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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的話 

投靠神的人                       陳秀芬傳道（金融團契傳道人） 

曾看過一個故事，當雛鷹漸漸長大要學習飛翔時，鷹爸爸就在巢窩上展

翅飛翔幾天，讓雛鷹看出飛翔的姿勢後，牠就搖動巢窩，把雛鷹從巢窩裡踢

出去，雛鷹就開始往下沉，這時牠們就拼命地拍自己的翅膀，卻是越拍就越

下沉，但在最危險的時刻，鷹爸爸猛力撲下來，把雛鷹接住，背在自己的兩

翼之上，又把牠們帶回到巢窩裡。這樣上上下下多次，雛鷹們悟出了道理，

知道不需要掙扎，即使往下沉也不會跌死，因為鷹爸爸一定會來接住牠們的，

於是在不掙扎的時候，反而只要展翅，順著氣流，就開始浮動在天空中，也

能自由飛翔了。其實信徒在逆境中不斷掙扎往往使我們沉得更深，當我們願

意仰望神，信靠祂給我們的智慧和力量，順從祂的帶領，必定能在「逆境」

中翱翔，經歷真正的平安和盼望。 

聖經裡提到大衛曾被掃羅王追殺，他曾逃到迦特王亞吉那裡，在他面前

裝瘋，被他趕出去，就寫了詩篇 34 篇，頌讚神的救恩。在 1-10 節大衛大大

稱頌神，感謝祂的拯救。因為大衛確定他得以逃離亞吉的手，不是因為他扮

瘋癲扮得神似，也不是因為他有智慧想到這樣做，而是神垂聽他的祈禱，救

他脫離一切的恐懼和患難。大衛體會到倚靠神，得蒙祂及時的拯救，經歷神

的同在，他就有光榮。如果我們不懂感恩，很多時把著眼點放在自己的困難

或挫敗，便感到蒙羞和沮喪，但仰望神將眼目放在神身上，發現神奇妙的作

為和帶領，就有喜樂。有一位作家分享：“ Give thanks isn’t living in denial of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it’s choosing to turn to God in the midst of them.  
Gratitude makes sense of our past, brings peace for today, and creates a 

vision for tomorrow. ” 大衛不單在患難中感恩，而且他樂意和別人分享自己

投靠主和經歷神的經驗，使其他人也能分享到這美好的經驗，成為依靠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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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的人。在艱難的時期，在小組裡我們除了彼此代求外，不要忘記一起

數算神的恩典，彼此鼓勵。 

除了感謝神，也要敬畏神。在 11-14 節，提到我們要敬畏神，就是有敬

愛祂的心和順服祂的教導。大衛分享到敬畏神得享存活、健康長壽和美福。

因此在消極方面，我們要禁止舌頭不出惡言，嘴唇不說詭詐的話。詭詐的話

是指說話不忠實，對人做成損害。人因口所結的果子，必享美福；奸詐人必

遭強暴（箴十三 2）。原來奸詐或詭詐的說話是一種暴力，而這種暴力最終會

反過來傷害自己，因此詭詐的話傷害別人，也傷害自己。在積極方面，我們

要離惡行善，尋求和睦。而彼得前書引述這段經文時，就提到「不以惡報惡、

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彼前三 9 上）「只要心裏尊主基督為聖。有人

問你們心中盼望的緣由，就要常作準備，以溫柔、敬畏的心回答各人。」（彼

前三 15）有一位肢體一直有心志在職場裡傳福音，他在工作裡曾遭受同事

的毀謗，雖然心感難受及委屈，但他仰望主，心存敬畏神的心，活出美好的

見證。很奇妙的有同事因他的見證受感，於是肢體抓緊機會向他傳福音，感

謝主帶領他信主。在職場裡，我們有沒有存敬畏神的心，為主作見證？有否

常作準備去傳揚福音呢？讓職場被福音轉化，帶來真正的平安。 

當我們敬畏神，以善勝惡，有時看似「蝕底」。但詩人卻認定投靠神的人

是有福的，因為神是一個施恩給義人的神。在 15-22 節，神願意親近義人，

看顧和聽他們的呼求，也安慰和醫治他們的心靈，赦免他們的罪。義人並不

是指道德上毫無缺失，而是他們承認自己的無助、無能和軟弱，在面對攻擊

或受苦，感到傷心破碎時，願意歸向神，尋找神的安慰和力量，或是他們因

犯罪而痛悔，願意認罪悔改，遵行神的旨意。惡人就是堅持不悔改的人，神

向他們變臉，他們最終走向滅亡，無人會記念他們。而且詩人認定神掌管一

切，義人雖然受苦，但神必拯救，20 節是預言耶穌基督的死，被釘十字架，

兵丁見他已經死去，就不再打斷他的腳骨，這顯明神的保守是奇妙，祂的智

慧和大能是可畏，更重要的是耶穌基督受死復活為人成就救恩，使投靠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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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抗逆                    Andrew Chung（金鐘 A 組） 

疫情維持了兩年多，期間教會聚會或公司小組聚會也受到影響，部分實

體聚會暫停，而我們公司的小組聚會至今仍以 Zoom 進行，不同的服侍需

要改變形式或被迫暫停，人與人交往的關係也疏離了。疫情考驗信徒生命的

韌力，挑戰面對逆境的調適能力，也使人反思逆境究竟是阻礙上帝的工作，

還是帶來新的契機，這是我們作為跟從神的門徒需要面對的問題。 

雲彩見證 

人不至滅亡反得永生。今天我們選擇敬畏神，勒住自己的舌頭，追求和平，

得享美福，還是成為惡人，口裡詭詐苦毒，害人害己，被定罪走向滅亡？ 

我們在患難中要等候忍耐，一點不是容易的事，求主施恩給我們，又讓

我們常常感謝神，數算祂的恩典；敬畏神，遵從祂的法度；投靠神，信靠祂

的保守和拯救。「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

福了！」（詩三十四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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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中早期教會的歷史為我帶來啓發。耶穌復活後，門徒領受大使命

（徒一 8），耶稣被提升天後聖靈降臨（徒二 1-4），聖經中未有記載教會制

定了什麼策略去完成耶穌頒布的大使命。但隨著司提反殉道，大逼迫很快臨

到，環境的轉變超出人所能預計。出人意表的是，當耶路撒冷的教會大遭逼

迫，那些分散的人往各處去傳道（徒八 4），逼迫不能阻止上帝的作為，教

會在風雨中茁壯成長，信徒逃難四散卻同時實踐大使命。 

  讓我體會到不變的上帝既在歷史中掌權，在今天特別的環境中，祂的大

能仍然能夠勝過一切困難，重要的是我要按著上帝的感動突破自己，回應在

這個時代裏上帝在我生命中的計劃。今年三月，看到疫情中隔離的低收入家

庭面對斷糧及缺藥的境況，神感動我憐憫他們的需要，於是報名參與了金融

團契「愛心速遞員」的服侍。當中我實在體會到上帝憐憫弱勢群體，叫我有

憐憫的心，透過我送糧和藥的微小行動，讓受助家庭得到主的看顧及平安，

這也是福音的表達。期間我的心悸症狀復發，醫生吩咐我需要特別小心，避

免感染疫症，感恩上帝幫助我，在每次服侍中得著力量，克服心裡擔憂和身

體軟弱，經歷服侍的喜樂。疫情至今仍然反覆，我的經歷卻叫我確信，在逆

境中不忘滿有大能的上帝正在掌權，當願意回應上帝的呼召走出安舒區，不

論環境如何，必能夠經歷上帝的同在，看到祂的作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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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週六團契於 9 月 3 日已舉行了戶外週 – 閒遊「龍門郊遊徑」。由荃灣

川龍起步，沿着山腰

至城門水塘引水道。

團友沿途欣賞風景

及彼此相交，樂也融

融。 

 

 

 

 

 

 

 

 

 

金團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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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週五團契已於 9 月 23 日晚舉行了「以道立己」系列 – 聽道，由陳秀

芬傳道主講，她分享了靈修、崇拜聽道和查經的正確心態、方法和掌

握的技巧等等。有 24 位肢體參加，他們都踴躍發問和互相交流，得著

益處。10 月和 11 月我們會繼續這系列的講座，貼地和實際地學習明

道和行道。詳情請參閱宣傳單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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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的新網站已於 9 月 26 日正式 Soft Launch，以全新面貌與大家

見面。網站增設「註册」及「登入」功能，團契日後的聚會及活動都

會透過網上報名。更重要的是，各小組將擁有自己的網頁，可藉此更

好管理小組的聚會／活動，更便捷地把有關消息發放予組員。我們期

望新網站能有助細胞小組的發展，成為弟兄姊妹的屬靈資源。 

歡迎大家到金融團契新網站「註冊」成為使用者，體驗全新面貌的網

頁。請按此到 金融團契網站 https://www.fsefhk.org 瀏覽。 

 

 

 

 

 

 

 

 

 

 

 

 

 

金融團契網站
https://www.fsefhk.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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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們將於 10 月 15 日（星期六）舉行「心思『詩』渴想神」退修會，

邀請了張智聰博士（中國神學研究院聖經科副教授兼教務長） 前來分

享，如何藉思想詩篇而親近神，從而從新得力。尚餘少量名額，請從速

報名，詳情請參閱宣傳單張。 

 

2. 金融團契擬購置會址，地點坐落在九龍觀塘區內的一個單位，我們需籌

募啟動的費用為 750 萬元，感謝肢體的奉獻支持，但現在仍尚欠 200

萬元。若您認同我們的使命和事工，懇請您支持我們購堂，請填妥金融

團契建堂認獻表。 您所奉獻的一分一毫，相信會成為積於天國的財富。 

 

https://forms.gle/cGs71fNr9r73M2S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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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們將於 11 月 4 日（星期五）晚舉辦「盼望在永恆」佈道會，邀請了

何志滌牧師分享信息，前藝人陳嘉賢傳道分享生命見證（其女兒一歲時

曾患血癌）。詳情請參閱宣傳單張。 

1. 為「以道立己」系列講座和退修會的籌備工作祈禱，求主使用聚會建立信

徒的屬靈生命。 

2. 為「盼望在永恆」佈道會祈禱，求主使用何牧師和陳傳道的信息和見證，

也感動肢體把握機會，努力傳揚福音，讓更多人得著拯救和盼望。 

代禱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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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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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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為金融團契籌募金錢購買會址祈禱，求主感動肢體回應神作出奉獻，同

心建立神的家。 

4. 為俄烏戰爭繼續祈禱，求主憐憫，讓戰爭能早日止息，賜下平安。讓更多

人能認識主，得享真正的盼望和平安。 

奉獻方法 

mailto:fsefhk.org@gmail.com
https://fsefhk.org/
https://fsefhk.org/financia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