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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以史為鑑，免得跌倒         樓恩德牧師（銀行團契顧問牧師） 

 

「你們也不要發怨言，像他們有發怨言的，就被滅命的所滅。他們遭遇

這些事都要作為鑒戒，並且寫在經上，正是警戒我們這末世的人。」（林前

10:10-11）。民數記記載了以色列人蒙神拯救，脫離埃及為奴之家，經歷神的

保護、供應和看顧，本來可以進入神賜福的應許地 — 迦南，但因着忘記恩

典之主，放大眼前的困難，出於不信神的惡心，離棄獨一施行拯救的神，口

出淫言及怨言，結果除了迦勒和約書亞，那些成人、發怨言的人，沒有一個

得享神的安息。（參閱民數記十三、十四章） 

 

  在這一段以色列人面對瘟疫危機的記載，我們能否引以為鑒，免得跌倒？ 

 

（一） 世人在順境或許會自鳴得意，但當逆境出現便沮喪憂慮，或因私慾未

能滿足，當面對環境不滿便怨言載道。信徒也是活在同樣的世界中，雖然說

有神，相信永恆，但情況亦好不了多少，否則何以蒙神拯救離開埃及的以色

列人，仍進不了神所賜的安息之地？因為順境日子，不少信徒容易得意而疏

忽向神感恩，由於不常數算主恩，當面對逆境之際，他們會怪責或不滿神未

能滿足他們私慾的渴想。人生的理念，因面對環境或對人的不滿，負面情緒

帶來的措詞、責怪、怨憤、怨言便流露，由心而發，表面是向人，而心底是

不信的惡心，因為私慾懷胎生出來的罪，把他們與神隔絕。昔日以色列人忘

記倖免於十災，在紅海的經歷，活水、嗎哪的供應，又有輕信、誤信、不信

領袖的惡信，把領受了的恩典忘記，把面對的難處誇大，怨言載道，只是情

緒失控嗎？還是埋怨神沒有達到他們的渴想？我們今日處境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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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色列人不信的心已存在，而促使他們發怨言、埋怨神、責怪摩西

的導火線，竟然是來自他們的族長，十二位支派領袖，他們是具有過人能力，

也是被揀選而又有影響力的人。四十天的勘探任務完成，十二位回來作了同

樣的報告。請留意，他們的任務是觀察，取實物為證，十二人都忠實地滙報

迦南是好地方，何以當他們如實報告後，會使以色列人發出怨言（民 14:1）？

問題出自報告後的建議，約書亞、迦勒銘記神的恩典，相信昔日保守，今日

仍引導，「......我們所窺探經過之地是極美之地。耶和華若喜悅我們，就必將

我們領進那地......」（民 14:7-8）；但那十位領袖說：「...... 我們不能上去攻

擊那民，因為他們比我們強壯......」（民 13:31-33）。這些報告是在事實上加

上個人信念的建議，是具有信心或缺乏信心？對神欠缺信心的人，必找到支

持他的論據，會使人懷疑神，甚至失去信心。 

 

（三） 這場在加低斯幾乎要發生的瘟疫，摩西按神的心意向神禱告，這瘟

疫大災沒有臨到眾百姓，但他們的子孫卻受牽連，而十位報惡信使會眾發怨

言的人，也遭瘟疫死在耶和華面前（民 14:36-37）。 

 

  時代環境不斷變遷，但神永不改變，祂的話語安定在天也不改變。我們

的信心是建基於神的應許，還是建基於迅即改變的時局或資訊？ 

 

「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悅......」（來 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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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mmie Chan（渣打中環小組） 

  實在很感恩在職場上有同心合意的屬靈伙伴，我本是個懶人，但上帝總

讓很多勤奮、有洞察力的肢體，彼此鼓勵，在工作間為福音並肩作戰。今年

因疫情關係，本想停下福音工作，稍作休息，卻接二連三有肢體提出，若身

邊有同事對福音有興趣，就應該抓緊這刻，讓他們認識福音。最後小組參加

了銀行團契舉辦的「金融業 Alpha Anywhere Online」，此外也開始和未信朋

友一起查閱馬可福音。 

  其中一位同事 J，她在啟發聚會和馬可查經聚會都十分投入，一步一步地

更加接近耶穌。J 曾提問︰「為何基督教排它性這樣高？其他信仰不可並存

嗎？」一位弟兄建議我用婚姻作比喻向她解說︰「我對婚姻忠誠，同理，當

我知道上帝是最真最好的，我便不會考慮其他宗教信仰了。」似乎她明白並

十分同意。J 最近表示到，曾是「多神論」的她已再沒有像以往一樣涉獵其他

宗教信仰，她只欠一點跟隨主的決心。期盼這一天的來臨！ 

  另一位是已離職的 S，她曾是基督徒，卻因近年生活忙碌而沒有再返教

會。以往我們對 S 作出各樣邀請，每每都只出席兩、三次，所以我們都很高

興她今次沒有間斷地出席馬可福音查經。最近因著生命中的一些經歷，讓 S

重新認識和投入信仰，她更主動聯絡我，希望我介紹她參加住所附近的教會，

盼望她能重建信仰生命。 

  感謝主！讓這些激勵人心的見證不斷鼓舞著我，讓我們都繼續努力，抓

緊機會，盡力把身邊的人帶到主耶穌面前。 

雲彩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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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由基督徒會計師團契（ACA）發起，銀行團契、基督徒律師團契、工程及

建築業福音團契及建築師規劃師團契協辦的「主愛關懷傳社區 -- 職場愛

心飯券計劃」於九月份順

利完成。感謝神帶領了

227 人決志信主，接觸街

坊 1,089 人，向 425 人分

享福音，也有 223 人願意

接受跟進。                                                                                                                                                                                                       

 

 

 

 

 

 

 

 

 

 

 

 

 

 

 

 

 

 

 

銀團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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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銀行團契於 9 月 18 日（星期五）晚與旺角浸信會合辦網上佈道會，主題

為「看不見的祝福」，由劉永泉牧師分享見證，梁家麟牧師主講信息。感謝

主帶領超過 3,000 人次觀看，有 3 人決志信主，8 人願意接受跟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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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應近年香港的政局風起雲湧，銀行

團契於 9 月 25 日（星期五）晚舉辦了

「政教關係」網上講座，由趙崇明博

士（香港神學院教務主任、神學及歷

史科副教授）主講，分享了信徒如何

按真理面對今天的政治氛圍。有超過

30 位肢體參加。                                                                                                                                                                                                        

 

 

 

4. 銀行團契於 9 月 26 日週六聚會，邀請了陳佩青小姐 (「崇真會社會服務

部」的服務督導主任）和陳秀德

先生（「崇真會福康頣樂天地」

的中心主任）分享，主題是「細

味人生伴同行」，他們介紹了「香

港基督教崇真會社會服務部」的

長者服侍和護理服務，也分享了

和長者相處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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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銀行團契將於 10 月 23 日（星期五）晚上七時半舉行細胞小組領袖交流會，

地點在團契會址實體進行，我們會分享如何更有效支援小組，尤以在運用創

新科技方面，此外我們也會彼此分享小組的需要、最新情況和代禱。我們誠

邀各小組的組長、領袖及組員參加。 

2. 銀行團契將於 11 月 14 日（星期六）舉行禁食退修日營，詳情稍後公佈。 

1. 為香港的疫情有緩和而感恩，求主保守看顧，同時也禱告記念全球的疫情

反覆，求主賜下平安。求主幫助信徒在疫情中堅心依靠主，也抓緊機會傳

揚福音。 

2. 為佈道會的跟進工作祈禱，求主帶領決志信主的肢體能在信仰上成長，投

入教會。也求主感動慕道者願意繼續認識主，早日接受耶穌基督。 

3. 為禁食退修日營的籌備工作禱告，求主使用這聚會，讓肢體們有安靜的時

間，尋求主的心意，被主更新心意，重新得力。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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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omas Wong（銀行高級人力資源經理） 

  三十多年前，我第一份工就是在銀行工作，初時在分行擔任前線服務，分

行離家很近，步行十多分鐘的距離，早上八時半出門，收工時太陽還未下山，

回到家「六時半新聞」還未開始。相比現在，當時真是很早收工。 

  我工作的分行約有 30 人，還有一位「煮飯阿姐」，也是眾人的「大媽」，

到了中午十二時，便會聽到閣樓傳來：「開飯啦！」當等到人齊，我們便一起

舉筷，有講有笑…..充滿家的感覺。飯後，同事們有的午睡、有的外出飲奶茶

或咖啡、到機舖打機、打康樂棋／乒乓球…..等，各適其適。現時的分行，地

方盡用作營業，員工只能拿著飯盒，在一些不顯見的角落用膳，或要外出午飯；

又要計甚麼人均盈利，怎可能請「阿姐」煮飯，連保安員也都外判了，這已演

變為一個追求業績的時代。 

  以前銀行的業務相對較為單一，以存貸、滙款為主，每逢中國人的大時節，

尤是農曆新年前夕，寄返內地的匯款非常多，因長者不識字，職員用人手寫憑

條，匯款人通常加一、兩句祝福問候語，令人感覺溫暖，體會中港兩地的親情。

相比今天中港兩地的親情，似乎產生了劇變。 

  公司每年都會舉辦一天的郊遊或兩日一夜的廣東省遊，每年春茗、國慶都

會舉辦全行晚宴，這些活動，有時可以帶同家人參加，所以同事們的配偶或子

女，都可互相認識。此外，常有接觸的其他分行或部門同事，也能透過這些群

體活動彼此相認。97 年後，我調往人事部工作，當時是半自動化計糧，每名 

新知舊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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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事的薪金都要核對一遍，對於一千名員工的中小銀行來說，員工流動性不

大，一輩子一份工直至榮休，故每位同事的名字，我大致上都記得。而現時銀

行已超過一萬人，不少員工都是年年轉工，已沒有工作的歸屬感可言。 

  時代在變，人心也變，情是冷還是暖？ 

猜燈謎：我全身沒有「神」這字，猜舊約聖經書卷。（答案下期月訊分解） 

上期問題的答案：（猶太希伯來聖經是如何分類？） 

希伯來聖經分成「訓誨書」、「先知」和「著作」。 

「訓誨書」（5 卷）：創世記、出埃及記、利未記、民數記、申命記。 

「先知」（8 卷）：前先知書：約書亞記、士師記、撒母耳記、列王紀，共 4 卷。 

後先知書：以賽亞書、耶利米書、以西結書、十二小先知書併成一卷（何西阿書、

約珥書、阿摩司書、俄巴底亞書、約拿書、彌迦書、那鴻書、哈巴谷書、西番雅

書、哈該書、撒迦利亞書、瑪拉基書），共 4 卷。 

「著作」（11 卷）：詩篇、約伯記、箴言、路得記、雅歌、傳道書、哀歌、以斯

帖記、但以理書、以斯拉-尼希米記、歷代志。 

聖經睇真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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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票抬頭：「銀行同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或 Banking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Ltd. 

◼ 直接存款：匯豐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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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nking Evangelistic Fellowship Ltd.- Development Fund） 

◼ 轉數快：以銀行團契電郵地址作為收款識別碼：befhk.org@gmail.com   

詳細財務狀況，請參閱銀行團契網頁 

奉獻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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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hk.org@gmail.com   網址：www.bef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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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