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6 月總會活動：分會會長訓練 • 會員靈修

6 月 13 日晚之分會會長訓練，李志強（Clement Lee）弟兄將 CBMC「事工

綱要」及回到異象各項要點與各分會領導及同工詳細分享；以此推動分會領

導與成員以祈禱為根基，互相造就，回到異象，藉「傳揚福音」與「門徒訓

練」，齊心合一地於職場建立神的國度。 

從芸芸資料中，Clement 言簡意賅地提要分會四部事工──禱告靈修、福音

聚會、跟進造就、會體增長──無非落實策劃、實踐、評估(Planning, 

Execution, Evaluation)。此外，領導是分會的關鍵，他／她們需要與神同行，

並激勵他人也如此行；領導與神關係的深度，決定事工的寬度，

能夠結出多少果子。故領導與神務要如葡萄樹與枝子緊緊連結作

為基礎，樹立榜樣，培訓及鼓勵各成員在靈裡成長，達至屬靈培

增。 

是次首辦之分會培訓評價頗高，當天收集之回應表，建議將來實

際示範模範分會的成功個案經驗、失敗例子、會長面對難題等；

並加入激勵元素，與疲倦失望的分會會長同行。其中特別需要培

訓的項目包括如何帶領「提摩太行動」及培訓禱告組長。歡迎各

分會領導給總會或負責理事反映意見或需要，讓我們携手同行。 

5 月 24 日之會員靈修活動，來自各分會成員來到大圍靈基營享受

了個半小時的安靜默想。之後，仇向遠、黃康年（Francis Chau、

Eddie Wong）兩位弟兄分享了參加前景學校的得著及體會。Francis 表

示課程學到的 Quiet Time (Q.T.)方式及操練，促使他回港後，每天早晨

都先祈禱安靜與神親近，一直持續實踐，真是神的恩典啊

（他的見證詳見於以下專欄）！ 

雅各書四 8：「你們親近神，神就必親近你們。」盼望弟兄

姊妹用心操練 Q.T.，多親近神，領受恩典。 

 

Contact 2014 年 7 月 

異象：藉著上帝在全球工商企業及專業領袖身上的作為，帶來生命永恆的改變並持續的倍增 

 



銅鑼灣分會副會長仇向遠（Francis Chau）弟兄分享 

伴隨 CBMC 成長 

從 2004 年再决志信主開始，我在 CBMC 得到了靈性上的餵養。我由十年前

一個不知天高地厚、以自我為中心的初信者，逐漸變為一個以主為大，樂於

為主所用的基督徒。多年來我得到了查經聚會的弟兄姊妹悉心照顧，彼此一

起分享、一起歡笑、一起交心、一起成長。又得到了歴任分會會長在聖經話

語上的細心教導，與我亦師亦友，使我得到了教會以外的信仰支持。 

透過參加去年 10 月澳門 CBMC 舉辦之《生命嬴家》港澳聯合退

修會，我被所認識肢體的感人見証以及愛主熱情觸動，更藉此

培養了主內一家的深厚情誼。 

感謝 神透過 CBMC 讓我剛於 2014 年 5 月參加了韓國主辦的華

語前景學校。從中港澳台的弟兄姊妹身上，感染我提升了愛主

的熱情，更深化了自已對華人 CBMC 的使命──在遼濶的中華

大地上為主作見証。韓國 CBMC 弟兄姊妹無微不至的款待，使

我感受到主耶穌的愛，

切實激勵我在生活中學

效他們──為主耶穌付

出無條件的愛，遵行天

父的旨意，努力為 神作

CBMC 的支持者。 

仇向遠 Francis Chau  

2014-06-09 

 

香港 CBMC 將於明年舉辦亞洲大會，期望透過香港工商專業界人

士的積極參與，發展影響力，作鹽、作光，成為彼此祝福。 

同時，盼望藉此活動能服侍其他亞洲國家，提升我們對神國度的

視野和胸襟，去傳揚福音和服侍列國，產生積極作用，興起更多

「保羅國」服侍列邦「提摩太國」，達至福音傳遍地極。 

日期：2015 年 9 月 10-12 日 

地點：香港赤鱲角機場•富豪機場酒店 

（Regal Airport Hotel） 

主題：同歸基督•以祂為首 

（One All things in Christ） 

目標參加人數： 400 人以上 

義工呼籲：50-100 人（包括代禱勇士） 

代禱：請記念尋找適合講員及設立網站事宜，祈

求神引領講者釋放衪向當代職埸領袖宣講祂的 

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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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C 國際網站剛剛推出全新功能，名為”Marketplace 

Discussion”，將基督徒職場領袖間之重要議題即時發佈

討論。請登入 CBMC 國際網站：http://www.cbmcint.org/ 

瀏覽。 

最新上載兩段短片關於”宗教自由”，美國高等法院於

6 月 30 日裁決 Green 基督徒家族持有的公司 Hobby 

Lobby 勝訴，這勝訴意謂 Green 家族不需違背良心，

為受雇員工提供墮胎藥物（筆者按：美國企業提供僱

員免費醫藥服務）。這意味容許非上市公司的政策由

老闆掌控，容讓他們實踐信仰價值；這同時意謂上市

公司不能推諉無權表達個人信念。這帶給我們清晰的

訊息，基督徒企業老闆被受法律的保障及安慰，在他

們職場上活出及見證耶穌基督。（節錄及翻譯自

Today's Hobby Lobby Decision for Christians in the 

Marketplace - by Jim Firnstahl , 30 June 2014）

 

CBMC 國際總幹事 Jim Firnstahl 歐、日探訪之行 

北愛爾蘭 貝爾法斯特 市長早餐會  

本年五月我首度拜訪貝爾法斯特，參觀當地 CBMC 事工的機會與挑

戰。 

我應邀出席了當地的市長早餐會。當天的講員是出身牛津、著名的謢

教學佈道家 Michael Ramsden。 

貝爾法斯特的 CBMC 團隊可說是整個歐洲最健壯的團隊之一。他們

熱心舉辦福音聚會(例如這次舉行的市長早餐會)，而且落實跟進造

就。當地 CBMC 在社交圈裡廣為人知，令我印象深刻。 

 

 

芬蘭 赫爾辛基 CBMC                                        

我拜訪了現任赫爾辛基 CBMC 理事長 Aarne Nurmio、前任理事長 Kristiina 

Drotar（曾任一基督教團體聯盟 Europartners 董事成員）及芬蘭 CBMC 總幹事

(兼職) Sami Niemi。此行重點是探訪芬蘭國會查經班(成立於 1905 年)及探討開

辦芬蘭國家祈禱會的可行性，更有幸參與一場為了歐洲議會即將投票決定芬

蘭之歐盟地位的特別禱告會。 

令人興奮的是基督徒議員 Sauli Ahvenjarvi（右圖左）同意探討與芬蘭 CBMC

合辦國家祈禱會的可行性。 

我告訴他 CBMC 在全世界各地累積了許多國家祈禱會的舉辦經驗。正如日本

CBMC 於 4 月 25 日舉辦了一場類似活動，500 名參加者有來自政府、大學、

基督教機構及工商界人士。聚會的高潮是日、韓、美的 CBMC 團隊代表──

Yoshiro lonue、亞洲 CBMC 總幹事 Chang Sung Kim 及我就大家的和睦合作，

一同獻上禱告。 

 Jim Firnstahl (Spring & May Ministry Update) 

代禱：1. 願芬蘭國家祈禱會能順利開辦，芬蘭 CBMC 能善用這個平台來推展事工。  

       2. 為 CBMC 世界大會禱告。願報名者更踴躍，所有報名者都順利出席，且被聖靈大大感動。 

（左起）現任會長 David Martin、市長

Mairtin O Muilleoir 及 Jim Firnstahl 

 

http://www.cbmcint.org/


 國際 CBMC 呼籲 

 

              

  

CBMC 國際總會美金$100,000 Matching Fund 

奉獻呼籲 

一位夥伴支持者表示願意在 2014 年奉獻給國際總

會，條件是只要有其他人奉獻，他就同額跟進，最高

到美金$100,000。網上奉獻可直接登上以下國際總會

網站：http://www.cbmcint.org/ 

 

9 月 24-28˙美國奧蘭多 

主題：衝擊這個世界～一位真神、一個世界、 

一個全球化的市場、一個真福音。 

歡迎你來到世界大會與全世界其他國家的 CBMC 會員

共同來接受裝備，以基督福音震撼世界！ 

 

油麻地分會•午餐聚會 

將於 7 月 31 日(周四)舉辦午餐聚會，歡迎於油麻地區

工作的信徒及福音朋友參加。當日將於中午 12:00–

12:30 先往雷兆和及鄭文娟 ( Simon Lui & Louisa 

Cheng) 的辦公室（油麻地彌敦道 490-492 號盤谷銀行

大廈 20 樓）祈禱，之後於下列時間地點午膳、交

誼、分享及見證。 

時間：7 月 31 日(周四) 下午 12:30-2:00 

地點：合一咖啡屋餐廳 (United Café Bristo) 

油麻地彌敦道 483 號 2 樓－Casa Deluxe Hotel 

   進入•電話：3426 2700 

報名：Fanny Mak 電話：2805 1923 

 

 

 

 
主講：英國職場神學家 赫傑遜博士（英文講授、不設傳譯） 

時間：2014 年 8 月 15 日 下午 12:30 ─ 2:00 

地點：香港金鐘夏慤道 16 號遠東金融中心 2 字樓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 

費用：全免、提供免費輕便小食 

＊報名及詳情請瀏覽 CBMC 網站＊ 

編輯、報導   ：麥嘉麗 Fanny Mak    

督 印     ：蘇甜珍 Maureen So 

我們盼望將來的 Contact 通訊有更多分會的生命及牧養

見證，歡迎聯絡 Fanny 提供寶貴內容。你的分享將為大

家帶來激勵！ 

奉獻請寄回支票或轉帳到以下 CBMC 戶口： 

支票抬頭：CBMC Hong Kong Limited   

轉帳戶口：中國銀行 026-709-00120791 

地址: 九龍彌敦道 580G-K 號彌敦中心 905 室 

Tel: (852) 2805 1923   Fax: (852) 3905-8789    
Email: enquiry@cbmc.org.hk 

 

銅鑼灣分會•康體活動 

每月第二個周六早上 8:30 舉戶外行山，齊齊拉筋、通經

絡；長約三小時。有興趣者請經總會聯絡 Joyce Ｗong。 

CBMC-HK 新資訊 

1. 總會備有 CBMC 出版之「神和好的步驟」及「基督

道理的開端」小冊子，分別適合用作傳福音或堅

固初信者。如你舉辦福音餐會，歡迎免費索取。 

2. 歡迎踴躍參加每月最尾周一晚 6:30-7:30 之敬拜讚

美祈禱會，同心興旺禱告祭壇！ 

3. 現憑 CBMC 會員卡，於全港九天道書樓惠顧，可享

九折優惠。 

 

 

http://www.cbmcint.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