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席感言】 
 
緊隨著聖誕的歡樂氣氛，我們正跨步進入新的⼀年。感謝上帝的保守與引領，也因著大家
⻑期以來的⽀持與奉獻，讓團契在過去能不斷發展、成⻑。踏進 2017年，團契將進⼀步
尋求更大的發展空間。冀盼能努力凝聚更多弟兄姊妹、引進更多資源，務求建構更廣闊的
平台，讓業界⼀起共享上帝的恩典國度。 
 新的⼀年、新的希冀、新的耕耘，祈求神繼續帥領我們，讓團契保持著健康、穩步、持續的發展。謹在此向⼯程及建造業界⼈⼠送上最誠摯的祝賀，願⼤家新年進步、⾝體健康、事主得⼒、靈命⻑進！ 
 

賀詞 

編者的話           
感謝神，在本季的團訊中，看見神實在祝福了我們，不只在團契的活動中，也在職場的見
證裏，看見祂恩待我們的憑據。 
 
我認同李志安弟兄在「福音晚餐會」的文章中所說:「從中見證了神奇妙的作爲」，也羨慕
陳麗珍姊妹在「辦工室小組」的文章中所作的見證:「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最後，感謝神在這⼀年帶領團契⾛過的每⼀步，亦深信前⾯是更美好的⼀程。正如賴⼀星
弟兄在「工作坊」的文章所言:「展望天父對團契未來發展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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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上帝擦身而過】福音晚餐會      李志安 
 
感謝神，今年的福音晚餐已於 2016 年 10 月 28 日 
順利舉行！我們也從中見證了神奇妙的作爲。我們 
樂見超過 400 位來賓參加了本聚會，包括很多非基 
督徒。其中更有不少來賓攜同家⼈⼀起出席。我們非 
常相信天⽗不單拯救了我們，也希望拯救我們的⼀家。 
 
今年福音晚餐的主題是「與上帝擦身而過 ?」香港人 
生活忙碌，建造業界更在近年經歷不少跌宕起伏，這 
主題真的再合適不過了。 
 
我們很榮幸邀請了李思敬 牧師博⼠（中國神學研究院院⻑）為我們講福⾳信息, 及特別
嘉賓羅志聰先生（機場管理局財務執行總監）和我們分享見證。羅先生當晚特地在由外地
返港出席福音晚餐，他的見證挑戰並激勵我們將神的同在及從神而來的盼望帶到職場中。
李牧師感人的證道更將神如何拯救雅各脫離掙扎，放下自我，及重修兄弟情的經歷栩栩如
⽣地呈現在我們眼前，是當晚的⼀⼤亮點。  
 
我們很高興看到很多參加者被當晚的信息和見證感動。在聖靈的感動和幫助下，其中最少
有 3 人當晚接受耶穌基督，5 人願意回轉歸主以及 28⼈表⽰希望進⼀步認識耶穌基督。
我們爲此向神獻上感謝和讚美。我們相信這只是神的工作的開始，將來我們必定會見證更
多的朋友，同事及家人相信耶穌。同時，我們懇請你繼續支持他們和以禱告記念他們。 
 
我們在此特別為所有參加了福音晚餐的未信者禱告，願當晚播下的福音種子不被撒但挪
⾛，願種⼦在他們的⼼中萌芽和持續⽣⻑，並結滿果⼦，讓他們得享豐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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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別嘉賓羅志聰先生特別嘉賓羅志聰先生特別嘉賓羅志聰先生特別嘉賓羅志聰先生（（（（機場管理局財機場管理局財機場管理局財機場管理局財務執行總監務執行總監務執行總監務執行總監））））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分享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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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陳麗珍姊妹（灣仔區辦公室小組） 

我總是喜歡用約伯記 42 章 5節“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來形容自己在過去 11
年(2005-2016)被聖靈引領的經歷。2005 年是環保局與環保署，局署合併的頭⼀年。架構
重整，⼈事調動，固然少不了。意料之外的是，部⾨如此⼀調， 神就把數位來自不同地區
組別，⽽⼜各不相識的熱⼼基督徒放在同⼀座⼤樓⼯作。聖靈⼜感動他們每個週五組織午間
祈禱會。起初，我是本著⼀份好奇⼼⽽參加。⽽這把禱告的火焰卻靜靜地在我⼼內燃燒起來，
及後對我屬靈生命的影響，完全是我始料不及的。 

有三件超過我所想所求的事情發生了：首先，我突然發現自己屬靈的胃口大開。越是祈禱，
就越喜歡祈禱。另外又非常渴慕 神的話語，很愛看聖經，聴聖經、背聖經。就好像先知以
⻄結和老約翰⼀樣 (以⻄結書 Ezekiel 3:3 ; 啟示錄 Revelation 10:10) ，甚願把整本聖經
吞進去。就這樣，我每天享受著 神的話語，享受著 神的同在。 
第二件事，就是家人信主。在 2005 年至 2006年的⼀年內，我的弟弟、弟婦他們全家歸主。
更叫人雀躍的是， 神在極短的時間內，除去我⽗家中所有偶像並引領我⺟親信主並加入教
會! 這是我這個在迷信封建的圍村環境中⻑⼤的女⼦，從來無法想像的!! 行奇事的 神，就
這樣成全衪的應許：「當信主耶穌，你和你⼀家都必得救 (使徒行傳 16:31) 」。 
還有⼀件更奇妙的事，在我們灣仔總部辦公室發生了， 神感動週五祈禱會的弟兄姊妹開辦
「啓發課程」。在 2006年，這的確是⼀件既陌⽣⼜叫⼈感到興奮的事。當時真的很難想像，
我們可以利用午餐飯局的形式來向同事傳福音。坦白說，心是顫驚的，因為我們完全不知道
應如何進⾏。神就這樣⼀歩⼀步的帶領著我們，每個週⼆舉辦「 啓發」福音午餐會。由起
初我們試辦兩席，然後是四席、六席、增至八席、十席，到了 2013 年，延開十二席仍然全
埸爆滿。於是我們現在每次要加開兩塲，以能讓更多的同事朋友參加。 

在這看似風光的背後，卻是⼀場⼜⼀場的屬靈爭戰。我們祈禱，神就讓我們與祂同工，我們
禱告，神就為我們爭戰。有時候，祈禱會卻又成為弟兄姊妹間的戰場。不同的意見，不同的
異像，自然成為彼此無法同心合作的因由。「神的福音廣傳，不必靠這種飲飲食食的模式」
「耶穌要求我們造就⾨徒，不是聚集⼀⼤羣淺薄⽽⼜無信仰深度的羣眾」⼀⼤堆似乎是反對
的聲⾳，就這樣纏繞著我們。我沒有想到別的，祇有⼀節聖經在腦中閃著：「務要傳道，無
論得時不得時 (提摩太後書 4:2)」。其實，辦公室內弟兄姊妹間意氣之爭，對整個午餐福音
事工的影響，跟本不成氣候。我們仍然單單仰望那位創始成終的上帝。盡上我們的本份。最
近在腦海中常出現⼀節聖經：「現在他說：你作我的僕⼈，使雅各眾⽀派復興，使以⾊列中 續下文… 

見證 
  



 

【我從前風聞有你，現在親眼看見你】 y續上文… 
得保全的歸回尚為小事，我還要使你作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極。」(以
賽亞書 49:6) 
原來個人的榮辱並不重要，衹要我們能夠努力將未得救恩的人帶到 神面前，讓他們得見
真光，這就是我們能為衪所作的⼤事。最後來⼀個簡單的總結：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讚
美 神! 
願⼀切榮耀頌讚都歸給我們天上的 阿爸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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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坊：未來發展策略】   賴⼀星 
 

⼆零⼀六年⼗⼀⽉廿六⽇早上是⼀個非⼀般的星期六早上。⼀⼤清早，我們 ECEF團契的負
責同⼯包括董事們於理⼯⼤學聚集，參與⼀年⼀度的⼯作坊(WORKSHOP)，去檢視團契的
⽬標和定立中⼂短期的事奉⽅向。今年更特別與感恩，我們邀請到⼀班⼗分關⼼及積極參與
團契活動的伙伴機構和業內細胞小組的負責人同心合意地尋求及展望天父對團契未來發展
的美意。  
 
開始時，Jacky帶領我們以詩歌敬拜讚美，並由團契主席 CC以禱告讓我們對準事奉的焦點，
以祂的心為心。之後，我們的創團主席 Tony，在短時間內提綱挈領回顧 ECEF 六年的發展及
建立過程、目前的境況，與及未來的挑戰和機遇，幫助所有在場弟兄姊妹對團契有更深、更
清楚的了解。他建議大家思考團契怎樣去多關懷業內人仕在工作上及生活中所面對的挑戰，
與及怎樣向業內基督徒提倡職場宣教的使命感。有了⼀個更清晰的定位，我們的⼯作坊主持
人(facilitator), Kenneth, 以早前的問卷分析及分組的形式帶領大家檢視團契各範疇的事工
策略，特別是針對在地盤小組、寫字樓小組，與及大學事工。例如：大學生成為職場新人的
轉接過程中團契可提供的屬靈和專業指導。另外，我們亦探討了對團契未來⼀段時間發展的
可能性，並提出⼀些建議，例如舉辦合乎聖經教導的⽣活/財務管理講座、適當的屬靈和專
業導引、以工程技能及專業知識服務社會有需要人仕、跟其他教會和基督教機構合作等。我
們各小組以大白紙記錄各人分享的重點，之後集體滙報及分享，以供 ECEF進⼀步的策劃。  
 
CC, Tony 和 Kenneth作出最後 
總結後，CC以感恩的心將工作坊 
所討論的事項交托給我們的主。雖 
然時間過得好快，這個星期六的早 
上卻是既充實又難忘，相信對團契 
的未來發展有重要作用。外面的天 
仍然落著細雨，但我們的心卻發出 
暖暖的熱忱，祈望在工程及建造業 
界中更有策略地作鹽作光，建立神 
的國度。 

 

 



 

賴⼀星先生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 
董事會成員 (2014 年 - 現在) 
 
現時您的工作是甚麼?  
統籌工程師 
 
日常工作是甚麼? 
統籌工作，保持對內對外各持分者的聯絡。 
 
這是您的第⼀份⼯作嗎?  
在土木工程顧問公司。 
 
請分享您⼯作中⼀個深刻的經歷/⼀個深刻的項⽬。 
 
請分享⼀個您喜歡的地⽅。  
可聽道的地方，令我更認識及接近神。 
運動場地，特別是足球場，令我舒展身心。 
 
請分享⼀個影響您深遠的⼈。原因？ 
耶穌，祂將真理表明，更重要是祂成就救恩，也是人類在墮落世界中最重要的盼望。 
 
你回家第⼀件會做的事。  
跑步／運動或休息／吃飯。 
 
這⼀刻你最想做的事。  
同家人相聚。 
 
試分享⼀本你最喜愛的書。原因？ 
聖經，因為只有聖經才能教導我們什麼是真理，所信的道，拯救我們的主耶穌，神救贖的大計。
聖經也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的光。聖經都是神所默示的、〔或作凡神所默示的聖經〕於教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各樣的善事。 

 
如果有 1 年假期，你最想做的是甚麼? 
與太太及⼦女⼀起。 
 
回顧你的生命中，你覺得最滿意的 3 個決定。 

• 少年時成為基督徒 
• 少年時參與足球隊 
• 有機會參與不同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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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向   
【⼗⼀⽉「迎新慶祝」會】      張兆明 
繼 2016 年度福音晚餐會，ECEF於 2016 年 11 月 22 日在播道會泉福堂，舉行了「迎新晚
會」，業內的弟兄姊妹和曾經參加福⾳晚餐會的新朋友聚⾸⼀堂。當晚曾互相認識、唱詩敬
拜、分享信主經歷、訪問新朋友、分組相交和互相代禱，聚會中氣氛輕鬆，代禱中互相支持，
主與我們共度⼀個喜樂的晚上。 

 

 

代禱事項 
� 記念新同工的適應 
� 業內弟兄姊妹的靈命 
� 建立辦公室小組 
� 願神供應 ECEF運作的需要 

ECEF 活動預告 
 日期 聚會 17-1-2017 祈禱會 7-2-2017 新年團拜 14-3-2017 學生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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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 1-11 月財務報告 收入                                HK$ 奉獻                     63,000.00 會員費                     3,000.00         地盤事工                  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0.00 福音晚餐                 107,800.00 每月聚會                  0.00 神學資助                       0.00 總收入                           173,800.00  項目支出          經常費                   106,468.00 地盤事工                8,00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19,018.89         福音晚餐會              117,906.50         每月聚會                17,500.00         出版印刷                4,700.00         神學資助                     0.00         對外奉獻                   3,000.00 總支出                          276,593.39  盈餘 （不敷）                  （102,793.39）

2016 財務預算 項目預算支出  
� 福音聚餐 - HK$120,000.00  
� 團契聚會 - HK$ 12,000.00  
� 地盤及 辦公室事工 - HK$ 20,000.00  
� 神學資助 - HK$ 12,000.00  
� 對外奉獻 - HK$  9,000.00  
� 學生事工  - HK$  9,000.00  
� 發展基金 - HK$ 13,000.00  
� 行政費用 - HK$105,000.00   籌款目標為港幣三十萬元正 （HK$300,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