

Core members in Christian cell were impacted.  One 
of them is my closest sister in Christ who had worked 
for over a decade in the bank.  Christian leaders who 
needed to coach impacted subordinates suffered too 
when the staff of acceptable performance questioned why she was chosen.   

Saddened, I questioned God why the “earthquake” happened.  What are the lessons from this 
incident that God wanted us to learn?

Work routine resumed but concentration was impaired.  Christian cell members prayed fervently 
for God’s guidance and comfort.  As time went, things began to move.

One by one, impacted staff began to secure employment in other banks.  Some of the packages 
are better than before.  Added joy was that brothers and sisters found cell group in the new 
workplace.  Non-believer colleagues were amazed at how the situation had evolved for Christians 
affected by the exercise, though in a casual manner, proclaimed that the God we believe is 
real.  God had turned an apparently bad case to the benefits of all.  Bible verse describes the 
situation,”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Rom 8:28

Among the non-impacted staff, my emotion gradually changed from anger to calmness.  I came to 
see how God works in our life.  
•  When inertia was holding His children from going beyond the comfort zone, God takes the step 

to literally move us.
•  When workaholic was engulfing His children from seeing Jesus our Savior as the boss and role 

model, God demonstrates His lead in our life.
•  When desperation was blinding His children from trusting what God has been providing, God 

shows His abundance and wisdom.
 
God speaks to us in many ways.   One of the messages I heard in the 2016 mid-year incident is 
below.

“Therefore I  te l l  you, do not worry about your l i fe,  what you wi l l  eat  or  dr ink;  or  about 
your body, what you wi l l  wear.   Is not l i fe more than food, and the body more than 
clothes?  Look at  the birds of  the air,  they do not sow or reap or store away in barns, 
and yet your heavenly Father feeds them.  Are you not much more valuable than they?  
Can any one of  you by worry ing add a s ingle hour to your l i fe?  “And why do you worry 
about c lothes?  See how the f lowers of  the f ie ld grow.  They do not labor or spin.   Yet 
I  te l l  you that not even Solomon in al l  h is splendor was dressed l ike one of  these.”  
Matthew 6:25-29

Let’s walk daily with our merciful God.  To God be the glory.  Amen.

 

觀塘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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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ea Wong     

回想過去一年，我參加了銀行團契，銀行也是我畢業
後第一份投身社會的工作，能在公司有團契的生活，
亦是我第一件想向神感謝的事。

還記得剛剛加入公司，一直只聽聞公司有團契小組，
但卻不知道如何參加，所以後來也不了了之。但神的
恩典往往是意想不到的，剛好年頭我教會來了一位新
的傳道人，他竟曾在公司任職，還主動幫我查問公司
銀行團契的聯絡人，並替我聯繫她。當下我真的很感
恩，祂知道我的需要，也必有預備。團契的弟兄姊妹
都很友善，也充滿愛心。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團契有弟兄結婚，也有姊妹的丈夫洗禮，
還有很多很多…，他們的分享都令我看見天父大能的作為！

除了公司團契，我很感恩工作也有一班好同事。想當初剛剛畢業，對於這個工作環境十分陌
生，也擔憂害怕，不知道會否面對很大壓力或人事關係複雜等問題。這一切都並非必然，感
謝神賜給我一個如此溫暖的環境工作。

去年還有一件事令我刻骨銘心，我教會的一位與我年紀相約的姊妹病逝。我與她相識多年，
見證了她患病時對神的信心，在病房中送她離開的時候，我感受到神就在我們中間，祂就是
賜我們盼望的那一位。這位年輕姊妹用自己的生命為神作了美好的見證，十分感恩她的媽媽
也因此信了主。感謝神讓我們有同行的日子，也感謝主在我們困難、軟弱當中的保守帶領。
阿門！

HSBC IT and QA 小組

2016 感恩事        

Kiwi
在2016年由單身生活步入婚姻生活，感謝神的祝福和帶
領，使我和丈夫彼此在婚後生活中都能適應和協調。在
教會事奉上各同工也彼此同心、互相效力，感謝神！

Reed
過去一年，我在工作上壓力非常大，在這個艱難時候令
我陷入一個困局，好像迷失了自己。我感恩有位體諒的
太太在背後默默支持我，使我重新思考信仰問題， 希望
能重新回到教會，聽神的道。

Bernice
感謝神保守在工作上順利，有一班好同 
感恩媽媽在老人中心願意跳讚美操，希望不久將來能參加團契。感謝神讓丈夫在父親團契中
感受到愛與支持，兒女在教會生活中也投入。

Emily
在2016件最開心感恩的就是爸爸受浸，歸入基督，盼望他能在生活中做美好見證。

Jennie
回望2016年，真是忙碌的一年，在工作、教會事奉、家庭裡自己都覺得很乏力。但感恩神讓
我看到自己的軟弱和不足，透過不同的人及事情，我被神的話語抓住，祂對我不離不棄，讓
我深深體會到「我靠著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盼望2017年在靈裏與主更加親密，
使自己在事奉上更有力！

DBS MCG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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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rley Yeung

感謝神！等候了二十二個年頭，阿文（我的先生）終於在去年十月三十日受浸加入教會，
成為天父的兒女。這全是天父的愛、恩典和憐憫，在祂所定的日子成就了這美事。

回想過去的年月裡，天父透過不同的事情，適時安排許多天使如同雲彩圍繞著我們。祂不
但醫治阿文軟弱的身體，並且安慰他枯涸的心靈，除去童年時種下的怨恨和苦毒，更讓這
硬漢子願意誠心認罪悔改和接受主耶穌成為他的救主。

「天父啊，求你保守阿文的靈命，讓他在你的裡面茁壯成長。得著你白白賜下的恩典，我
們立志靠著聖靈，遵行你的吩咐，活出見證，愛神愛人，傳揚福音，榮神益人。奉主名
求，阿們。」

                        Dilys Lam

匯豐總行星期三小組在2016年歡送了一位榮休的組員，她從小組成立初期已加入，曾經歷了
多代同事的交替。這次的歡送會招聚了在職、已轉往其他銀行，甚或已轉行的主內兄姊，包
含了跨越二十年的圑契生活點滴和片段。

在分享的時間，我們重溫了一位已離職姊妹在當年的工作生涯感言。她提醒在工作崗位固然
是苦樂自知，但切勿忘記主的心意是我們為祂作光和見證，未竟全功，就不敢輕言放棄，藉
此鼓勵仍在崗位中盡忠的每位同事。

感謝神，讓我們在公司裏有小組恆常藉査經和禱告，為我們加添愛和真理。我們就向祂支取
力量，存心忍耐，奔那擺在前面的道路！求主繼續加能賜力給銀行業內的每一個團契，以祂
的手托住每個兒女的腳步，為祂站穩，而且得勝有餘！

在2016年，小組完成了首次啟發香港系列課程。感謝同事們隨後馬上自費組班，邀請老師前
來教授另一個課程 —【看這個人！】，這課程幫助大家重新認識歷史上的拿撒勒人耶穌。
小組常有多位僕人 (小組成員)，輪值帶領週會，感激幾位僕人們化身關顧天使，分別邀約和
接觸各組員，了解他們的近況和代禱需要。感恩有位僕人常默默為大家安排預訂午餐，使我
們能善用時間聚會。目前恆常出席小組大約十多人，小組仍積極接觸和邀請同事來認識耶
穌，使小組得以薪火相傳。

HSBC IT and QA 小組

HSBC MB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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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ymond Tai

新銀行、新開始
大家好！首先我想介紹我現職的銀行給大家認識，因為我敢說你們一定不會知道其中文名
稱，因為我們到現在還未有定案！ UNION BANCAIRE PRIVEE (UBP) 是一間瑞士私人銀
行，而它在2016年4月收購了英國蘇格蘭皇家銀行的顧資私人銀行 (Coutts) 並進軍亞洲市
場。

我在銀行界工作了超過二十多年，有幸在任職的銀行包括：東亞、星展和花旗，也有參與
當中的團契生活，並且得益良多。當我在五年前加入顧資私人銀行的時候，我得知他們曾
經也有過規模不少的團契，也曾舉辦過傳福音的Alpha Courses. 不過，在2008年金融海嘯
後，很多同事也離職，而參加的人數也大大減少。雖然我們還有定期的團契聚會，但只局
限於基督徒和人數大約4-6人。

當我們正式於去年四月轉為UBP時，員工由220人大幅減至約110人，而且有多位團契組員
相繼離職。當我們餘下的組員在思想前路的時候，我們一方面不甘心只有很少的基督徒參
加團契聚會，另一方面我們看到有很多同事未曾認識基督教。因此，我們大膽地安排了一
次基督教簡介會 — 我們的賣點除了有午餐、短片，還有見證分享，因為很多同事也有興
趣知道我們幾位基督徒信主的原因。特別是我 — 因他們很難相信我是一個基督徒！當天
有二十五人參加，而他們也提問了許多有關基督教的問題，由於介紹會反應良好，我們團
契目標轉為向新人介紹信仰，每月有兩個星期三中午在公司聚會。 我們希望在輕鬆氣氛
下去介紹信仰，所以我們會先一起吃午餐、談天說地，然後才開始聚會。雖然大家都是同
事，包括各部門的前線及後勤員工，但平時多數只會用電話聯絡， 有些更素未謀面。所
以我常打趣地說：「如果你們恆常參加團契，工作也會更順利，因組員會更加樂意互相幫
忙。」

很感恩團契由去年九月份開始，曾參加的同事巳超過三十人，而每次大約有十二至十五人
參加。我們初步使用蘇穎智牧師的【一針見血的福音】來講解一些基督教基本概念，也會
利用一些視頻如【信仰無添加】來增加趣味性。

在這變幻無常的銀行業，同事之間可能今天還在一起工作，明天便要說再見。希望我們還
在同一機構時，能把握傳福音的機會，把福音種子放在他們的心裡，當然如果他們能信主
就更理想！

 

UBP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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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dy Fok

在乒乓球桌上，敲打球聲此起彼落。有人說人的交流就像打球一般。

原來在銀行團契已有十多年的日子了。團契中恍似建立了一間小小的球室，讓我們自由發
球：擊走那令人不忿的、送走那叫人無奈的、迎向那叫人興奮的、期待那感覺新鮮的。我
們是地區性的小組，大家來自五湖四海，不同銀行、部門的同事們聚在一起。在同一業界
中，大家經歷許多共鳴，深感商業社會中的急速壓迫，也讓我從更闊的角度看身邊的人和
事。

一堆堆乒乓球散落在不同角落，不同的面孔在團契溜過。難得是素未謀面的弟兄姊妹，在
主裏也像一家人一般，大家坦然分享生命，即使在工作與生活遇上掙扎，亦一同回歸聖經
真理與禱告交托。團契聚會後，感覺就像做運動叉了電一般。經歷人事變遷，一個個活生
生的生命像球兒在身邊滾過，在變化萬千的球場上，留下深刻美好的痕跡。這兒，是個忙
碌生活中的綠洲，不時還能吸引身邊的同事來觀賽，與他們分享福音呢！

感謝傳道人與牧師，像是我們的教練，忠心耿耿的持守著，給我們牧養，甚至私下關心我
們的需要。他們無條件的付出，真的叫人感動啊！

相信「沒有完美的球賽，卻有難得的球伴」，在工作的歷程中一起同行。讓我們互相勉
勵，為要得更大的獎賞！

「弟兄們，我不是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
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腓立比書 3:13-14 RCUV

ICC 小組 

JPMorgan  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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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工？成功？                  Patrick Sum

你上次轉工是何時？為什麼轉工呢？升職、加
薪、更好的待遇？這是你成功的指標嗎？

我上次轉工已經是二十年前，能夠在一間美資
銀行工作多年，若不是神的恩典及保守，我沒
有別的可誇口。

畢業後，我在Big4會計師樓工作約五年，當時
的工作壓力很大，一星期工作七天，影響家庭
生活及健康，祈禱求神帶領我找另一份工作。

感謝主！很快便有獵頭公司找我去面試。1997年4月我便加入現在的公司，在這些年裏，
雖然我有很多轉工的機會，有一次的經歷給我很深刻的提醒。我的前老闆找我去他公司協
助他，更提供很吸引的待遇，可是我在禱告中得不到平安。最後，神更為我關了此門。過
了半年多的時間，這間跨國公司便出現會計帳目做假的醜聞，公司股價不但大跌，而且我
的前老闆亦因此事離職。

從這次經驗中，我知道神的意念遠高過我的意念，祂知道我的前路及什麼對我是最好的。
從此，我便學習以色列人跟隨雲柱火柱，向應許之地行走。我深信神必帶領我前行！神把
我放在這公司，必有祂的美意，讓我去榮耀祂，作個忠心的僕人，這亦是我對成功的定
義。

榮耀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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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巴之友小組2017年見證分享                      組長：Janis You, Eric Ng, Peri Leung

感謝主！轉眼間法巴之友小組已經成立六年了，
我們由三個人開始聚會，每兩星期一次在公司開
組，發展至今已有8-10人，改為每星期開組了。
回想兩年前，我 (Eric) 在銀行團契的週年晚宴上
分享見證，當時我們三位組長之中有兩位相繼離
開公司，大家心裏正在擔心小組未來何去何從之
際，神就用祂的話語提醒我們：「要擴張你帳幕
之地，張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長你
的繩子，堅固你的橛子。」以賽亞書54:2。並感
謝銀行團契協助及提供在中環的聚會場地，讓我
們小組開始也能服侍及融入其他公司的組員。神
是多麽的信實和奇妙！

在小組的“低谷期”，我們維持只有2-3人開組，但在禱告中知道神的心意是：「只管做，
因為成就的不是在人。」當我們學習順服，上帝就藉着我們在公司報佳音時，把同事及他們
的家人帶到我們中間。人數不但增加了，我們也在基督裏彼此服事、成長和在祂的話語裏紮
根。每個星期四的聚會，我們都在笑聲、掌聲和淚水中渡過。

除此之外，我們亦在感恩會上分享，求天父能給我們小組多些弟兄。神應允了我們的禱告，
在2016年加入的組員中有三位是弟兄，其中兩位更是恆常出席的。就如馬太福音6:33所說：
「你們要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展望新一年，我們希望小組的弟兄姊妹能夠在主裏繼續成長，縱使金融業和世界的環境急速
改變，但唯有神的信實和慈愛永遠不變，讓我們在祂裏面一起站穩，信心堅定！

BNP 小組 

Citi 中環小組 2016.12 Citi OBE 小組 2017.01

DBS TC 2016.5DBS OIE 聖誕午聚 2016.12.08

小組心語及照片

小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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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CC 小組 2017.02.20

HSBC PB Cell 2016.5.31 大眾小組聖誕聚餐 2016.12.06

SC 牛頭角小組 2016.12

SC 中環小組 2016.08.30

金鐘小組 2017.02.08

中環小組 2016.09

 JPM 中環小組 2016. 12.19

小組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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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同業福音團契已有三十五年的歷史，目前
已發展成為一間有規模的基督教機構，主要由牧
師、行政幹事及資深的銀行從業員組成，成為一
群充滿異象及使命感的基督徒團契，定期向同業
傳揚福音。銀行同業福音團契不單及每週末在會
址有恆常的聚會，更在不同的銀行建立福音細胞
小組，並且聯絡同業的主內肢體，務求在職場提
供多元化的福音平台，使慕道的銀行從業員有機
會認識上帝的救恩，在銀行同業福音工作上擔任
很重要的角色。

由於基督徒的生活不只限於主日在教會崇拜和事
奉，日常在職場的信仰生活更具影響力，本人嘗
試從聖經與神學的角度，探討銀行同業福音團契
的發展及歷史。本文的硏究方法主要分為三個部
份：第一部份是介紹銀行同業福音團契的起源、
宗旨、目標及定位；第二部份是從聖經與神學分
析銀行同業福音團契的工作與在職場所扮演的角
色，。盼望透過研究銀行同業福音團契的工作，
了解他們如何幫助業界的信徒，共同實踐上帝的
使命，就讓我們一同了解銀行同業福音團契，如
何在職場上擔當重要的角色。

「銀行團契」成立目的 

「銀行同業福音團契」(下稱「銀行團契」）的
成立，主要有三大目的。第一，要向銀行業界傳
福音，為耶穌作見證。第二，向銀行同業肢體作
出關懷。在第三，在銀行業界事奉，並分享專業
的知識為目的。 

「銀行團契」成立第一目的，從銀行團契憲章的
宗旨第一點列出：「銀行團契本著聖經之教訓，
進入銀行界中，為基督作見證，傳揚福音。」  
筆者認同「銀行團契」向業界傳揚福音，以耶穌
基督為中心，並藉著牧師及團隊向銀行同業分享
上帝的話語，帶領人相信耶穌基督。

「銀行團契」成立第二個目的，從團契憲章的宗
旨第二點列出：「銀行同業福音團契聯絡及協助
銀行同業，進入教會侍奉及崇拜，並在銀行界中
設立基督教見証群體。」  為要在同業肢體作出
關懷。「銀行團契」形成了一個給基督徒聯繫的
平台，定期向同業肢體施予關心及支持，無論
是信仰爭扎，仰或是職場試探，都勉勵他們要持
守及行在真理的道路上。筆者曾有以下的親身經
歷，在2001年，正是香港正面經濟低潮的環境
下，不少銀行從業員失去了工作，「銀行團契」
即時向肢體祈禱及提供協助，使銀行從業員得到
心靈的平安及有信心渡過困難。以筆者的處境為
例，當時由於在職的銀行需要節省開支，每一個
部門都需要交出員工名單，作出裁員的行動，令
我感到非常擔憂。感謝上「銀行團契」不斷的祈
禱和支持，藉著上帝的看顧，結果筆者不在被裁
員的各單內，仍可留在銀行工作。
從團契憲章的宗旨第三點列出：「『銀行團契』
為同業提供康樂，工作經驗分享，個人輔導和教

育的機會。」  「銀行團契」成立第三目的，是
在同業的需要上，包括有益身心的工餘活動及教
育工作；「銀行團契」常替基督教機構作出專業
的理財分析，及為大型的佈道會做奉獻點算的工
作。

「銀行團契」的歷史
   
有關「銀行團契」的歷史，根據筆者訪問「銀行
團契」主席許文森先生為基礎。  他指出三十五
年前入職時是在東亞銀行工作，在上班的午餐時
間，常與同事們一起用膳。當他發現有些同事是
基督徒時感到十分興奮，並且邀請他們成立一個
基督徒小組，計劃每星期六下午放工後，彼此相
聚在一起。第一個聚會的地方是在九龍公園，內
容是讀經、唱詩、分享及祈禱；其後為了方更小
組運作，他們借用教堂聚會，目的為要在銀行業
界建立基督徒的小組。其後參與小組的人數越來
越多，由起初三個人的聚會，增加至三十人的小
組；需要更大的地方容納聚會人數和團契發展，
他們為小組的需要不斷禱告；另一方面，團契成
員大部份來自不同教會在銀行工作的基督徒，
主要有來自東亞銀行、匯豐銀行、恆生銀行及
中國銀行等，遂決定以「銀行同業福音團契」為
名字，於1981年3月7 日成立，，更在1983年，
「銀行團契」借用理工學院會議室舉行首次佈道
會，當時有十多位新朋友決志相信耶穌。藉著上
帝的保守，他們更在香港愛群道浸信會舉行兩週
年感恩會。隨著團契的發展，他們轉租佐敦突破
中心14樓聚會，於1989年10月正式註冊一政府認
可之非牟利團體，全名為「銀行同業福音團契有
限公司」。其後他們把團契聚會的地方，由起初
只在公園查經分享，繼而進入住宅聚會，再租賃
商廈作為「銀行團契」發展之用，例如租用旺角
高明商業大廈，並將聚會的地方與團契的辨公室
合併。及後為了發展褔音事工，他們決定出售物
業套現來支持，以便有更大的地方聚會和舉行褔
音講座，甚至聘請全職傳道。結果由一個小小的
團契發展成為福音機構，回應業界事工的需要。

經歷上帝奇妙的帶領，「銀行團契」於2014年搬
到更大的地方聚會，就是現在新址是觀塘的禧年
大廈，使更多銀行內成立的細胞小組，在「銀行
團契」的新址舉行聯合福音活動。  許文森主席
認為傳福音是需要進入同業的群體中，結果上帝
帶領團契服侍業界信徒，鼓勵和協助他們在銀行
的職場，成立銀行細胞小組，讓更多職場的同事
及朋友們，有機會接觸和聽聞福音，領受這個大
喜的訊息，讓人的生命得著改變；亦透過「銀行
團契」成為別人的祝福，弟兄姊妹彼此同心，按
各人的恩賜事奉上帝，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根據許文森主席回顧「銀行團契」過去三十五年
的歷史，感謝上帝的帶領，聚會點由起初四百呎
細小的地方，到現今四千呎的多用途資源中心，
「銀行團契」為上帝安排此會址聚會獻上感恩。
許主席發現目前的新址都是上帝所預備的，因為

作者:劉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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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不少銀行的後勤中心都搬往對面的大樓，正好
讓更多的銀行從業員參加「銀行團契」的福音聚
會。  

有關「銀行團契」的組織，團契並不屬於任何
宗派，乃教會與銀行同業之間的橋樑。「銀行團
契」內部架構設有董事及職員會授薪同工包括主
席、牧師、傳道人、幹事等，另設有週會統籌
部、文書部、財務部、聯絡部、資訊及影音部和
聖樂及文康部等， 期望能滿足不同事工的需要。  

「銀行團契」的牧養與跟進

「銀行團契」牧養是透過牧師和傳道人組成的團
隊。他們不單每週參加各間銀行的細胞小組的聚
會，例如東亞銀行、滙豐銀行、渣打銀行等二十
多個細胞小組，  更向團契的肢體及新朋友分享
聖經的話語，並為各人的需要禱告，叫各人的生
命在上帝的愛裡得到保守和看顧。另一方面，牧
者在銀行團契的跟進工作。他們定期聯絡肢體及
新朋友，了解各人的需要，並透過手機程式的內
容讓人可與「銀行團契」接觸。

「銀行團契」在同業成為傳福音的橋樑，因為在
銀行業界不斷推展福音工作，並在各香港銀行集
中區域建立基督徒小組，加強同業之間的關懷和
接觸，使福音更有效和直接地傳給各同業。透過
「銀行團契」定期的佈道會，並在銀行同業建立
細胞小組，讓業界的朋友能夠認識福音；「銀行
團契」亦在藉每星期六定期的聚會，內容包括查
經、靈修分享、影片介紹的福音元素，使慕道及
初信者的生命得支持和鼓勵；並透過社區探訪及
對外的關懷，使主內肢體用行動去實踐信仰，共
同關愛佈道的工作。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指
出「我們相信職場工作也是神使用我們的恩賜去
服事人和服事神的場境，同時也是一個與神同工
的邀請，如何在當中經歷神的作為和屬靈的成長
都是非常重要。」  「銀行團契」藉著不同形式
的聚會，提供多方面的平台給新朋友參加，叫他
們的生命得到牧養；正如鄧紹光教授所言「牧養
正是一種信仰的實踐，而且不只需要知識，更需
要智慧，牧養是把我們所認識和體會的信仰轉化
成幫助會眾面對自己處境的過程。」  

每次「銀行團契」佈道會後，都會安排牧師及傳
道人即時跟進，及替決志者連續八星期的初信的
栽培，然後由肢體安排轉介，邀請他們返教會。
「銀行團契」亦為同業安排專題講座，以基督信
仰的立場，教導如何理財，作上帝的好管家，及
舉辦探討職場事奉的課程。「銀行團契」與各教
會合作，舉辦合適於銀行從業員的佈道聚會，為
主傳揚福音，在職場上使多人得到耶穌基督的救
恩。 

聖經與神學分析
從馬太福音28章18至20節及神學家尤達觀點看「
銀行團契」職場使命

｢耶穌進前來，對他們說：天上地下所有的權柄

都賜給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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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8–20。

聖經中馬太福音28章16至20節的經文給我們知
道，耶穌給予信徒大使命，就是去使萬民作主的
門徒，並使他們施浸加入教會及教訓他們遵守。
卡森指出：「在希臘文中，『去』與『「施洗』
和『教訓』一樣是分詞，而從宣教策略的角度來
看，我們必須記得大使命是用幾個互補形式保存
著。」 

根據黃迦勒的解釋｢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是指意即將人帶進與三一神奧祕的屬靈
聯合裡，藉著受浸與祂一同埋葬，也就與祂一同
復活，而得著基督復活的生命。｢凡我所吩咐你
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黃迦勒認為是指主教
訓門徒的一切話，特別著重在此刻所托付的使
命，就是我們後世的信徒而言，乃是指全部聖
經上的話。「遵守」不在於客觀道理上的認識，
乃在於主觀經歷上的實行。」  黃迦勒又指「我
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是解釋我們
得著主的我們同在，「銀行團契」亦實踐傳福音
的使命，竭力帶領未相信主的朋友歸向基督，教
訓人明白真理；主必與他們同在，在業界榮耀主
名。 

耶穌說｢使萬民作我的門徒｣的命令，「作門徒」
的含意，尤達（John H. Yoder）認為：「要使人
成為主的門徒，要透過動詞所指的教導和施浸」 
，就是希臘文裡面的文化，分詞式的動詞叫你們
要去、要受浸、要接受教導，才能真正成為主的
門徒，唯有教會才能成就大使命。尤達（John H 
Yoder）亦認為「受浸」是成為門徒的必要的條
件，因為「受浸」是成為耶穌門徒的部分。  因
此，根據以上所說，要完成大使命，使人成為門
徒，「受浸」是其中重要的元素。

綜合聖經馬太福音28章18至20節的分析，和神學
家尤達對大使命的理解，「銀行團契」未能實踐
大使命的事工，因為「銀行團契」只是一間基督
教機構，不是一間教會。「銀行團契」可以在職
場上領人歸主，仍要透過傳道人或弟兄姊妹的轉
介，往所屬的教會聚會，堅固他們的的信仰，並
且受浸加入教會，成為基督徒。因為上帝的大使
命中，不是只叫我們去傳揚福音，並要去教導別
人認識真理，使人藉著受浸加入教會。筆者認為
雖然「銀行團契」不能使人施洗，但可以透過參
與傳福音及教導別人的工作，使人明白耶穌基督
的真理。

總結

「銀行團契」的創立，經歷了三十五年的歷史，
發展到現在於金融界服侍上帝，在職場傳福音、
關懷銀行同業的肢體及社會上熱心事奉。從聖經
中耶穌基督賜給我們的大使命開始，吩咐基督徒
為主傳揚福音；透過「銀行團契」在現今世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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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書部  葉耀昌 

慶祝團契36周年的感恩晚會又將來臨，蒙神的豐盛恩典，憐憫保守，使團契不至缺乏，充充足足的去廣傳神的
話語，在此獻上無限的感恩。而這本感恩會特刊也隨著當晚的盛會派發給來賓，盼望當中由弟兄姊妹所撰寫的
文章可帶給大家有確據的見証，衷心的感謝，發人深省的分享。
從來在編製這本團契感恩年刊，所遇見最大的困難便是徵稿、催稿和選擇刊登什麼的稿？弟兄姊妹對執起筆寫
稿較為慢熱，文思未到，寫文章是有所阻塞，另方面又要兼顧日間繁忙的工作，晚上才能抽時間去行文，故此
作為主編的我也十分理解各人的苦況，只是求主在這事情上帶領，盼在聖靈感動下，各團友組員也能行文如流
水，在限期前交到我的手中。主真的聽禱告，雖然開始時收稿情況不甚樂觀，但漸接近截止的日期前，稿件便
如雪片擁至，包括牧者、職員、同工、團友和組員，竟在一周內已爆稿，感謝主，負責校對的姊妹也忙了個多
的星期去對稿，整理並選擇這一年的照片放在特刋內，真是忙過不休。

在這裏也想報導一下在2016年中，團契主打的福音活動，便是在6-7及10-11月間舉行了16次的福音午餐會，感
謝主的使用和支持，讓這個福音性的聚會每次均能順利舉行，我們共邀請了17位嘉賓作講員，並錄得參加者有
764人次。團契在2017年再推出此聚會，計劃舉行3輯，在2-3月份已開始了第一輯，每輯連續 2 個月共8次，其
他仍在籌備中。也在此呼籲各位盡可能帶領未信之親朋、同事到來聆聽神的話語，共同使福音得以廣傳。

最後也盼望各位把團契誠意為大家獻上的這本特刊帶回家中閲讀，細味其內容，可能覺得當中的文筆尚未達文
學水平，但所述之事，記載之情卻是真實和真摰，因為是在聖靈感動下而創作出來，也是主的美意。看罷亦可
轉贈親友，當神使用你時，一本特刊、一篇文章往往便能領人歸主，願神祝福大家。

委身，努力實踐耶穌基督傳福音的使命。「銀行
團契」主要成員包括牧師、傳道人及一群銀行業
的肢體組成，在業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藉著基
督徒的生命影響其他人，叫同業看見基督徒的好
行為，歸榮耀給上帝。
  
從聖經中看大使命，筆者相信「銀行團契」的使
命，是在銀行業界努力於傳揚福音，因為要完成
耶穌基督吩咐的大使命，使人作上帝的門徒。可
是銀行團契不可能像教會完成耶穌基督的託付；
但可向同業傳福音，及教導銀行從業員基督真
理。有關「銀行團契」的團訓，以鼓勵肢體在業
界行善，脫離罪惡，成為主合用的器皿，努力在
業界事奉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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