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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CBMC 總幹事 Lee Truax 於４月７日

授證差派禮

晚講座：

4 月 7 日當晚美國 CBMC 理事長 Sam Hwang、總

「運用你職場上影響力活出大使命」

幹事 Lee Truax 及亞洲正副總幹事金昌成、Herman

中，挑戰我們反省作為天國大使，是否懷著客

Yeh 四人親臨香港，差派、祝福並向現屆新任理事

旅尋求享樂的心態？（林後五 20）

頒授證書。之後，現屆香港 CBMC 理事長 Carrie

他強調成為天國大使秘訣有三：

Luk 向各分會會長頒發證書，並由金昌成祝福。

與耶穌基督建立親密的連結，以致對人有深厚的憐愛。

當晚 Carrie Luk 致辭訓勉各分會「回到異象」
；藉推

（約十五 1-13）

動提摩太行動，積極栽培訓練接班人。

委身於禱告，如外交大使一般與所屬天國保持無間斷的聯
繫。
（雅五 16）試想當一位外交使節，不再與所屬國溝
通，他還能擔當使命嗎？

三.

2014 年 5 月

委身於屬靈再生產，透過門徒訓練生產更多天國大使。
（提後二 2）

他勉勵我們對準周遭禾場，積極刻意活出父神的美善；切實於
生活各個層面活出聖經真理、整全生命，與信徒群體同心同
道，誠實無偽，慷慨施與，活出使命！

福音私房菜──尖沙咀及新蒲崗分會聯合舉辦
新任分會會長何君柏(William Ho)是此聚餐的發起人，他一個月
前往新蒲崗分會 CoCo Tung 位於該區的餐廳試菜後，迅速地動
員分會成員，還邀請新蒲崗分會聯合舉辦。因 CoCo 以基督教
原則營運生意，William 感覺使他易於在講題上詮釋：「為何基
督徒喜愛行善?」
當晚出席 25 人中，雖然只有 5 名是福音朋友，但 William 表示
這是一次很好的學習。他覺得要製造吸引來賓赴會的理由，不
與福音扯上關係，邀約成功率會較好；他們當晚還搞了一至五
月的生日會。雖然他自覺有點倉卒；但聽說他當晚分享，令他
帶來的親友來賓非常感動。
Consina Sung：
「環境優美、氣氛輕鬆、方便攀談。…兩天後
收到 Yvonne Kwok 訊息，當晚有一位對座的女來賓，喊著要上
教會。…柴娃娃都得，有人話要每個月搞一次。」
Anna Wong：
「我們都是第一次細聽 William 的個人深情分
享，甚至驚訝！他分享的訊息能引發福音朋友日後反思，憑智
慧選擇，信靠主之得著是蒙受真心眷愛。」

第三屆韓國華語前景學校（Vision Scho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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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30 日-5 月 3 日香港一行九位弟兄姊妹完成了第

的技巧令我學習到以聖經律例在職場作 CEO。

三屆前景學校，除了 Alice Tam 是再次前往參與服侍之

以前未能掌握的竅門，現在被『叮著』了！」

外，其他都是第一次。看看他們的感受！

Francis Chau：「韓國弟子姊妹對神的完全委身和對我們

Cecilia Chan:「Amazing trip! 感受韓國弟兄姊妹為神無

無微不至的關愛，成為我學效的典範！」

私奉獻，課程內容豐富、實用、活潑。其間得著身旁導師
合宜的指導，其中洗腳一環最被觸動。」「我帶同 19 歲
女兒參加，此行使她對神認識良多，也因此能體會我為何
付出時間在 CBMC，這是我最大得益。」「我所屬的教會
是北宣，之前對韓國的信徒有疑忌，這課程讓我切實體會

每一屆前景學校都遠道前往服侍的亞洲副總幹事 Herman
Yeh，訓勉我們，前景學校成功的竅門是畢業學員，下一
屆再去實踐服侍，直至本地興起一群領導，靈命上有寬廣
度帶領本地 CBMC 成員持續舉辦前景學校，薪火相傳。

他們是遵行父神及耶穌的旨意，而非私意。更藉此開啟了

代禱：祈求剛完成韓國華語前景學校(Vision School)完畢

我禱告和靈修生活的操練。」

的 34 位中、港、澳、台的肢體，承傳韓國 CBMC 的恩

Anna Wong：「課程有系統地讓我了解自己的作事模

膏，靠主於職場活出所領受的使命。

式，珍惜活著每一天，及如何藉每天靈修與神溝通；實用

CBMC 亞洲華語事工
金昌成(Chang Sung Kim)於今年 2 月 22 日，親臨訓勉 CBM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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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 CBMC 海外宣關活動

分會成長之七秘訣，其一為積極參與國際事工，為此我們需要獻

3 月 24 日晚上，亞洲副總幹事 Herman Yeh、

上禱告，並肩負保羅牧養提摩太之使命。亞洲區本年事工目標異

理事 Alice Tam、Eddie Wong 及太太 Cosina

象是「榮耀年」：

Sung 及總會 Fanny Mak，中午及晚上接待了

5 年建立 30 國華語 CBMC

海外華人工商團契，他們五人分別來自不同企

10 年建立 55 國華語 CBMC

業的董事長或總經理。同日下午還接待了另一

15 年建立 69 國華語 CBMC

位海外工商團契牧者，他懷著訪尋牧養工商基

藉著台、港、澳、深、韓為屬靈戰略地點，發展東北亞洲及太平

督徒資源之目的遊走香港，於本地一教會巧遇

洋地區。另一邊廂，星、馬及菲律賓 KFC，肩負發展東南亞地區

我們其中一位理事，取得聯繫。

國家的使命。同時，委身禱告興起基督徒商人及宣教士，前往西

當日，我們分享了實際經驗，介紹並送贈 CBMC

亞地區國家開發。

一系列查經材料給予他們；他們對材料珍而重

重點策略是透過事工手冊為本的事工訓練建立生產性分會、並配

之，盼望能豐富將來的門訓資料，並調校牧養形

合韓國前景學校、職場靈性四度空間退修營，全方位培養職場門

式，結出更多果子。

徒領袖，於每一個亞太地區國家建立 CBMC 華語事工。而今年的

3 月 15 日 Alice Tam 代表亞洲理事會，前往

重點開發華語事工國家為柬埔寨、泰國、緬甸、日本、韓國及紐

澳洲參與當地悉尼華人 CBMC 成立典禮，出發

西蘭。

前透過不同途徑聯繫了兩位當地工商基督徒，

讓我們效法南韓，他們以 5,000 萬國內人口，287 個國內分會，已

介紹他們加入了 CBMC，同作主工！甫成立之

於 40 個海外國家建立了 158 個分會，當中包括中國大陸 13 個分

際，他們還盼望於不久將來，在布里斯本

會、哈薩克斯坦（Kazakhstan）的４個分會、廣泛遍佈於俄羅斯東

（Brisbane）建立第二個華人分會。

西 5 個城市的分會，以及散佈於其他福音封閉國家的分會，原來

Alice 之前還前往布里斯本，連續晚上及早晨訓

她們三分之一的分會都是位於國外哩！

勉當地 CBMC 成員，激勵了一些不冷不熱的肢

遍佈全球十數億的華人，正期待我們台、港、澳、深 4,000 多萬華

體，重拾異象；Alice 從中更從澳洲理事長 Tony

人去開發哩！祈願我們為這馬其頓的呼聲，同心努力。讓神親自藉

Levick 身上，學習了付出、等候的功課，Tony

我們作工！或許本月底第一屆營商宣教高峯會，是神藉你祝福全

陪伴當地韓國基督徒走過低谷，仍沒有停止聚

球華人的第一步。

會。會中一位韓國青年領受：
「若我們基督徒兩

Source: Report of Asian CBMC Board Meeting April 5, 2014

代不傳福音，便會滅亡了！」

（26 pages）

如你的接觸網絡有此需要，可與我們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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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MC 分會會長訓練
6 月 13 日（週五）下午 7:00-10:00
地點：漢語聖經協會──九龍荔枝角通州西街
1064-1066 號安泰工業大廈 A 座九樓
(荔枝角港鐵站 C 出口步行 5 分鐘)
備簡單三文治於休息時間享用。費用全免。
歡迎各分會會長、分會同工（禱告靈修、福音聚會、跟進
造就、會體增長組長）或預備成為分會會長的弟兄姊妹參
2014 年 5 月 24 日（週六） 下午 3:00-6:00
地點：沙田沙田頭村 102 號 靈基營（車公廟港鐵站 D 出口）
請盡早於 5 月 22 日前向總會報名。

加，被裝備同作主工。
敬請盡快於 6 月 11 日或之前透過分會會長報名參加。

代禱：祈求神親自工作，興起分會領袖及同工，合一委
身同作主工。

代禱：祈盼神親自動工，叫弟兄姊妹藉著主的話語及聖
洗禮，重新得力。

http://www.cbmc.org.hk

網頁資源更新：

分會各項資源／表格、CBMC 簡介、奉獻表格等，可登入
「檔案下載」區下載使用。

2014 年 1-4 月收支報告
香港 CBMC 總會今年財務目標$33.6 萬元，
截至四月底奉獻：12.2 萬
（包括$2 萬奉獻給亞洲 CBMC 事工，剔除
詳情請瀏覽 CBMC 網站

2014 亞洲大會奉獻）：
＊此數目未經核數師核對＊

銅鑼灣分會會長 Rita Chiu 喜獲
2014“全球傑出華人獎＂
頒獎當晚各分會成員均有赴會，並被激勵盼望更多
榮耀神。以下是 Rita 當晚與父親之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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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編輯、採訪、報導：麥嘉麗

Fanny Mak

督

Maureen So

印

：蘇甜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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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異象：

我們盼望將來的 Contact 通訊有更多分會的生活牧養見證，

藉著上帝在全球工商企業及專業領袖身上的

歡迎聯絡 Fanny 提供寶貴內容。你的分享將為大家帶來激勵！

作為，帶來生命永恆的改變及持續的倍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