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第
十

二
期

 
 
 
 
 
 

團
訊

 2015 年第 4季 

【五週年感恩晚會】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自 2010 年 11 月 1日成立至今已有 5年。為回顧神一直以來的恩典和
展望未來的方向，團契於 2015 年 11 月 1 日晚舉行五週年感恩晚會。當晚有敬拜、感恩回顧、
顧問牧師訓勉和主內弟兄姊妹分享等環節。藉著聚會內容，讓我們更清晰神的帶領，繼續關
心業界的需要！ 

動向 

主席的話           
 
在聖誕和新年之際，我們爲著神過去一年賜下的恩典獻上感恩，特
別感謝主保守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度過了五個年頭，也感謝一直
以來關懷團契工作的同業、友好機構及主內各肢體，你們的關心和
支持，為我們帶來極大的鼓勵。 
  
一年即將結束，我們除了數算主恩之外，也繼續向主求恩，激勵我
們努力多作主工，盡忠推展團契工作，期望在來年為天父開拓更多
的禾場，在業界中作鹽作光，一起共建神的國度！ 
  
謹祝各位聖誕及新年快樂，事主蒙福！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主席 
陳志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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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福音晚餐會】              李志安  
 
感謝主！一年一度的福音晚餐會已在 2015 年 10 月 9日順利舉行。從整個過程中，我們
欣喜地看到神如何預備人心及回應我們的禱告。感謝神的預備，是次福音晚餐會所有的餐
枱一早已便被預訂，當晚大約有四百人出席，而參加者當中有很多是未信的同事。 
 
當晩的內容，包括有 ECEF 敬拜隊帶領的敬拜、方恆強伉儷的見證分享和盧龍光牧師的福
音信息。方恆強伉儷的動人見證中講述了神如何奇妙地拯救了他們一家、如何醫治他們在
身體上及心靈上的創傷、以及更深瞭解到別人經歷困難期間的傷痛。 
 
             
盧龍光牧師也分享了一段帶有能力及令人深切反省的信息。他將神的愛如何透過祂愛子耶
穌的死講述出來，觸動了很多參與的朋友。  
當天有七位參加者決志接受耶穌基督為個人救主，當中大部分為年輕人。而有六位參加者
願意回轉歸主，更有十多位未信者希望進一步認識耶穌基督。我們已作出跟進安排。我們
同時邀請各位為上述朋友及其他受感動的參加者祈禱，祈求他們對神的信心繼續增長和與
神的關係更加密切。      

  
動向 

盧龍光牧師祝福決志者 盧龍光牧師分享福音訊息 

方恒強夫婦見證 福音晚餐會現場  



3 

 專題 
  【工程團契的敬拜服侍】     楊仲其(Jacky) 
承蒙主恩，「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ECEF) 今年已成立五週年。記得團契成立初期，
董事們開始籌劃開展各樣事工，其中包括組織敬拜隊。ECEF 所舉辦的各類大小聚會，都
會以敬拜讚美為始；不論是每月舉行的分享祈禱會、個別的培靈會或專題講座，以至每年
都舉辦的大型福音晚餐會，都安排詩歌敬拜在聚會的開首，尊主為大。 
聖經中歷代誌下二十章所記載，猶大王約沙法面對外敵入侵感到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
耶和華向民眾說：「這次你們不要爭戰，要擺陣站著，看耶和華為你們施行拯救，不要恐
懼，也不要驚惶，明日當出去迎敵，因為耶和華與你們同在。」於是約沙法王設立歌唱的
人，頌讚耶和華，使他們穿上聖潔的禮服，走在軍前讚美耶和華，說：「當稱謝耶和華，
因他的慈愛永遠長存！」 
因此，我們都着重 ECEF 聚會開始的敬拜時段。可是，每當籌備敬拜的環節，都會面對
挑戰。由於在 ECEF 活躍的成員或與會者中，略懂彈奏樂器，或具備帶領敬拜事奉經驗
的不算多，所以大部份的每月聚會，都只動用一柄結他作簡單伴奏，引領弟兄姊妹在開始
聚會時唱詩讚美神。在逼不得已的時候，甚至只播放錄音來作和唱。 
自 ECEF 成立五年以來，每年都舉辦大型福音晚餐會，其中敬拜的部份更不可少。2010 年
首次舉行的「誰在建造」福音晚餐會，感謝神預備了一支六人敬拜隊，除了領唱者外，還
有和唱小組，以及結他和琴作伴奏，提升了讚美主的氣氛，叫神得榮耀，會眾亦更容易投
入在敬拜當中。於 2011 年舉行的 ECEF 成立典禮晚會，神更奇妙地供應，讓我們破天
荒聯合三大工程顧問公司，組成了經典的 AAA 九人敬拜隊，樂器備有三支結他、一座琴
鍵，再加上全套爵士鼓，由獻詩小組帶領會眾同心讚美主，讓敬拜神的陣容和樂聲，再進
一步豐富起來。 
 

 

 

 

 

 

 

(下頁續…) 
 

2010 年「神在建造」福音晚餐會敬拜隊 2011 年 ECEF 成立典禮 AAA 敬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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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題 

(… 接上頁)  
不過由於人員的流動，及種種的原因，敬拜
隊員難以穩定下來。每年 ECEF 的大型聚
會，都需要物色不同的工程界弟兄姊妹，參
與敬拜事奉的行列。感謝神！在今年十月剛
舉行的「安怎無憂」福音晚餐會，神又為我
們添上了新血，以新一代的敬拜隊組合，負
責敬拜項目，帶領唱詩讚美神。今次更使用 
Cajon 箱型鼓作敲擊樂，讓敬拜的氣氛煥然
一新，會眾及來賓也被詩歌帶進默想神的意
境，榮耀歸主！ 
在未來的日子，主若願意，我們希望 ECEF 能
建立一隊較為固定的敬拜隊伍，具備靈活性
和機動性，以應付不同規模的 ECEF 聚會敬
拜部份。求主預備更多有音樂恩賜的工程界
弟兄姊妹，願意成為 ECEF 敬拜隊的樂手和
領敬拜者，為主打那美好的仗，彷如走在約
沙法王軍隊前方的敬拜者，引領群眾稱謝耶
和華，願神親自作成祂的工！ 
 ECEF 敬拜隊在 Band 房排練 

2013 年「零歎生活」福音晚餐會敬拜隊 

2015 年「安怎無憂」福音晚餐會敬拜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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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在 2015 年 9 月 15 日（二）於佐敦播道會泉福堂舉辦祈禱會，主
要為 10 月 9 日一年一度的福音晚餐會祈禱。雖然出席人數不多，但我們一同唱詩敬拜，
同心合意的祈求，也有分組相交，彼此代求。深信神側耳聽了我們禱告的心聲，祝福在業
界的福音工作。 

 

  

【2015 聖誕聚會】  梁沛基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ECEF) 的「2015 聖誕聚
會」已於 2015 年 12 月 10 日(四)在播道會泉福
堂舉行。 
 
於聚會開首，我們為參加者預備了輕便小食，讓
大家可以一邊享用食物，一邊與業內的弟兄姊妹
互相交流。緊接其後，由 Jacky 弟兄與敬拜隊帶
領詩歌敬拜。敬拜隊與我們分享了三首聖誕詩
歌，引領弟兄姊妹思想耶穌基督降生的意義。 
 
接下來，我們有分組小遊戲，約 20名參加者分成
兩組進行遊戲比賽。參加者都十分投入，樂在其
中，並藉此認識 ECEF 的事工。最後，我們有互
相關心和分享時間，與業內弟兄姊妹彼此支持。 
 
願神繼續引領「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在業
內共建神的國度! 
 

 

  
  

動向 

 

 

 

 

【九月份祈禱會】             張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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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仲其先生 (Jacky)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 
董事會成員 (2010 年 - 現在) 
 
現時您的工作是甚麼?  
在 ATKINS 阿特金斯顧問有限公司任職 
高級副董事。 
 
這是您的第一份工作嗎? 
這是第二份工作，17年前在一間交通顧問 
公司任交通工程師 
 
請分享您工作中一個深刻的經歷？  
2006 年一宗致命交通意外，我遇上工作上前所未有的焦慮，束手無策，陷入低谷，感謝神差
派不同天使守望及鼓勵，助我跨過難關，亦藉這經歷讓我更認識自己，操練信心。 
 
請分享一個您喜歡的地方。  
新加坡，風和日麗、城市整潔、人民有禮、社會繁盛。 
 
請分享一個影響您深遠的人。  
太太，識於微時，她讓我成長階段改善了待人接物的態度。 
 
你回家第一件會做的事。  
更衣、選好並掛起明天外出的衣服。 
 
這一刻你最想做的事。  
有系統地整理好所創作的詩歌。 
 
試分享一本你最喜愛的書。 
《征途 – 宣教士點將錄》- 香港差傳事工聯會出版，記載多名宣教士踏上征途的故事，讓讀者擴闊普世宣教視野，並學習憑信心交託主的功課。 
 
如果有 1年假期，你最想做的是甚麼? 
體驗文化，旅居外地未到過的城市。 
 
試想像 10年後的今天您會在做甚麼？ 
與兩個兒子一同夾 Band。 
 
回顧你的生命中，你覺得最滿意的 3個決定。 
信主、結婚、生兩子。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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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投稿 
 
� 職場見證 
� 生活分享 
� 小組活動 
� 書籍推介 
� 漫畫 
� 等等…… 
 

 稿件請電郵至 info@ecef.org.hk 如有查詢可致電 8209 0777 

代禱事項 
� 業內弟兄姊妹的靈命 
� 建立辦公室小組 
� 願神供應團契運作的需要 

 

  
路政署基督徒小組(何文田) 
地點：  何文田 

聚會時間： 逢星期二 12:30pm – 13:30pm 

聚會內容： 查經、分享、詩歌敬拜等 

人數：  約 20 人 

對象：  所有路政署同事 

查詢：  Patrick Liang  9502 8600 

   歡迎其他辦工室/工地小組將您們的聚會資料和相片 與我們分享。請電郵至 info@ecef.org.hk 團訊編輯部收 
 

小組小檔案 

 

ECEF 活動預告 日期 聚會 26/1/2016 異象分享會 18/2/2016 新年團拜聚會 19/3/2016 (暫定) 「畢業生加油站」專題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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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天父感動你的禱告、奉獻和行動，支持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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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年 1-11 月財務情況 收入                                HK$ 奉獻                    210,600.00 會員費                        0.00         地盤事工                  1,00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0.00 福音晚餐                  6,810.00 每月聚會                 12,200.00 神學資助                      0.00 總收入                          230,610.00  項目支出          經常費                    96,337.70 地盤事工                   8,00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0.00         福音晚餐                  94,689.22         每月聚會                  17,600.00         出版印刷                   4,700.00         神學資助                       0.00         對外奉獻                       0.00 總支出                           221,326.92  盈餘 （不敷）                      9,283.08

2015-16 財務預算  項目預算支出   
� 福音聚餐 - HK$ 95,000.00  
� 團契聚會 - HK$ 12,500.00  
� 地盤及 辦公室事工 - HK$ 19,500.00  
� 神學資助 - HK$ 24,000.00  
� 對外奉獻 - HK$  9,000.00  
� 出版及 行政費用 - HK$ 94,000.00   籌款目標為港幣二十五萬四千元正 （HK$254,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