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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

2016年篤信力行講座及

信會神學院曹偉彤院長分享耶利米信息

也回顧過往查考先知耶利米的訊息

到 2016年初職查經系列：「踏上廢

陶造，學習耶利米在市井路上靠著上帝

查經後對話／何啟輝   

「…我覺得這次查經系列跟我平日的查經感覺有點不同

井」一詞反映了原來我可以帶著自己的身分

單是對古時的以色列對話，

http://www.gcf.org.hk/?p=2935 

 

祂是陶匠／張珮琳 

「…工作是上帝給予人類的命令

上帝給予人類的價值，人類有能力工作

存，過美好的生活，成就上帝的美意

也不妨想想自己工作和所屬行業的意義和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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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牧‧家書】 

耶利米—畢業生群體的陶造 

年篤信力行講座及 2017年港九培靈研經會，崇基學院神學院邢福增院長及

耶利米信息，相信對會眾獲益良多。讓我們

耶利米的訊息，由2015年市井查經系列：「陶泥建生命

踏上廢/貴青路」，曾經探討上帝對我們畢業生群體

在市井路上靠著上帝，持守生命的呼召。 

參加者分享 

我覺得這次查經系列跟我平日的查經感覺有點不同，我嘗試用「

一詞反映了原來我可以帶著自己的身分、經驗和身處職場的環境進入經文

，上主亦與我這位生活於現今社會的「市井

工作是上帝給予人類的命令，從而看到

人類有能力工作、生

成就上帝的美意。我們

也不妨想想自己工作和所屬行業的意義和價值…」 http://www.gcf.org.hk/?p=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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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基學院神學院邢福增院長及浸

讓我們畢業生團契 GCF

陶泥建生命——耶利米」，

探討上帝對我們畢業生群體生命上的

「市井」說明，「市

經驗和身處職場的環境進入經文，上主不

市井」信徒對話…」 

http://www.gcf.org.hk/?p=4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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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祢來陶造我／Sharon Leung

「…做社工一定不是「貴青」，

工作，通常人們都認為是充滿意義

官僚等磨滅人意志的元素…」

 

《陶泥建生命——耶利米》查經感想

「…小時候聽這句話，覺得理所當然

命也自當由上帝掌管。可是

以的不順遂，反而曾經有點懷疑

受造之物在造物者的心意之下的悲哀

候，加上踏入職場的衝擊，

信徒，是為了湊合市井的遊戲規則而甘被模造

將自己放在上主的手心中被陶造

 

查經建生命／王偉德Walter

帶領者分享

話」 Let the Bible speak

戰重重

複雜的處境

職場的獨特處境

的話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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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aron Leung  

」，而似乎又不太「廢」，就是自我感覺良好吧

通常人們都認為是充滿意義，只是任何一份固定的工作都不能倖免於重複

」 http://www.gcf.org.hk/?p=4398 

查經感想／林玉婷  

覺得理所當然——既然已經決志信主，生

可是，到後來，在生命中經歷好些不明所

反而曾經有點懷疑，生命中所遇的困境，是否只是

受造之物在造物者的心意之下的悲哀？在信心曾經載浮載沉的時

，又使我落入另一種掙扎：在市井中的

是為了湊合市井的遊戲規則而甘被模造？還是仍然堅持只

將自己放在上主的手心中被陶造？…」 http://www.gcf.org.hk/?p=2969 

Walter  

帶領者分享——「…當我進入職場後，帶着這種態度

Let the Bible speak）。來學習以上帝的道活在處境中

，然而這些挑戰卻是正面的，因為上帝的道正正透過職場裡

複雜的處境，讓饑渴慕義的人問到經文核心之處，

職場的獨特處境，就如耶利米先知在國家艱難時期

的話語，一生持守呼召…」 http://www.gcf.org.hk/?p=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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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自我感覺良好吧。這份助人的

只是任何一份固定的工作都不能倖免於重複、麻木、

帶着這種態度（「讓聖經說

來學習以上帝的道活在處境中，更是挑

因為上帝的道正正透過職場裡

，從而應用於當下

如耶利米先知在國家艱難時期，單單靠着上帝

http://www.gcf.org.hk/?p=3000 



九龍長沙灣道 137-143號長利商業大廈

 2369 8512  

 

我在想：生命的陶造希望由小小話語

還看遇到經歷時，回看生命如何像陶泥被建造起來

聆聽，我深信上帝透過群體作成祂的工作

大學畢業後都在職場工作，「

新一期市井查經系列：「

鄒佩貞帶領，15/11 至 6/12〈

中的四段關係，一同察驗上帝恩待人的作為

我深願市井查經的運動能夠透過查經群體延續下去

持這個運動嗎？可以透過參加查經系列及奉獻支持機構有更多資源服侍畢業生群體

 

您的職牧， 

王偉德Walter 

walter@gcf.org.hk 
主任 Director of Marketplace Ministry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 Gradua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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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陶造希望由小小話語，淺層查考而播種心裡。能否深層反省及應用

回看生命如何像陶泥被建造起來。與此同時，透過群體讀經學習彼此

深信上帝透過群體作成祂的工作。最後，要實踐在處境中，畢業生群體裏普遍

，「道」透過生命的演繹實踐到職場中是重要的

：「較力爭勝的人生——雅各真人版」即將展開

〈逢周三〉晚上舉行。我們會查考四個段落

一同察驗上帝恩待人的作為。 （活動詳情：http://www.gcf.org.hk/?page_id=5142

我深願市井查經的運動能夠透過查經群體延續下去，使到信徒得著好處

可以透過參加查經系列及奉獻支持機構有更多資源服侍畢業生群體

Director of Marketplace Ministry 
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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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深層反省及應用

透過群體讀經學習彼此

畢業生群體裏普遍

透過生命的演繹實踐到職場中是重要的。 

即將展開。由蔣文忠、

我們會查考四個段落，細味雅各人生

http://www.gcf.org.hk/?page_id=5142） 

使到信徒得著好處。你願意支

可以透過參加查經系列及奉獻支持機構有更多資源服侍畢業生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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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回應】 

□  願意奉獻支持畢業生事工

□  願意成為義工一同服事畢業生群體

□  願意邀請 GCF同工崇拜講道或帶領職場聚會

【奉獻方式】 

□ 信用卡： ○  VISA

    ○ 一次性奉獻

    ○ 每月定額奉獻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英文）＿＿＿＿＿＿＿＿＿＿＿＿＿＿＿＿＿＿＿

 持卡人簽署：＿＿＿＿＿＿＿＿＿＿＿＿＿＿＿＿＿＿＿＿＿＿

□ 劃線支票：抬頭「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大廈 11字樓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

□ 銀行直接存款：恒生銀行

 並將入數紙電郵至 info@gcf.org

□ 自動轉帳：（請於 www.gcf.org.hk

（奉獻 HK$100

【個人資料】 

姓名： （英文）＿＿＿＿＿＿＿＿＿＿＿＿＿＿＿＿

  （中文）＿＿＿＿＿＿＿＿＿＿＿＿＿＿＿＿＿

通訊地址：（中文）＿＿＿＿＿＿＿＿＿＿＿＿＿＿＿＿＿＿＿＿＿＿＿＿＿＿

電話：（手提）＿＿＿＿＿＿＿

電郵：＿＿＿＿＿＿＿＿＿＿＿＿＿＿

就讀/畢業院校：＿＿＿＿＿＿＿＿＿＿

□ 我希望收取電子版團契通訊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所收集之個人資料，只供本團契內部記錄及與您的聯絡

人士或組織。您有權查閱及改正本團契所保存您的個人資料

如閣下同意本團契往後與您聯繫，

 

□ 本人同意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消息通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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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奉獻支持畢業生事工 

願意成為義工一同服事畢業生群體 

同工崇拜講道或帶領職場聚會 

VISA ○ MasterCard 

一次性奉獻 HK＄ ＿＿＿＿＿ 

每月定額奉獻 HK＄ ＿＿＿＿＿（有關捐款將會定期過數

：＿＿＿＿＿＿＿＿＿＿＿ 有效期至（MM/YY）：＿＿＿

）＿＿＿＿＿＿＿＿＿＿＿＿＿＿＿＿＿＿＿

：＿＿＿＿＿＿＿＿＿＿＿＿＿＿＿＿＿＿＿＿＿＿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或 “G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G KONG”郵寄至九龍長沙灣道 137-143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收 

恒生銀行 280-113150-001（請在入數紙註明中文全名及電話

info@gcf.org.hk或郵寄回本團契） 

www.gcf.org.hk「奉獻支持」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

HK$100或以上將獲發正式收據以申請扣減稅項

＿＿＿＿＿＿＿＿＿＿＿＿＿＿＿＿＿ 奉獻編號

＿＿＿＿＿＿＿＿＿＿＿＿＿＿＿＿＿（教會/機構

＿＿＿＿＿＿＿＿＿＿＿＿＿＿＿＿＿＿＿＿＿＿＿＿

＿＿＿＿＿＿＿（辦公室）＿＿＿＿＿＿＿（住宅）

＿＿＿＿＿＿＿ 所屬教會：＿＿＿＿＿＿＿

＿＿＿＿＿＿＿＿＿＿ 畢業年份：＿＿＿＿＿＿＿

我希望收取電子版團契通訊 

只供本團契內部記錄及與您的聯絡，並不會以任何形式出售、租借及轉讓您的資料予任何

您有權查閱及改正本團契所保存您的個人資料。 

，請在以下空格上加上  號：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消息通訊、籌款、推廣活動或收集意見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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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捐款將會定期過數，直至閣下另行通知） 

）：＿＿＿/＿＿＿ 

）＿＿＿＿＿＿＿＿＿＿＿＿＿＿＿＿＿＿＿  

：＿＿＿＿＿＿＿＿＿＿＿＿＿＿＿＿＿＿＿＿＿＿ 

GRADUATES CHRISTIAN  

143號長利商業 

請在入數紙註明中文全名及電話， 

直接付款授權書」） 

或以上將獲發正式收據以申請扣減稅項） 

奉獻編號：（如適用）＿＿ 

機構/先生/小姐 ） 

＿＿＿＿＿＿＿＿＿＿＿＿＿＿＿＿＿＿＿＿＿＿＿＿＿＿＿ 

）＿＿＿＿＿＿＿ 

＿＿＿＿＿＿＿＿＿＿＿＿＿＿

＿＿＿＿＿＿＿職業：＿＿＿＿ 

租借及轉讓您的資料予任何

推廣活動或收集意見等用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