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者的話 
感謝主！第二季是個格外豐富和新鮮的一季。 

我們在 4 月份選出了九位新的董事和主席，可以說是新舊交替，順利的接班的月份。五月份的地

盤細胞小組分享會，共有五組地盤事工的分享，都是十分精彩難忘，主在各處都有奇妙的作為。

另外，在六月份的辦公室小組分享會中，何耀新弟兄把「聖言禱告」介紹給我們，這是個很實用

的屬靈操練。 

今期月刊有很多弟兄們的分享，包括有前主席陳志超弟兄的「卸任感言」，莫卓琛心弟兄的「福

音電影分享」和陳炳培弟兄的自述。另外，本期季刊也刊登了 ECEF 的核心價值，好叫讀者能更

深了解 ECEF 的內涵。 

最後，我再感謝主，衪給我們是豐豐富富的第二季，願榮耀和頌讚都歸給衪。 

 

 動向 

【2018 週年會員大會】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於 2018 年 4 月 24 日 (二) 在泉福堂舉行了 2018 週年會員大會。

感謝神！透過團契主席陳志超弟兄的主席報告，述說神在過去一年事工施下的恩典；由司庫陳

志明弟兄宣讀的財務報告，見證神豐足的供應。會上亦宣佈了神感動團契新鮮定立的五項核心

價值：B-U-I-L-D (Bravery 剛強壯膽、Unity 主內合一、Integrity 誠實無偽、Love 彼此相

愛、Devotion 敬虔事奉)，以致更純全地實踐異象與使命。本屆董事會任期將滿，在神的預備

下，會上選出了共 9 位成員的新任董事會，接捧帶動團契推展未來兩年的事工。會後有現任

團契董事孫耀昌傳道，以「福音的生命」為題宣講培靈信息，提醒我們身體力行、活出福音；

以被轉化的生命去轉化生命。願神繼續興旺團契，帶領在業界共建祂的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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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公室細胞小組分享】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於2018年6月12日 (二) 在泉福堂舉行了團契聚會，主題是「辦

公室細胞小組分享」。感謝神！這次月會我們邀請了「商區福音使團」的高級事工幹事

何耀新弟兄，為我們介紹「聖言禱告」(Lectio Divina) 屬靈操練，並帶領我們進行了工

作坊，一同體驗以此方法學習與禱伴共同追求靈命長進。願神繼續賜福予團契與商福的

事工伙伴協作關係，促進業界辦公室小組的成長與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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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盤細胞小組分享】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於 2018 年 5 月 15 日 (二) 在泉福堂舉行了「地盆細胞小組

分享」聚會。當晚「啟德地盆」小組代表帶領唱詩敬拜讚美主；團契的事工合作伙伴「禧

福協會」代表分享了「地盆使命教會」的由來及發展；「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小組代表

分享了地盆聚會的生活點滴；「將軍澳藍田隧道」小組代表分享了地盆「油燈團契」及「尋

源團契」的成長經過；「沙中綫紅磡南地盆團契」代表分享了地盆事工的挑戰與恩典；「機

管局基督徒團契」及「三跑工程細胞小組」代表分享了機場工程的禾場需要。每個分享都

見證著神在工程地盆的同在及保守，參與者無不大受激勵和鼓舞。願神的國度在業界被大

大擴展！ 

  

  

  



 
 
 

【卸任感言】 陳志超 

 

 

 

 

 

 

轉瞬間便四年了 

自 2014 年我從創會主席 Tony 手上接過董事會主席一職，至今年 2018 年交棒與新一屆的

主席 Jacky，不經不覺四年過去了。 

回望過去的四年，我看見主的恩典處處，祂引領着 ECEF 的發展，使用團契去為主的國度努

力，祝福我們身邊的人。而讓我最感恩的，就是我們團隊合作無間，在各項事工上都是齊心

努力，更且集思廣益，不斷地尋求新的發展方向。 

通訊科技 

在現時一人一手機的世代（甚或一人 n 手機），我們也非常習慣使用流動程式群組來溝通。

於 2016 年，董事會和一些小組聯絡人便建立了一個流動程式的群組，增強了我們互相交流、

分享及鼓勵的渠道。與其他弟兄姊妹的聯繫方面，除了原有的網頁及團訊之外，於 2015 年

我們也增加了 Facebook 專頁，期望可以更有效地傳遞團契的信息。通訊科技更爲我們帶來

了一個大突破。在過去一年，團契當中有幾個細胞小組，利用即時影像傳播的技術，互相聯

絡起來，一起舉行午間聚會，打破了地域分隔的限制，一起敬拜、分享，同心見證神的大愛，

是何等的美！ 

年青會員 

於過去幾年間，我們都着意推動聯繫工程及建造業的年青基督徒，包括在大專院校就讀的同

學及初進入職場的畢業生，希望可以達到薪火相傳的果效。除了走訪大專院校的基督徒團契

之外，我們又舉辦了一些專題講座來回應年青人的需要。在去年 10 月我們更推出了師友計

劃，讓一些年資較長的會員可以和一些年青人一起走過從校園轉到職場的過渡期。我亦樂於

有機會參與其中，讓我多些了解現今年青人的情況，心境也好像年輕了一點。 

將來的發展 

我們過去幾年不斷探討團契未來的發展，例如在 2016 年年初，我們舉辦了一次異象分享會，

再次確定了我們的異象和使命。在同年 11 月舉行的工作坊，我們邀請了一些團契活躍分子

與我們董事會一起探索未來路向，並訂定了五個事工方向。接著，在 2017 年 11 月的工作

坊，我們檢視了事工的優先次序，並着手制定團契的核心價值。過程中，我特別感受到弟兄

姊妹的同心以及主的帶領，令我們很快便達到共識，為團契未來的發展路向訂立了清晰的目

標。更重要的是我們常謹記著我們的團訓： 

若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詩 127:1) 

請大家一起同心為團契守望，特別為新一屆的董事會祈禱，讓團契在未來的歲月中有更好的
發展，在業界為主發光發熱，帶領多人歸主。 

 

                 Cont’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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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音電影分享會】 

 

感謝主，「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於 2018 年 6 月 18 日 (一) 父親節及端午節假期，在又

一城戲院包場舉行電影分享會，播放最近成為美國票房奇蹟、療癒無數人心靈的電影《想

更認識你》。全院門票瞬間認領一空，業內弟兄姊妹分別積極邀請未信同事及親友參與，全

場座無虛席！完場後，更榮幸邀得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榮休教授溫偉耀博士，

分享回應信息。 

故事以真人真事改編，描述兒子童年時在父親的暴力對待下成長，怨恨、否定和對未來的

恐懼，對兒子的成長和自信心構成極大破壞，後因父子認識愛的源頭 – 上帝而讓傷害被治

癒，彼此重修舊好，兒子被父親的肯定讓他突破心魔，成為出色的福音樂團主音歌手。看

罷電影時回想自己以往也曾懷疑父親對自己事業成就感不足，欠缺讚賞和自信令我更害怕

失敗和窒礙建立關係。惟獨當我認識宇宙中有一位完美的神，願意完全的接納我一切的不

完美，我便能鼓起勇氣向父親表達對他的愛，從而令他再次肯定和欣賞我，讓我工作上更

有突破，生命更為喜樂。 

錯失太易，勿愛得太遲! 甚願主親自感動來賓，為其生命帶來改變，更有勇氣以愛抱緊至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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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炳培弟兄 Harry 
工程及建造業福音團契 
董事 (2018-2020) 

現時您的工作是甚麼？ 

專業教學院(屯門)講師。1996 年修畢土木工程高級文憑後，， 
曾在顧問工程公司、承辦商，及電力公司工作並繼續進修。 

請分享您過往工作中一個深刻的經歷？ 

2002 年對我來說是特別的一年，從未想過裁員這兩個字會與我拉上關係，在毫無跡象下突然
被裁，有如晴天霹靂難以接受。但回望過去這是神的恩典，因這原故神帶領我去到不同的公司
工作，在沙士期間又讓我能在電力公司得到一個職位，在兒子年幼的階段可以在這機構安定了
一段較長的時間，實在是天父的恩典與供應。 

請分享一個影響您深遠的人： 

我很喜歡一位曾經牧養過我的男傳道人。相信從來沒有一位傳道人會鼓勵信徒在教會崇拜時瞓
覺的，他是唯一的一位。他容讓我在崇拜時瞓覺的人。回想當時靈性軟弱，那有動力返主日崇
拜呢！每每睡到日頭高掛，崇拜過後才返教會找肢體們午飯。 

那傳道人對我說在聽道時瞓總比在家中瞓來得好。聽後照行，結果證明真的確比在家中瞓來得
更屬靈，至少能讓神的話滲入腦裏。隨後聽道瞓覺的陋習也慢慢地戒了，因神的道是奇妙動聽
的。 

你在家裏喜愛做的事： 

當然就是在家中與兒子們玩。屋雖細小，但飯枱可變乒乓枱，走廊可成溜冰場，真開心透。 

這一刻你最想做的事： 

邀請院校的同學參加教會的福音夏令營，使青年人認識我們的神，也想暑假快到能與兒子們有
多些相聚的時間，特別是即將升中的大兒子。 

請分享一本你最喜愛的書： 

近期從圖書館借了一本書，書名是《名物由來》，被它的書名吸引了。當中講到許多事物的由
來如阿拉伯數字的由來，才知道我們日常用的數字並非來自阿拉伯世界，那麼來自何方？有機
會見面與你分享。慢慢思想其中的內容發現如今看來平凡的數字，其實並不平凡，是當時的高
端智慧。今日能享用種種的用品和如今用著手上的電腦來分享這篇文章都是不易，並非理所當
然的。使我想到神的創造，命有就有、命立就立，是何等大的能力！ 

如果有 1 年假期，你最想做的是甚麼？ 

學習一些工作以外的東西，當個小木匠在家中造些傢俬用具，感受下耶穌傳道前的工作，真是
爽啊！ 

回顧你的生命中，你覺得最感恩的 3 個決定： 

最感恩的就是神帶領我來香港居住，有機會接觸信仰和認識我的太太。蒙天父的看顧賜我兩名
活潑的兒子。完全是神的恩典！ 

  

人物 

 

5 



 
 
 

 

 

ECEF 未來活動預告 

 

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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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投稿 
 

 職場見證 

 生活分享 

 小組活動 

 書藉推介 

 漫畫 

 等等 …… 

 

稿件請電郵至 info@ecef.org.hk 

如有查詢可致電 82090777 

代禱事項 
 
 求神祝福 ECEF 2018 年 7、8 和 9 月份

的聚會，並吸引更多弟兄姊參加 
 
 求神幫助業內弟兄姊妹的靈命成長 
 
 求神幫助我們建立更多辦公室小組、地

盤小組和大專小組 
 

 願神供應團契運作的需要 
 

 
ECEF 過去聚會 

 
ECEF 未來活動預告 

日期 聚會 

10/7/2018 機管局小組分享會 

14/8/2018 IVE 團契分享會 

11/9/2018 奮興會 

 

日期 聚會 

24/4/2018 週年會員大會 

15/5/2018 地盤小組分享會 

12/6/2018 辦公室小組分享會 

 

Alphabet Key word 
in English

Key word in 
Chinese 

Scripture reference

B Bravery 剛強壯膽 提後4:2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總要專心，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責備人、警戒人、勸勉人。

U Unity 主內合一 弗4:2-3 
凡事謙虛、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
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I Integrity 誠實無偽 腓2:14-16 
凡所行的，都不要發怨言、起爭論，使你們無可指摘、誠
實無偽，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作 神無瑕疵的兒女。你們
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將生命的道表明出來，叫
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勞。

L Love 彼此相愛 約13:34-35 
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
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
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

D Devotion 敬虔事奉 羅12:1-2 
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
祭，是聖潔的，是 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
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Core Valu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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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 5 月財務情況 

收入 HK$   

 奉獻 27,100.00 

 會員費 1,700.00 

 地盤事工 0.00 

 辦公室小組事 0.00 

 福音晚餐 0.00 

 每月聚會 0.00 

總收入  28,800.00 

   

項目支出   

 經常費 44,808.00 

 同伴團體資助 21,500.00 

 地盤事工 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0.00 

 福音晚餐 0.00 

 月會及工作坊 0.00 

總支出  66,308.00 

   

盈餘（不敷）: (37,508.00)  

 

2018 財務預算 

項目預算支出 HK$ 

 
 經常費 110,000.000 

 ECEF 發展 8,000.00 

 福音晚餐 160,000.00 

 同伴團體資助 20,000.00 

 神學資助 12,000.00 

 其它事工資助 5,000.00 

 月會及工作坊 12,000.00 

 辦公室小組事工 6,000.00 

 地盤事工 6,000.00 

 學生事工 30,000.00 

 學長轉導計劃 2,000.00 

   

籌款目標為港幣三十七萬一千元正 

 
(HK$37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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