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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門徒倍增                             陳啟興牧師（金融團契總幹事） 

 

富翁與智者下國際象棋，對弈前，富翁說：「若你輸了，要永遠留在我身

邊，為我出謀獻策。」意思是要智者終生成為其家臣。智者答：「沒有問題。

若你輸了呢？」富翁傲然說：「我富甲天下，你要什麼儘管獅子開大口好了！」

智者微笑道：「我要米。」富翁心想，稻米並非價值連城之物，我要買多少有

多少，於是一口答應：「沒有問題，你要多少？」智者指着棋盤，對富翁說：

「在第一格放一粒米，第二格放雙倍兩粒米，第三格又放雙倍四粒米，如此

倍增，直至放滿整個棋盤，我只要最後一格上的米粒。」富翁說：「米值多少

錢？給你幾千幾萬斤也無所謂。」於是一口答應，兩人開始對弈。智者棋藝

較高，結果勝了。富翁滿不在乎，吩咐人拿了幾大袋白米來，開始在棋盤上

「找數」。富翁在棋盤第一格放下一粒米，在第二格放下兩粒米，到第十格，

已發現放不下 512 粒米。富翁說：「不打緊，我可以運算出要送你多少米。」

計算至第廿格，要給 52 萬餘粒米，富翁仍不在乎。計算至棋盤一半格數，要

給超過 21 億粒米，富翁的神色開始凝重起來。計算至第 40 格，要給超過五

千億粒米，富翁冷汗涔涔而下。計算至第 50 格，要給 560 多萬億粒米，富

翁即時昏倒在地，智者嘆了一口氣，說：「還有十餘格未計啊，不要小覷倍增

的威力！」 

 

「大使命」是使萬民作主門徒（太廿八 19-20），精粹在於能「倍增」

（reproductive），一傳二，二傳四，四個門徒訓練出八個門徒，八個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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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個，如此累進，福音遍傳、得救人數滿足數十年間應可達成，主再來指

日可待。二千多年過去了，未得聞福音者大有人在，主的門徒亦不多。為什

麼倍增的策略失效？「門訓鏈」顯然斷了，「福音棒」顯然傳不下去。有人得

了福音的好處，卻不願將福音傳開，有人作了門徒，卻不願付代價使別人作

主門徒。已故福音派領袖斯托得牧師（John Stott）在其著作 The Radical 

Disciple: Some Neglected Aspects of Our Calling（中譯《世界在等待的門

徒》）的前言中表示，「人逃避成為激進的（全然委身、全心投入之意）門徒

最常用的方法，就是......逃避需要付代價的服事。」作門徒是要付代價的，使

別人作門徒要付上更大代價，但不參與門徒訓練要付上最大的代價！ 

 

  保羅也注重門徒傳承和倍增，他訓練了提摩太及其他門徒，他對提摩太

的臨別贈言是：「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我所教導的，也要交託給那忠心而

又能教導別人的人。」（提後四 2）在此我們看到四代門徒的傳承：保羅、提

摩太、忠心又能教導別人的人、別人。在門訓方面很有恩賜的新加坡聖約播

道會前堂主任曾金發牧師（Edmund Chan），服侍了聖約播道會 25 年之後，

交棒給兩位他門訓多年的牧師繼續牧養及帶領教會。其實在曾牧師卸任前幾

年，他已提出並定下一個為期 30 年的繼任計劃 — 直至第三代主任牧師，

因為曾牧師相信領導力的真正考驗在於第三代。曾牧師的實踐是藉門徒訓練

和倍增為教會預備未來的領袖和接棒人。我期望您受聖靈感動，作主門徒、

訓練門徒、倍增門徒，忠心地執行大使命才安然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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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計劃，超過人的籌算          Patrick Lee（匯豐總行星期二小組） 

每次參與「香港啟發」舉辦的啟發課程，我也希望在短短十多個星期內

可以親眼目睹未信的朋友受聖靈感動、認罪接受耶穌基督作為救主。這是何

等的美事！ 

 

在今年初，我與小組的弟兄姊妹參與由「金融團契」和「香港啟發」合

辦的「金融業線上啟發」，我們負責帶領匯豐小組的參加者一同討論，當中

有不同的匯豐小組都積極參與，而其中旺角小組帶來了不少未信的慕道朋

友。原定最後一次的啟發週末，應是收割的聚會，但因疫情的緣故，需改為

濃縮在一個小時內進行，時間有點匆忙，雖然當天並沒有參加者決志，但我

們深信撒下的種籽，必有收成的一天。 

 

神的工作確實奇妙，祂的計劃往往超過人的籌算。在這次「金融業線上

啟發」聚會中，我聯繫上一位銀行客戶經理，之前是負責我的銀行帳戶，但

我們素未謀面，他現已轉職。這次聚會讓這位自稱並不太屬靈的舊同事弟

兄，認識「香港啟發」的工作，並對我們討論的題目也產生興趣。 

 

此外，一位經常參與星期二及星期三小組的匯豐同事剛剛受洗了，在他

信仰成長的路上，也參與了兩次啟發課程。這令我體會到參加啟發課程的主

角不單是神和慕道的朋友，更是每一位出席的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回想

起來，我對職場事奉的信心，也是始於 2020 年末參與啟發課程，神透過其 

雲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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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姊妹的事奉，激發我事奉的信心和熱心。神的靈在每個人身上都有祂奇妙

的作為。 

 

「耶和華說，我的意念，非同你們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們的道路。

天怎樣高過地，照樣我的道路，高過你們的道路，我的意念，高過你們的意

念。」（以賽亞書 9-55:8 ） 

 

 

 

1. 由律師團契主辦及金融團契、會計師團契、商區福音使團、香港學園傳

道會、香港啟發等協辦的「信仰與工作」網上講座系列，由 7 月 22 日

至 8 月 26 日，連續六個星期四中午於網上舉行，已順利完成，約有

435 人次參加，感謝主的帶領。 

 

 

金團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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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團契於 8 月 21 日的週六團契聚會「A light in the darkness」，邀

請了香港世界宣明會總幹事馮丹媚姊妹和她的事奉團隊分享，包括該

機構的歷史，在香港籌

募款項的用途等。他們

亦於 2020 年與七間服

侍本地基層和弱勢社群

的機構合作，將防疫物

品送給有需要的家庭、

清潔工人和無家者等。

當日有 30 位肢體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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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金融團契在 8 月至 11 月的週五團契舉辦「按真理工作」講座系列，我

們於 8 月 27 日（星期五）晚舉行了第一講，主題為「如何面對惡頂上

司和同事」，由林綿興傳道主講。他分享了四大原則,如何面對工作困難

及難相處的上司，分別是辨識核心問題、尋求真理、聆聽內在的聲音和

找出另類的選項，參加的肢體有 27 人。歡迎大家繼續報名參加 9 至 11

月的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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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今年我們推動「1 傳 2」傳福音行動，鼓勵大家向未信主的同事朋友傳

福音。中秋節快到，金融團契特此免費送上 200 盒「愛心月餅」給團

友及小組弟兄姊妹，轉贈給福音對象，並藉此機會傳揚福音、分享主

愛。這些月餅是由金融團契的一位姊妹親自用心製造，美味及獨一無

二。每盒有兩個迷你月餅，有白蓮蓉、紅豆、綠茶…等味道，盒內附送

福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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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金融團契將於 23/10/2021（星期六）舉辦退修會，主題是「靈深•寧

心之旅」，詳情請見以下宣傳單張： 

      

 

 

 

 

 

 

 

 

 

 

 

 

 

JPM 小組將於 9 月至明年 2 月份舉辦 Alpha 啟發課程，求主帶領肢體 

努力邀請未信主的同事參加，也感動參加者能透過這聚會認識主。 

 

小組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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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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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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海地地震救援及阿富汗人民祈禱，求主賜下平安。求主賜智慧給海地

的政府和前線救援人員，幫助他們有效地施行救援及之後的重建工作；

求主施恩讓受傷的得醫治、失去家人和家園的人民得安慰和幫助。為阿

富汗的局勢祈禱，求主止住當地的恐佈襲擊、殺害當地的人民，求主掌

管當地政府領袖的心，賜智慧和愛心給他們能有好的管治，帶來平安，

也拯救幫助受逼迫和身陷險境的人民。我們同心為身處海地和阿富汗的

宣教士和神的子民祈禱，求主保護和加力，堅固他們的信心，使他們能

在艱難中依靠主傳揚福音，讓更多人得著永生的福氣和真正的盼望。 

3. 為肢體們參加「1 傳 2」和「愛心月餅」傳福音的行動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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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為「按真理工作」講座系列祈禱，求主使用各位講員的信息，讓我們更

認識神的旨意，在職場裡靠主勝過考驗，活出召命榮耀神。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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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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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中記載有三隻動物曾經說話，它們是誰？（答案下期月訊分解） 

 

上期問題的答案：（《啟示錄》七教會中，主唯一提名表揚的是誰？） 

安提帕（啟 2:13）。這名字的寓意是「勇敢為基督的緣故站住抵擋一切」，主

耶穌稱他是忠心的見證人，當時別迦摩是亞西亞第一個敬拜羅馬皇帝的廟的

所在地，是敬拜皇帝的中心，在這裡，對主忠心不是容易的事，最終只會被

處死，安提帕是為主殉道的人，「見證者」的希臘文，後來演變成英文「殉道

者」的意思，即以生命來見證他的信仰。（參考：鮑會園：《天道聖經註釋 – 

啟示錄》。香港：天道，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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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