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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從人生到永生                      樓恩德牧師（金融團契顧問牧師） 

 

「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後且有審判。」（來九 27）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約三 16）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裏。」（傳三 11） 

神賜人生命，亦把靈賜給人，這血肉之軀是從肉身所生的，便是肉身，

人生的結束便是死。但在人裏面的靈，因始祖不信神的話，亦死在罪惡過犯

中（弗二 1），因為罪的工價是死（羅六 23）。人死後有審判，會被定罪，至

終滅亡。 

 

感謝耶穌，道成肉身，為我們的罪付出贖價，被釘十架承擔了我們該受

的刑罰，使我們因信接受救贖恩典，可以不致滅亡。神用大能、祂的靈使耶

穌復活，讓我們因而稱義。「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穌裏的就不定罪了。」（羅

八 1）這是人生最寶貴的恩典，也是最大的應許，只要人肯相信，願意接受

耶穌為救主，成為「新造的人」（參閱林後五 17）。活在基督裏，靈性活過來，

在人生過程中，身體會日漸朽壞，但內心卻一天更新過一天(參閱林後四 16)。

這靈性復活的新生命是在基督耶穌裏的，與祂緊綁在一起，那人就不再為審

判、定罪、滅亡而擔憂、恐懼。而在人生中得享耶穌應許「我來了，是要叫

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十 10），有聖靈的同在、保障和平安。當

然這人的人性私慾、放緃的自由和敗壞的行為，亦要因與耶穌在一起而被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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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對付，否則靈性不能更新變化和成長，只有屬肉體的人性活動，沒有聖

靈在心中，人生過後，能否復活，實屬存疑。「如果神的靈住在你們心裏，你

們就不屬肉體，乃屬聖靈了。人若沒有基督的靈，就不是屬基督的。」（羅八

9） 

 

「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乃是靠神口裏所出的一切話。」（太四 4）食

物可以供應人生所需，但只有神的話才能解決永生問題。耶穌所說的話，就

是靈，就是生命。（參閱約六 63）現今人活在世上需要資訊，人若要復活進

入永生，豈能忽略神的話？當世人在惶恐、迷惘中度日，渴望人生可以活得

豐盛多一點，或不滿現狀，希望能展開新一頁的生活，這都是短暫人生的事。

而人生過後永生的事才是人生應關注的事。 

 

「然而叫耶穌從死裏復活的靈，若住在你們心裏，那.....聖靈，使你們必

死的身體又活過來。」（羅八 11）談到永生，若沒有神的靈使耶穌從死裏復

活，不但是空談，我們的福音也是妄傳。耶穌已經復活是我們信仰的支柱，

祂永遠活着，使我們也要像耶穌一樣復活，進入永生。我們人生的上半場是

為下半場作準備，那麼我們的人生豈不是也要為永生作準備？ 

 

    重生的人，他們的靈魂甦醒。人性需要食糧，靈性需要神的話。今生操

練，常在基督裏，在至聖真道上得造就，在聖靈裏禱告，使我們更親近神、

更認識祂、更像恩主，到耶穌基督再來，我們身體都已改變，都要復活進入

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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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下更見興旺                       Andrew Wong（DBS OIE 小組） 

大家好！我是 OIE 小組的 Andrew。感恩在這個小組成長已經差不多

十個年頭了，感謝天父為我預備了這個旅程，亦賜下很多同行的好伙伴，既

可以有金融團契的牧者帶領查經，一起在真理上紥根，且逢星期二也可以在

公司內與小組的弟兄姊妹一起用結他敬拜神，彼此分享生命，在主愛裏同

行。我心裏想，只要一日我仍在這銀行內工作，這些美好的日子是不會完結

的。然而，一個前所未見的新冠疫情來襲，叫一切都變得不一樣了。現在回

想，疫情最嚴峻的時候，我們差不多足不出戶，整天困在家中。即使之後疫

情有所緩和，我們公司也有各種防疫安排，限制了人與人之間的聚集。過去

可以在辦公室一起敬拜禱告和查考聖經的日子已經變得遙不可及。 

 

「耶和華如此說：你們不要記念從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時的事。看哪，

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發現，你們豈不知道嗎？我必在曠野開道路，在沙

漠開江河。」（以賽亞書 19-43:18 ）對的，我們的神是作新事的神！祂可以

在曠野開道路，在沙漠開江河。即使 OIE 小組在疫情的重重限制下暫停了

一段時間，但在神眼中又豈有難成的事呢？先有三位 OIE 的弟兄姊妹被祂

呼召，每星期為小組禱告，其後變化就出現了！ 

 

隨著 WFH 的工作模式成為常態，我們各人也適應了在網上開會，因此

逢星期二的小組聚會也在網上重啟了。這件新事不單叫我們重新凝聚，更幫 

 

雲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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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我們突破了很多限制，距離不再是限制，不同辦公室的同事也可以連繫一

起；同事的身份也不再是限制，有同事退了休或離了職也選擇繼續同行，這

是何等的寶貴；小組的事奉崗位也不再是限制，疫情前小組只由一兩位弟兄

姊妹主導及帶領敬拜禱告和分享，但重啓後，小組每星期由不同的弟兄姊妹

負責帶領敬拜和信息分享，讓更多人可以參與事奉，將聖靈所啓示我們的都

憑信心去分享。就如經文所說：「這樣，你們不再作外人和客旅，是與聖徒

同國，是神家裏的人了；並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穌自

己為房角石，各房靠他聯絡得合式，漸漸成為主的聖殿。你們也靠他同被建

造，成為神藉着聖靈居住的所在。」（以弗所書 ）我們不再是外人22-2:19

和客旅，是神家裏的人了。天父看我們每一位也是獨特和寶貴，我們的身份

既是兒女，也是聖潔的祭司！ 

 

小組的更新改變只是開始，當人的心對準了神，聖靈便會帶領我們進入

不同的榮耀旅程，為要作耶穌基督的見證。我們有弟兄姊妹到基層的社區派

發飯券，又往九龍公園派福袋，傳揚神的美善，也有每月一次的「金融神同

在」敬拜禱告聚集，希望集合金融界的弟兄姊妹用敬拜禱告去傳揚祂，讓神

在金融界中掌權、讓聖靈在我們的職場中運行。同證主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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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團契的週五團契於 9 月 24 日晚舉辦「按真理工作」講座系列第

二講「客戶服務的陷阱和機遇」，由陳慧兒姊妹主講。她分享如何勝過

在職場裡的 3 大陷阱：撒謊的舌、圖謀惡計的心和吐謊言的假見證（箴

6:17-19）。此外，她也分享如何在職場中抓緊傳福音的機遇。參加的

肢體有 29 人。歡迎大家繼續報名參加 10 及 11 月的講座。 

 

 

金團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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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團契於 9 月 25 日的週六團契舉辦講座「規劃人生、人生規劃」，

我們邀請了潘文偉弟兄（職涯規劃師）前來分享，讓我們認識規劃工

作和人生的要素，包括

價值觀、目標、個人技能

和市場要求等，幫助我

們制定計劃及實行目

標，尋找合適的專業或

人生發展方向。當日有

31 位肢體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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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今年我們推動「1 傳 2」的行動，鼓勵大家向未信主的同事朋友傳福

音。感謝主，於中秋節前我們免費送出 200 盒愛心月餅給肢體，讓他

們轉送給福音對象，並藉此機會傳揚福音。願主讓未信的親朋能經歷

主愛，早日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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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金融團契會於 10 月 23 日（星期六）舉辦退修會，主題是「靈深･寧心

之旅」。感謝主，報名人數已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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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感謝神帶領金融團契（前身「銀行團契」）走過 40 年恩典的歲月，我

們滿懷感恩，謹定於 11 月 19 日（星期五）晚假煌府（尖沙嘴彌敦道

100 號）舉行 40 週年感恩晚宴，共證主恩。 

 

3. 金融團契將開辦兩個訓練課程： 

I.「查經錦囊」：目的是幫助團友或細胞小組組員能認識查經的方法。 

II.「特派查經員訓練」：訓練有心志服事的弟兄姊妹成為帶領細胞小組  

             的查經員。 

查詢及報名可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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渣打中環小組將於 10 月 8 日舉行小組七週年晚宴，同證主恩。願主繼續

帶領他們在職場見證榮耀神，帶領更多同事歸主。 

1. 為全球肆虐的新冠肺炎疫情禱告，求主憐憫施恩，止息疫症，賜智慧和

愛心給各地的政府，求主醫治、拯救和幫助受影響地方的居民，更堅固

教會和信徒，持守信仰，努力傳揚基督的愛和福音。 

2. 為肢體們願意參加「1 傳 2」行動祈禱，求主賜我們愛人靈魂的心、信

心和勇氣努力向未信主的福音對象傳福音，切切為他們祈禱，將人帶到

主面前。 

3. 為「按真理工作」講座系列祈禱，求主使用各講員的信息，讓我們更認

識神的旨意，在職場裡靠主得勝考驗，活出召命榮耀神。 

4. 求主帶領退修會和感恩會的籌備工作，能榮神益人。 

代禱事項 

 

小組天地



 

 

11 2021-10 電子月訊（第 19 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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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聖經裡，神稱誰為「完全正直、敬畏上帝、遠離惡事」？（答案下期月

訊分解） 

 

上期問題的答案：（聖經中記載有三隻動物曾經說話，它們是誰？） 

蛇、驢、鷹。 

耶和華 神所造的，惟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對女人說：「 神豈

是真說不許你們吃園中所有樹上的果子嗎？」（創世記 3:1） 

耶和華叫驢開口，對巴蘭說：「我向你行了甚麼，你竟打我這三次呢？」 

（民數記 22:28） 

我又看見一個鷹飛在空中，並聽見牠大聲說：「三位天使要吹那其餘的號。你

們住在地上的民，禍哉！禍哉！禍哉！」（啟示錄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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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睇真Ｄ 

奉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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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