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從我們接受基督耶穌成為我們生命的主那一刻起，我們就跟從著一套和世
界不太一樣的標準來生活。這套標準也讓我們面對不少工作上的抉擇，透過幾位
弟兄的分享，讓我們看見在工程界內基督徒普遍遇見的信仰掙扎。萬得康牧師帶
出要以聖經教導為我們生活的依歸，才可在這一切可變幻的時代中站立得穩。工
程團契除了在地盤裡努力傳福音外，也不斷鼓勵工程界內的基督徒在辦公室裡成
立團契小組。今期我們訪問了URS 工程顧問公司的團契小組，期望業內有更多
基督徒小組聯絡我們，讓我們能夠在這裡介紹你們。如沒有小組的話，我們十分
樂意和你們合作，發展一個屬於你們的基督徒小組，共同構建神的國度。   
主席賀詞 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2014 年新的一年緊隨著聖誕鐘聲來臨，我是滿懷著喜悅和感恩的心情，向大家送上祝福！      在過去一年團契於各方面的工作上，都在獲得你們密切的關心和大力的支持下，得以穩健地成長。在此，我謹代表團契同仁向大家表示衷心的謝意。      新的一年開啟新的希望，我深信在上帝的帶領下，團契未來的發展必然會更加豐盛蒙恩。讓我們一起繼續努力在業內「作見證」、「傳福音」、「建平台」，共建神的國度！      懷著新年依始的歡欣，我和團契同仁在數算主恩之餘，謹祝各位新年快樂，事主蒙福！ 岑鎮堅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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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實踐的指令？ 耶穌說我們是「世上的鹽、世上的光」，對基督徒而言，這是一個相當耳熟能詳的教導，然而我們該如何達成並帶來信心的果效呢？我們訪問了五位來自工程及建造業界的弟兄，他們在他們的專業上各擔當著不同的崗位，有老闆、員工及公務員。這幾位弟兄無論是在私營機構或是在政府部門的崗位上，都面對著許多工作上的掙扎和壓力。透過他們的分享，有助我們省察如何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裡，藉著我們的好行為活出基督的信仰，把掙扎和壓力轉化成為積極和盼望的正能量，好使我們能活出豐盛的人生。同時亦邀請到基督教宣道會宣基堂堂主任萬得康牧師從聖經、神學和基督教倫理思想如何面對職場處境。 
信仰原則是否過時？ 基督信仰一貫而來都以聖經作為道德行為操守的準則，然而聖經的編纂是經過一千六百多年才完成的，至今已有幾千年的歷史了，所以當我們面對現今的科技、文明、人權、自由、平等主義等的環境，它的制度、法則與幾千年前的，早已形成了一段距離──傳統道德被受冲擊、道德價值模糊、沒有絕對的對與錯──活在這種的世代裡，聖經裡的信仰原則是否仍然適切應付當下時代所需呢？基督徒又如何持守信仰、活出生命、見證基督呢？ 

職場迷信 在職場上，我們或許會面對著許多大大小小的迷信，像在工程建造業裡，他們認為在建造隧道時，是不允許有任何女性參與，因為深信這會替他們帶來不幸。但作為基督徒，當我們面對一些似是而非的職場迷信，又該如何自處？對於來自工程及建造業界的弟兄們來說，他們一致認為應當遵行十誡的吩 

     咐，像是「不可跪拜偶像」，因為我們的上帝是忌邪的神，可是當我們面對著職場上許多複雜的因素，要持守純正的信仰，的確不是一件易事，不過弟兄們都堅持拒絕參與偶像祭祀等的宗教活動或儀式，但卻會尋找機會，主動解釋不參與的因由，從而向未信的人傳講福音。  迷信──根據牛津詞典，它是對一些思想、行為無法用合理的理由或定律來解釋，並且是很多人持有而無充分根據的說法，這使人傾向於「盲目的相信、不理解的相信」，無形中帶來一種盲目的恐懼，能以轄制人，使人陷入其中，如此，我們就容易「被一切異教之風搖動、飄來飄去、就隨從各樣的異端。」（弗 4:14）然而，耶穌說，我們當認識真理，因為真理必叫我們得以自由（約 8:32）。 
以基督的心為心 處身於經濟掛帥的世代下，現今信徒真實地在職場上面對嚴峻的信仰挑戰──職場上對與錯的抉擇、誠實與造假的誘惑、公義與利益的問題──他們是否真能以基督的心為心，追隨聖經的教導，不做那暗昧無益的事，不行詭詐、不謬講 神的道理？  此次受訪的弟兄們是人們眼中的正直人──理性、愛上帝，然而一旦遇到辦公室政治，使個人的地位、利益與權位受到威脅時，他們都直言不諱地承認，當個人靈修不足，與上帝關係疏離，偶而也會失足，與世人一樣隨從自己的私慾，取悅人、聽從人，多於討上帝的歡心，按上帝的心意行事。甚至乎有時太過高舉正義的旗幟，而忘了去體恤他人的感受、了解實際的環境，就造成了不必要的爭競、嫉妒與紛爭。  



 

然而 神原是呼召我們過一個「成聖」的生命──「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雅 3:2）由此看來，「生死在舌頭的權下、喜愛他的、必喫他所結的果子。」（箴 18:21）可是我們怎麼能勒住自己的口，止息在職場上的「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耶穌說，人「心裡所充滿的、口裡就說出來」（路 6:45），所以，我們的心當常常被神的話語所充滿，並且「要棄絕那世俗的言語、和老婦荒渺的話、在敬虔上操練自己」。另一方面，我們要明白，「信道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羅 10:17），故此，我們心裡所充滿的，乃在於我們怎麼聽，所以保羅提醒我們「不可聽從荒渺無憑的話語、和無窮的家譜．這等事只生辯論、並不發明 神在信上所立的章程。」（提前 4:7; 1:4）使人曉得智慧和訓誨，分辨通達的言語的箴言也切切的教訓我們說：「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出。」（箴 4:23） 
誰在掌管 我們當曉得職場裡的「仇恨、爭競、忌恨、惱怒、結黨、紛爭」等，皆因罪藉著一人入了世界，人就隨從今世的風俗、順服空中掌權者的首領，體貼肉體、與 神為仇，也不服 神的律法，因為不知道 神的義、想要立自己的義、就不服 神的義了（羅5:12；弗 2:2；羅 8:7；羅 10:3）。保羅多番提醒基督徒，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弗 6:12）所以縱然我們「在血氣中行事、卻不憑著血氣爭戰．」（林後 10:3）面對職場上的爾虞我詐、權謀私慾、貪贓枉法的事，傳道者說：「行你心所願行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知道、為這一切的事、 神必審問你。」（傳11:9）因此，我們當立定心志，恆久靠主，脫去從前行為上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舊人（弗 4:22），既然知道 神必審問一切的事，「為甚麼不情願受欺呢？為甚麼不情願喫虧呢？」（林前 6:7）凡事「不

要自己伸冤、寧可讓步、聽憑主怒．因為經上記著、『主說、伸冤在我．我必報應。』」（羅 12:19）  所以，縱使你在職場上的職位出現多大的升跌，工作中有多少陰險狡詐、恃才傲物的人，我們萬不要「因那道路通達的、和那惡謀成就的、心懷不平」（詩 37:7），要不然這就會成為我們生命中的枷鎖及網羅，要曉得「惟有 神斷定，他使這人降卑、使那人升高。」（詩 75:7）當我們知道 神掌管萬事，「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來 12:1），並享受從 神而來的自由──「主就是那靈、主的靈在那裡、那裡就得以自由。」（林後 3:17） 
後感 感謝受訪弟兄們的坦誠分享，雖然他們仍然處身於艱難的環境中，但依然堅持選擇走上一條艱辛的信仰路，這當中，他們不時要儆醒、省察，一旦走錯了方向，就要從失敗中去學習！他們不單單聽道，還要行道，藉上帝的話語在自己的工作崗位上見證 神的恩典與信實。  你的選擇又如何？寧可忠於自己、與世界妥協、還是單單順服那位愛你、救贖你的神？      續下… 2014 團契聚會年歷 月份 聚會 日期 1 月 祈禱會 1 月 14日 2 月 農曆新年團拜 2 月 11日 3 月 地盤事工 - 禧福分享 3 月 18日 4 月 會員週年大會 / 祈禱會 4 月 15日 5 月 區域小組會（(灣仔) 5 月 20日 6 月 培靈會 6 月 17日 7 月 區域小組會（(何文田) 7 月 15日 8 月 祈禱會 8 月 19日 9 月 佈道會 9 月 12日 10月 辦公室小組分享 10月 17 日 11月 大學團契及事工分享 11月 18 日 12月 專題講座+聖誕感恩會 12月 16 日 



  
 

 

 

 

續上… 

如何面對職場上的種種抉擇？上文已經清楚交待，作為基督徒，理當向神效忠，
以聖經教導為依歸，雖然人在江湖，卻不隨波逐流，反要作鹽作光，見證基督，
榮耀神。 

正如彼得、約翰說：『聽從你們不聽從神，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們自己酌
量吧！我們所聽見的不能不說。』徒 4：19-20 

以下有三方面可以讓大家參考：- 

一） 面對聖經有明顯的對錯，黑白分明的處境指引時，我們就當勇敢選擇聖經
明確的立場，縱然你的同事和你的看法不同。 

『我差你們去如同羊進入狼群，所以你們要靈巧像蛇，馴良像鴿子。』靈巧指的
是 EQ，馴良指分別為聖，主場堅定。如文中提到職場迷信，開工要先拜偶像，
保平安，但基督徒仍要立場堅定，不參拜、不吃祭物，但也毋須指責非信徒的行
為，同理引申在職場中常遭遇的風水擺設問題，可能是同事或上司要求你也參與，
基督徒同樣需要溫柔但堅定的表明立場。因為聖經已有清楚的指引。十誡的第一、
二誡已清楚說明當敬拜獨一真神，另外申 7：25-26、18：9-14。當然，禱告的
預備是必不可少的，因為迷信觀念行為的背後是撒旦迷惑的工作，所以我們其實
是參與一場屬靈的爭戰，因此，爭戰的兵器是屬
靈的全副軍裝。參弗 6：10-18、林後 10：3-5
節 

 二）當面對聖經沒有明確相同處理的指引時，當
如何抉擇？ 

當然，聖經記載的歷史、文化和今天相距幾千年，
文化處境迴異，但神在聖經中啟示的真理、道德、
倫理的價值觀卻絲毫沒有轉變，律法誡命的精神
和原則歷久彌新，處境可變，但原則卻永不改變。
『他叫我們能承當這新約的執事，不是憑著字句，



乃是憑著精意；因為那字句是叫人死，精意是叫人活。』(林後 3：6) 法利賽人
只追求字面的要求，卻忽略律法的精神而受主的責備『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
是公義、憐憫、信實，反倒不行了。』太 23：23下  

十誡總結了神頒佈的所有律例典章的精神，總意是要信徒懂得敬畏神、愛神和愛
人，這是神兒女當盡的本份。申 6：2-5 

常有人質疑：聖經沒有明確白紙黑字記載不可賭博、吸煙、醉駕、上網、打遊戲
機、投機炒買等…，因此，認為這些活動是沒有律法禁止的。而處理的方法就是
按誡命的精神和敏感聖靈的提醒，聖經說：『從前你們是暗昧的，但如今是光明
的，行事為人就當像光明的兒女，光明所結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義、誠實，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弗 5：8-10  

因此，當你要作某些抉擇或參與某些活動時，卻感到內心不平安，就當停下來，
先禱告。可以根據 詩 138：23-24節禱告，尋求聖靈指引，或尋求牧者意見。 

三）當處境出現了兩種看似對立的聖經原則時，應如何取捨？ 

以說謊為例，聖經有明確禁止說謊的經文（利 6：3、19：11；西 3：9）但卻
有另一些經文好像支持人說謊，甚至讚許為有信心的人，以妓女喇合為例（希
11：31 ）。 

為了避免斷章取義，錯解錯用經文作為不法行為的支持。我建議當面對這種處境
時，最好先審察作事的動機和出發點，目的是為己利益，還是為神和真理；這決
定叫神的名得榮耀還是羞辱；是拆毀還是建立。最後，在人際關係中，可以應用
這節經文：『所以無論何事，你們願意人怎樣待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待人，因為
這就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 (總綱)。』(太 7：12) 愛就是不加害於人。假如我們
能堅守以愛勝恨，以善勝惡，甚至甘願犧牲，神的名就得榮耀了。   

 

  



走出去                                      楊仲其董事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ECEF) 一向致力履行「建平台」的使命。我們除了舉辦定期聚會，招聚同業弟兄姊妹互勉代禱外，還嘗試主動接觸不同的工程界基督徒群體。這樣走出去，不單可以推廣 ECEF 的異象與使命，而且能夠了解業界基督徒小組的切實需要。  感謝神的預備，ECEF 於本年 9 月 3 日，參與了 URS 工程顧問公司團契 Care Group 的活動。當天，ECEF 幾位董事代表，出席他們中午舉行的團契聚會。那天聚會在 URS 公司總部的會議室進行，共有 17 人參加，我們一同共晉午餐、唱詩敬拜、彼此分享和代禱。  神恩豐厚，ECEF 負責帶領詩歌，同心敬拜主，展開團契聚會；Care Group 則預備了健康美味的午餐盒，讓眾人同享。大家一邊用膳，一邊交通，在神的恩典中，並融和的氣氛下開懷分享。  神讓我們向 URS 的弟兄姊妹簡介 ECEF 的背景與理念、異象與使命，見證神如何凝聚一群工程界基督徒，奇妙地帶領 ECEF 的成立，走上共建神國度的路程。幾位 ECEF 代表亦個別分享自己在其中事服侍的感恩點滴。  感恩不盡，Care Group 亦見證神如何在 URS 建立這基督徒小組，多年來使用他們藉着關懷身邊的同事，流露基督的愛與真理。神確實祝福 Care Group，不斷增長和擴展，並分佈辦公室以外不同的工程地盤。  在交談時刻，ECEF 與 Care Group 共同探討帶動辦公室小組的機遇與挑戰，坦誠交流成功與碰壁的經驗，並分享在過程中神的憐憫與恩典。大家在席間彼此勉勵，互相得着鼓舞，可謂獲益良多。  但願神讓 ECEF 在未來透過更多機會，甚至不同模式，與各工程界基督徒群體接觸、交流與協作，共同在業內為主建築神的國度。 
   

 



關心院校事工                                梁沛基先生 一直以來，工程團契希望可以聯繫各院校內的小組，讓同學了解工程團契的異象和使命，並且透過工程團契，讓同學於畢業前，認識在職場中的事奉機會。  在2013年11月22日晚舉行之工程團契每月聚會，主題為「院校聯絡工作」。當天晚上，我們很高興邀請到幾位 PolyU 小組的弟兄姊妹前來分享。藉著詩歌、小遊戲、分享和祈禱，增進了在職弟兄姊妹對同學和院校小組間的互相了解。此外，在我們向同學介紹工程團契事工的同時，也得知同學們於校內也很努力地傳福音，並且設有門徒訓練小組，可見神使用不同地方的弟兄姊妹為祂作見證，對我們有很大的激勵。盼望日後可以接觸更多工程系的同學，於 ECEF 平台上彼此聯絡，為福音同心努力！ 
 

 

福音晚餐佈道會簡報     

 

福音晚餐佈道會簡報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本年度的福音晚餐會，於 2013 年 10 月 18 日假座
灣仔名爵酒樓舉行。誠蒙唐榮敏牧師應邀為佈道講員，譚志源先生為分享嘉賓。
在神的恩典下，是晚反應良好，當晚參加者共 325 人，其中表示慕道、決志或
回轉人數共 20人。願將榮耀歸給天上的父神。阿們！ 
 

 



 
 
 

 
 
 
 
 
 
 
 
 
 
 
 
 
 
 
 
 
 
 
 
 
 
 

        
 
 

 

支持我們  本人願意為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奉獻，支持你們的事工。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先生/女士/小姐    公司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奉獻請以劃線支票，付予抬頭人「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有限公司」（Engineering & Construction Evangelical Fellowship Ltd），並請寄回：香港沙田中央郵政局郵政信箱 520號（P.O. Box No. 520, Shatin Central Post Office, H.K.）  2 亦可直接存入中國銀行戶口 「012-811-00041607」，並請將入數存根寄回或電郵至：info@ecef.org.hk  3 如欲採用自動轉賬方式定期奉獻，可直接與所屬銀行安排，每月將奉獻存入 ECEF 中國銀行戶口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 神所喜愛的。」﹝林後9：7﹞ 

 

 

2013 年 1-10 月財務摘要 奉獻收入                                HK$ 經常費                        117,790.00 會員費                          1,600.00         地盤事工                          50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0.00 福音晚餐                        4,000.00 每月聚會                            0.00 神學資助                            0.00 總收入                                123,890.00  項目支出           經常費                         49,513.43 地盤事工                        4,00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1,875.00         福音晚餐                      107,280.00         每月聚會                        1,869.40         出版印刷                        1,460.00         神學資助                       18,000.00         對外奉獻（十一奉獻）                0.00 總支出                                183,997.83 
盈餘（不敷）                      （60,107.83）

2013-14 財務預算  項目預算支出   
� 福音聚餐  - HK$100,000.00  
� 團契聚會  - HK$  6,000.00  
� 地盤及 辦公室事工 - HK$ 15,000.00  
� 神學資助  - HK$ 24,000.00  
� 對外奉獻  - HK$ 20,000.00  
� 出版及 行政費用  - HK$ 85,000.00   

籌款目標為港幣二十五萬元正 
（HK$25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