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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聖靈與情慾                        陳啟興牧師（金融團契總幹事） 

蘇東坡曾被貶至江北瓜洲做官，在那裡他結交了一位和尚叫佛印禪師，

佛印在金山寺當住持。蘇東坡在江北為官，金山寺座落南岸。蘇東坡和佛印

雖然是好朋友，但常常喜歡消遣對方。有一天，蘇東坡渡江找佛印，兩人相

對坐禪。蘇東坡一時心血來潮，問佛印：「你看我坐禪的姿勢像什麼？」佛

印回答：「像一尊佛。」蘇東坡聽後很得意。佛印反問蘇東坡：「那你看我坐

禪的姿勢又像甚麼呢？」蘇東坡笑說：「你看起來像一堆牛糞！」佛印毫不

在意，只是繼續坐禪，但嘴角一直泛着微笑。蘇東坡回家後，很高興地向妹

妹炫耀說：「今天總算在口頭上贏了佛印一仗！」蘇小妹聽完事情的始末後，

說：「哥哥，今天是你輸了！佛印心中全是佛，所以看什麼都是佛，而你心

中全是牛糞，所以看出來的自然都成了牛糞！」蘇東坡一聽，才明白佛印為

什麼一直在笑，原來佛印知道自己的修為遠勝於蘇東坡。 

 

若我們心中有聖靈，被聖靈充滿，我們看萬事萬物都有屬靈的眼光，以

「道」為準繩來審度我們的家庭、工作、學業、金錢、名譽、嗜好、人際關

係……等等。有沒有按弗五 22-33 建立彼此順服的婚姻關係？有沒有按西三

22-25 建立職場中的人際關係？有沒有按主耶穌在太六 19-21 的教導積財

於天而非積財於地？被聖靈充滿的人有屬靈的慧眼。反之，若我們心中只存

一己的情慾，我們看萬事萬物都只會變為滿足私慾的工具或途徑。學業為了

事業，讀書為了找到「荀」工，工作只為賺錢，有錢就有安全感和滿足感。

婚姻是為了滿足慾望，什麼「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並不重要，若慾望不被

滿足，隨時可另覓它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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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無疆界                               Ella Ip（匯豐小組） 

在這兩年多的疫情下，即使我們無法控制這個世界上的所有變化和不

確定性，以及不同人的意見，但我們仍然可以管理的一件事，就是我們的態

度和時間。 

時間分配 

    我們每天每秒接收 1100 萬比特的信息，但是我們的意識每秒只能處理

40 到 50 比特的信息。如果是這樣的話，你認為我們現在關注什麼是合乎

邏輯的呢？是工作？家庭？孩子或是其他呢？在疫情期間，我們如何保持 

我們要操練被聖靈充滿，這不是指能說方言、行神蹟治病、預知未來

或一些超自然經歷，而是指被聖靈控制和掌管。聖靈要把一切的事教導我

們，並且要使我們想起耶穌對我們所說的一切話(約十四 26)，又引導我們

進入一切真理(約十六 13)，叫我們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弗五 17)。被聖靈充

滿的人，會常常讚美主和感謝主(弗五 19-20)。聖靈和情慾是敵對的，我

們被情慾所控制，抑或被聖靈所掌管，我們要小心選擇。順從聖靈與順從

情慾的生命有天淵之別，智慧人選擇服於聖靈，糊塗人則迷失於邪惡的情

慾之中。 

雲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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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身心靈的健康？ 

定期相聚 

    感恩匯豐小組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一次小組聚會，彼此分享，當中也有金

融團契的牧者帶領查經。此外，我們在小組的 WhatsApp 群組中也有時常

互相代禱，我們會因應大家不同的需要、社會問題、同事關注的事情，彼此

傾訴心中一些難

題。不知不覺間，

這種交流變成生活

中的一種動力，使

我們不再孤單面對

生活的種種困難，

也感到人間有情，

主內合一。 

     

 

 

 

 

還記得小時候，我參加舞蹈、運動和游泳訓練，每週練習大約 4 次，經

過多年的訓練，其中一些興趣也維持至現在。同樣地，我們的生活都需要有

不同的訓練和練習，期間也需要有朋輩的幫助，彼此互相學習。現今我們活

在沒有界限的世代，通過網上 Zoom 會議，便可與親人、朋友見面。而神

的愛更是沒有界限和時空的阻隔，只要我們相信，有盼望和愛，就可以連繫

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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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暗中的光  

當我們互相鼓勵的時候，就如點點的燭光，燃點起一道亮光，照亮黑暗。

在過去的一年，我們的小組也隨着不同的需求，舉辦了不同的活動，例如定

期的 Lectio Divina（Divine Reading）— 禱讀／誦讀聖言／靈閱／反芻經

文、希臘文學習、退修營、讀書會、行山和運動、啟發小組和領袖課程等。

我們更有同事與中國、台灣及外國的同事一起有晨禱會，為公司的領袖們打

氣，在這種充滿關懷和愛的環境裏，大家一直互相扶持，一步一步的走出疫

情的陰霾。 

 

 

 

 

 

 

 

 

 

 

 

如詩篇 145:9 所言，「耶和華善待萬民，祂的慈悲覆庇祂一切所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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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於香港的疫情肆虐，很多人以快速測試檢測，雖是呈陽性也入不到

醫院，須留家隔離。若這些人是獨居、全家感染或沒有親友幫忙，他

們正急需支援，有見及此，金融團契在 3 月份招募並訓練了 10 位「愛

心速遞員」，把急需的藥物、食物和物資等送達有需要的家庭。在 3 月

份我們共出動 5 次，服侍了 4 個家庭。感謝主的帶領和使用。 

2. 金融團契已於 3 月 12 日舉行 2022 年週年會員大會，當中有主席和

總幹事的報告，通過上年度（2020-2021）核數報告及通過繼續聘用

潘展聰會計師事務所作為 2021/2022 年度的核數師。此外，也通過

2022-2023 年度董事為：許文森、譚偉新、葉耀昌、趙秀勲、方慧雯、

黃慧儀、蕭祖業共七位及新一屆職員為：王景文、方慧雯、許文森、

陳頴宗、趙秀勲、劉瑞景、譚偉新共七位。 

3. 金融團契週六團契已於 3 月 19 日邀請潘文偉弟兄（職涯規劃師）分

享，主題為「在職涯中同行」，潘弟兄分享了如何能進一步打造屬於自

己的職涯目標、確立個人志向和盡展所長。他分享三方面的提昇技巧，

分別為強大能量、身懷絕技和關心他人。參與肢體都得著幫助和啟發。 

4. 金融團契週五團契已於 3 月 25 日舉行「疫情・逆境・翼下」分享祈

禱會，當晚有兩位肢體分享，在染疫康復及作「愛心速遞員」的經歷

和見證，也有陳啟興牧師分享從信仰角度看戰爭，參與的肢體都同心

為香港疫情和俄烏戰爭祈禱。 

金團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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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金融團契週六團契 3 月 26 日的主題為「建造生命的工程」，我們邀請

了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主席楊仲其弟兄（Jacky Yeung）分享了其團

契成立的經過，他們的異象是在工程及建造業界內共建神的國度，使

命為作見證、傳福音和建平台。核心價值是 B – Bravery 剛強壯膽、

U – Unity 主內合一、I – Integrity 誠實無偽、L – Love 彼此相愛

和 D – Devotion 敬虔事奉。其團契一直努力發展辦公室和地盤的福

音事工，願主繼續恩領和使用他們。                                                                                                                         

1. 金融團契將於 4 月 15 日晚舉行網上受苦節培靈會「仰望十架上的耶

穌」，一起記念主耶穌基督為我們受苦受死並成就救恩，讓我們調整自

己預備主再來。請屆時透過金融團契 Facebook 參與。詳情請見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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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團契於四月開始，舉辦四次「小組組長訓練」，歡迎小組領袖或有

心志成為領袖的肢體參加。參加的肢體也可分享大家的經驗，交流互補，

彼此祝福。 

 

 

 

 

 

 

 

 

 

 

 

 

 

1. 感謝主的帶領，JPM QS 及中環小組順利完成「線上啟發」10 次聚會，

並計劃於 5 月份起舉辦福音性查經班，願主的靈感動帶領慕道的同事積

極參與，認識福音和相信主。 

2. 滙豐總行小組、奧海小組及 Central Intercessor Group 共六個小組將

於 4 月至 6 月合辦「職場線上啟發 2022」，有廣東話和英語聚會，分別

在星期五中午和星期二晚上舉行，願主使用這些聚會，帶領更多人歸主。 

 

小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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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址：九龍觀塘偉業街 135 號特格中心 5 樓 A 室  Flat A, 5/F., Takad Centre, 135 Wai Yip St., Kwun Tong, Kln. 

電話：2332 4356   電郵：fsefhk.org@gmail.com     網址：www.fsefhk.org 

 

 

 

 

 

 

 

 

 

 

 

 

◼ 支票抬頭：「金融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或 

    Financial Services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Limited 

◼ 直接存款：匯豐銀行 004-458-070737-001／東亞銀行 015-514-10-59199-7 

     東亞銀行 015-514-10-60518-1（建堂奉獻專用戶口） 

 （** 建堂奉獻支票抬頭：Financial Services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Limited     

— Development Fund） 

◼ 轉數快  ：收款人以電話號碼 5509 0155 或電郵 fsefhk.org@gmail.com 作為 

          收款識別碼 

詳細財務狀況，請參閱金融團契網頁 

1. 為受苦節培靈會和屬靈領袖訓練系列的聚會祈禱，求主帶領和使用。 

2. 記念香港仍然面對第五波疫情，求主醫治有病患的人，賜下平安，求主

幫助我們敏感聖靈的帶領，抓緊機會關心和幫助有需要的人，實踐基督

的愛，讓更多人經歷主的恩典和相信主。 

3. 為烏克蘭祈禱，求主止息戰爭，憐憫當地的人民，賜下平安。求主與當

地屬神的子民同在，堅固他們的信心，使他們能向未認識主的鄰舍和朋

友傳揚福音，讓更多人認識主，得享真正的盼望和平安。 

代禱事項 

奉獻方法 

mailto:fsefhk.org@gmail.com
http://www.befhk.org/%e7%b6%9c%e5%90%88%e5%bb%a3%e5%a0%b4/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