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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參與 cbmc的服侍已經將近八年了，如果要我用一個字來形容工商專業人，我覺得沒有比”忙”更貼切、更形象、更能說明問題的所在。 為此在臨近 cbmc將選舉新一屆理事之際，希望能夠藉著耶穌所說的一句話與大家共勉：”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何益處呢？人還拿什麼換生命呢？"這句話雖然簡單，然而卻向世人顯明了一個悲劇：世人都在經營一盤”賠本”的生意，---用生命去換取金錢；也道出了一個真理：世人可以用生命去換取世界，卻無法用世界換取生命；世人並非不懂得這個真理，然而再精明的商人，若沒有將耶穌放在生命中的首位，都無法逃脫這個網羅：任由生命在”成就感”中沉浮，在生活的”充實感”中陶醉，無暇顧及心靈的需要，無心塑造靈性的空間。在生活中把心忙”死”了，把生命”忙”沒了，有時想想，忙碌似乎是魔鬼對付現代人最犀利、最隱蔽、最有效、最直接的武器，以致人在忙碌中迷失生命的方向。這武器甚至殺人於無形，又令人防不勝防。生命只有一次，該如何展現生命的風采呢? 人生只有一回，如何體驗人生的價值呢?在這個物慾的社會不惜生命去換取屬世界的金錢， 名利，地位權利的大有人在，然而在忙碌時請不要忘記得力在乎歸回安息，得救在乎平靜安穩。 

       每週一次的查經，回來 cbmc各分會聽聽神在這個世代中對工商專業人的心意，這將更令你對成功有不一樣的見解，對生命有不一樣的詮釋。如若內心有什麼樣的愁苦，需要向人傾訴，別忘了逢星期一回到我們總會的祈禱會，我們一齊為你祈禱！神啊！賜福 cbmc，使基督徒工商專業人仕能真正成為這個時代的祝福。     

                          (CBMCHK理事長 Eddie Wong)  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cbmc 

   

 會長 Eddie(左二)與韓國前景學校校長一行人返教會崇拜 

籌款用途 
常務經費 
福音餐會 
門訓材料 
同工薪酬 
開發新項目 

 

 



 

 

 

    

    

    

    

    

    

      16/9/2017的傍晚，在沙田靈基營的偏廳，韓中港澳十多名弟兄姊妹     在裴校長的帶領下，與香港會長一起醞釀、並最終孵化、決定了： 11 月舉辦第 9屆華語前景學校 (現確定為 27/11-1/12) 2018年 3 月、5 月及 10 月將舉辦 3次前景學校 
    

    

    

前景夜話前景夜話前景夜話前景夜話：：：：    

 

 早晨四點半， 興奮的心情讓我 無法進入深層睡眠狀態。看著靈基營 (第九屆前景學校籌備工作開始) 的營舍，  想着校長、金總務和沈牧師還在裏面睡覺、想着第九屆前景學校的籌備事宜，實在興奮得難以入寐。    

    

裴校長的禱告： 香港和澳門合作，組建一個團隊 培訓核心團隊，包括總務及其他領袖 把決定的東西交托給神、禱告給神 

 914

裴校長 914-916 到港： 前景學校裴校長一行三人已於 9月14至 16日抵港在沙田靈基營與我們會面。 
� 在 15日前景分享日中與中台港澳前景校友分享了第八屆前景學校反饋資訊、前景學校與職場的關聯性，並特別制定了重要的第 9 屆華語前景學校和2018年三屆前景学校之日程； 
� 在 16日進行靈修講座及(譚太主持)提摩太 EOT行動介紹。 中台港澳前景弟兄姊妹往梅窩視察前景的可能 

 營地

各地CBMC前景朋友大合
 照

澳門團隊 的積極參與

我向天父禱告 父啊 ，感謝你！父啊，你向我們講話吧， 天國的奧秘告訴我們吧！孩子將第九屆前景學校的事情擺上，深知你必與我們同在！ 父啊，求你給我們找到合適的營地、找到合適的學員、找到合適的參與同工和弟兄姊妹;你叫參與的弟兄姊妹關係更親密、韓國與華人團隊更融洽、港澳團隊更加合作、福州北京台灣大陸馬來西亞弟兄姊妹的更多參與！ 父啊，這不是作夢！你叫神蹟即將發生！不是，神蹟已經發生！願你讓我們一起經歷神你的大能！ 主啊，我們盼望…………       - Francis 

第第第第 9999 屆屆屆屆    華語前景學校華語前景學校華語前景學校華語前景學校    就就就就快報名了快報名了快報名了快報名了！！！！    



-陸伊萍理事  9 月 16 日期待已久之「職場實踐靈修講座」在靈基營舉行日營，當天參加者有廿多人，來自台灣、福州、深圳、澳門和香港，人人都渴望每天在靈修中遇見神，期待和追求有突破的靈修生活，可以將神的話實踐在家庭和職塲上。 感謝神！我們學到了���  感謝華語前景學校裴震校長，他很愛華人，特意從韓國篇製了「職場實踐靈修手冊」，帶來分派給我們。亦是首次公開分享他過往多年來，怎樣從失敗沮喪中得到寶貴的經歴，主耶穌如何引領他在靈修中，藉著持續不斷的 QT，用心寫筆記，教導我們怎樣聽神的聲音？！如何有效地應用和實踐神的話去影響和轉化職埸。 期盼在不久的將來，可以每季集體靈修，學習怎樣順從神，得著智慧，擁有卓越的人生，充滿信心地事奉神。 感謝讚美主！ -灣仔分會原樹堂 作為分會會長，我間中被編排負責週一祈禱會。當我預備當日祈禱會的時候，每每有新的領受和感動去作準備。   我最近負責 8 月 21 日晚祈禱會。早兩星期前，教會團契領詩的姊妹帶唱“繼續向前行”，我覺得歌詞有意思 -- 「天地萬物
屬我主基督，人間的愛是你帶進來，天和地，風與海，你是萬有的主宰。無論我往哪裏走，世上難免憂傷苦
痛，是你牽我手，每日施恩，賜我平安繼續向前行」，所以決定當晚唱這首歌。  神是『萬有的主宰』，我嘗試在聖經尋找這個名義，結果找到在舊約有關禱告的事蹟，是我以前讀聖經沒有留意的。  歷代志下 20:1 此後，摩押人和亞捫人，又有米烏尼人，一同來攻擊約沙法。  20:2 有人來報告約沙法說：「從海外亞蘭那邊有大軍來攻擊你，如今他們在哈洗遜他瑪，就是隱基底。」 20:3 約沙法便懼怕，定意尋求耶和華，在猶大全地宣告禁食。 20:4 於是猶大人聚會，求耶和華幫助。猶大各城都有人出來尋求耶和華。 20:5 約沙法就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中，站在耶和華殿的新院前， 20:6 說：「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啊，你不是天上的神嗎？你不是萬邦萬國的主宰嗎？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無人能抵擋你。  因著他們對神的認識和信心：「20:21 約沙法既與民商議了，就設立歌唱的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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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祂的慈愛永遠長存！」結果, 神用祂的方法擊敗敵人.  這事蹟令我們對向神祈禱有更深的體會和認識 , 願一切榮耀歸給『萬邦萬國的主宰』, 阿們 !!! 

正著手籌備 12 月的會員年终見證福音聚會，請大家預備分享年中經歷神的美好見證，一齊來榮耀神！ 

一年一度的步行籌款將於 11 月18 日(星期六)舉行。詳情可瀏覽 cbmc網頁及海報，請大家攜同親友踴躍參加。 



-副理事長高智光  今次是第一屆「事奉䇔家」查經班。 很感恩見到人人在每一課堂裏都很積極投入參與，對職塲服事都有嶄   新的得著。期望將來每一位香港 cbmc 的會員都能夠有機會學習事奉贏家的查經方法，常被聖靈充滿, 一同服侍人, 傳揚福音, 彼此造就, 見證事奉主耶穌, 榮耀天父的聖名, 阿們。  Seeing in God's Way 事奉贏家分享：感謝天父帶領蔡偉賢弟兄與我們分享事奉贏家查經的方法 , 在過程中我們獲益良多。特別是在關於一同與神交談方面 , 有些時候 , 我們也好像使徒行傳十二章 1至 19 節所記述的使徒 們一樣 , 難以相信互相代禱的事項會成就 , 雖然事實就擺在眼前。  回想起以往我們曾經熱切不斷地為國內工商團契的成立和開展代禱，並且親身參予和見證 , 實在有無盡的感恩 , 並且難以置信。  有一次在事奉贏家查經分享當中 , 有弟兄慨歎香港CBMC人丁單薄 , 似乎有負主恩。其實在我從前開始參加香港CBMC的時候 , 也有過同樣的疑問 , 我亦有聽過其他弟兄姊妹有相同的見解。  我願意就著香港 CBMC的前路，大家同心合意，一同祈禱求問天父的心意，一起同步向前，成就從主耶穌所託付給我們的大使命。    

Carrie 陸伊萍理事陸伊萍理事陸伊萍理事陸伊萍理事 Tracy 2017年 9 月 1 日 經文：賽 11:1-16 標題：彌賽亞將成就完全的和平與救恩 中心經文：以賽亞書 11:2 耶和華的靈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聰明的靈、謀略和能力的靈、知識和敬畏耶和華的靈。 默想：神是誰？ 神掌權！神是全知全能的神！神知道 CBMC和我們每個人的境况！ 神提醒每當接受重大決定或檢討之前，我們都必須要通讀聖經、向祂禱告，使我們能看見祂在 CBMC 做工！ 神揭示了知識和敬畏耶和華是何等重要。 整卷以賽亞書都是講審判，我們都要儆醒神對我們説什麼？要我們做什麼？ 摘錄自「活潑的生命」 以賽亞書 11:2 認識神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識」，因為所有知識都是從神而來。此外，真正的「信仰」是從「敬畏耶和華」開始。敬畏耶和華可以稱作是信仰的心臟與核心，這是承認神的絕對聖潔，恭敬並畏懼祂。「知識和敬畏耶和華」是基督徒在成聖過程中，應當竭力追求的價值所在。 實踐應用： 現在做任何決定前，都會更多讀經、多禱告。相信聖靈會工作、會改變！將所有主權交給神。 靈修反饋： 將今天QT馬上和 CBMC理事會分享，鼓勵大家天天親近和尋求神，要更認識和明白祂在 CBMC的心意。 

2017年 9 月 18 日 經文：賽 23:1-18 主題：與主建立親密的關係 主要經文： 以賽亞書 23:11 耶和華已經向海伸手，震動列國。至於迦南，他已經吩咐拆毁其中的保障。 以賽亞書 23:17 70年後，耶和華必眷顧... 默想與禱告： 1:雖然今天閲讀聖經的歷史，但這些國家（泰爾和西頓）卻與我們有熟悉的感覺，因為他們就是現在地中海沿岸西班牙附近的地方。 2:世上錢財和成就都將會成為過去。 3:歷史中敬畏神的國家，都會成為強國，卻一旦離開神，盛都也會沒落，原因就是他們心中沒有神！ 4: 求主讓我每天QT讀經，祈禱和建立祭壇；因為唯獨敬畏耶和華，才是最具有永恆價值的事！ 5:求主幫助我，為了榮耀見證主，好好發揮自己的技術，合當使用神給予的資財，上天富于藝術的才能來榮耀主；常常警惕不要為世界給予我的銜頭為滿足，唯一可誇囗的是主耶穌基督。  阿們！ (今天QT 領受好豐富！) 



1. 尖沙咀分會傅柏恆 Ronald Fu (下圖裡在進行自拍的弟兄) 事奉贏家其中一課講耕種的比喻，讓我學到傳福音的過程，其中最大的提醒是: 邀請別人出席福音聚會，就好像撒種一樣，但之前必須鬆土，除草，施肥後才撒種，這樣才有所成果。  故此今天起，我要先關心，認清對方需要，分享自己見證等開始，最終一切交予神。  事奉贏家其中一課講耕種的比喻，讓我學到傳福音的過程，其中最大的提醒是: 邀請別人出席福音聚會，就好像撒種一樣，但之前必須鬆土，除草，施肥後才撒種，這樣才有所成果。  故此今天起，我要先關心，認清對方需要，分享自己見證等開始，最終一切交予神。  2. 灣仔分會錢靄嫻 Esther Chin (右圖最左邊) 感覺上William 第一課講述的大誡命和大使命的論述比書上說的還完整，當時就是沒有錄下來。希望他將來再講，我又再聽吧。  上課之後對 CBMC的理念和可行的運作比較明瞭。很欣賞課題裡強調了祈禱和與神說話的重要性。如果不是“打空氣”，就要有目標和目的，要有團隊齊齊的努力。接下來就是要思考個人在組織裡要擺上的緣由和方式了。  3. 尖沙咀分會洪國晉 William Hung (左圖中央) 這個課程非常好，幫助我對 Cbmc 的使命和事工比較全面的認識，並且導師William Choi 在教授課程中做了非常好的講解及示範。我認為值得所有Cbmc 的弟兄一起學習。  4. 尖沙咀分會陳武燕 Elva Chan (左圖左邊) 上了事奉贏家的課程，我認識到 CBMC 是在神的祝福下成立的，通過這課程能使職場上的基督徒好好裝備自己，在工商界為主作見證，投入福音事奉的工作。感謝主讓我有機會成為 CBMC 的一份子。  新添會員 William 和 Elva 加入了「黃老虎」的尖沙咀分會  5. 觀塘分會莊偉忠 Andson Chong (右圖後排最左邊)  感謝 神，透過事奉赢家，重搭以下重要的事情： 1)禱告的重要性。     3)傳承的工作 2)终身性的重要工作：門徒訓練。  4)取捨 而印象尤深的是**無忘初衷**CBMC的宗旨，目的和目標的意義，盼 望各分會都可以在每次中午查經開始時，一同開聲誦讀這個宗旨。  盼望弟兄姊妹願意一同為 主擺上和作美好的見證.  Amen.  6. 荔枝角分會陳笑玲 Elaine Chan(右圖前排最左邊) 第 10課-門徒擺上 
� 人是否願意擺上,當然看他本身是否看見神在他身上的使命.沒看見,不知道便是一个攔阻。 
� 看見了,又是否願意在 cbmc這个群體擺上.因為假設每个基督徒都已經恆常要返自己的教会,有多少人願意再加入另一個組織(就算沒抵觸),午間小聚不抗拒,因不会影響他們的其他的時間。 
� 如果本身在教會裡是活躍分子(據知,多數教会中也只有约 20-30%),在 cbmc的事奉也会做成拉扯。 
� 以我自己為例,初參與 cbmc午間小聚純粹想與基督徒看看經文,祈禱,在一天中有時間親近主.確實沒有深入去認識這個組織. 後來被邀請参與這課程才認識 cbmc的宗旨,目標。在前兩課中也比較清晰自己是有使命的,這是一個非常好的發現。我深信神帶我來到 cbmc 是非偶然的並有祂的美意和託付。我暫時在 cbmc 午間小聚是負責每个月第三週的祈禱会,從準備到祈禱会中都能經歷神的帶領,這是我暫時希望能在 cbmc做好的事工.   



  收入  收入  收入  收入    HK$   HK$   HK$   HK$奉獻 69,232事工 401,637會費 40,000利息 16其它 847511,732 支出 支出 支出 支出     事工 330,257薪金及強積金 117,670租金 92,000辦公室 15,006554,933是期結欠 (43,201)

CBMC Hong Kong LtdCBMC Hong Kong LtdCBMC Hong Kong LtdCBMC Hong Kong Ltd財務收支表

(以上數字未經審核)

1/1/2017 -- 31/8/2017

特別的祝福有理事長和前理事長們見證神帶領引進年輕會員William & Elva(左三、四)加入CBMC, 願意委身服事入會 

 
提摩太行動是 CBMC 成立以來一直鼓勵和推動的活動，目的是培養屬靈的下一代，課程開始由信仰尋索階段，到最終成為屬靈的再生產者。這一系列真理栽培，使我們的屬靈生命能夠被成全，裝備好之後更有能力去建立別人，達到薪火傳承的目標。  一般人認為只要領人歸主，一旦有人得救便完成責任了。故此，很多信主多年缺乏屬靈栽培的信徒，仍然停留在初信的階段，因為沒有好好去餵養他們的屬靈生命，以致別人無法看到他們與基督相稱的生活行為，這是非常可惜的。  神拯救我們，賜給我們永恆的生命，最終是希望我們達致基督長成的身量。事實上，我們新約信徒皆是有君尊的祭司身份，每人都要負起服事神和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去建立基督的身體的責任。  可是，有很多人誤認為牧養栽培只是在教會中教牧同工的責任。這樣，好比一個父母誕下嬰兒，後來把全部的餵養、教育落在傭人手中，或是把一切成長的問題托管給予學校或家庭教師代辦。他們是否「所托非人」則是「聽天由命」了。（這個也導致了異端問題產生之一。）  提摩太行動鼓勵有心志作保羅的，首先好好裝備真理，把信仰付諸實踐，在陪伴提摩太過程中達到教學相長的目標。這個進程能夠令保羅先對真理有所認識，有所實踐，然後再培育屬靈後裔，生生不息，成為屬靈的再生產者。  故此，倘若 CBMC 的會員肯認真，願意付代價，花時間、金錢、心力去栽培別人，我們會經歷到「勞力的農夫，理當先得糧食」，自己是首個得益者。雖然過程中有苦、有樂，但是，當親眼看到自己的屬靈後代，一個個的成長，所有付的代價看來都是值得的。  在此我鼓勵弟兄姊妹好好禱告，尋求你的保羅/提摩太。無論如何，趁機會上 eOT裝備，對真理有一個紮實的認識，在日常生活加以運用，達到無論遭遇任何境況，都能讓基督在我們身上照常顯大。在此祝福大家主恩常在。Amen - CBMC亞洲理事長 Alice Tam 

提摩太行動---屬靈的再生

亞洲大會：  CBMC第二十一屆的亞洲大會，將會在 2017年 10 月 25至 27 日，在澳大利亞的布里斯班舉行。2015年在香港舉辦的亞洲大會還瀝瀝在目；兩年後，很高興能夠有些香港的弟兄姊妹提前前往，並與澳洲分享一些事奉的經驗和心得，讓我們同心彼此配搭，實在感恩。  今年的主題是「和睦共融」，求主使更多人透過這個聚會從不同民族、文化背景的職場人士，看到 CBMC在職場事工的異象和使命，學習如何成為使人和睦的職場大使，發揮「鹽」和「光」的作用。願主親自祝福和拖帶每一位的參加者。阿門！ - CBMC亞洲理事長 Alice Ta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