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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有位老朋友叫我神學畢業後返嚟機構幫手

要畢業後再說，他見我就嚟畢業

咖啡店再問我，你嚟幫手好未

一定經驗再來好吧！這樣又過了好幾年

跌跌，人生無常，但心裏仍念記機構

人同工及其他參與同行者和教會同行的故事

旅，山東之旅，靈命小組

交流，晚飯午飯早餐下午茶打冷

*本文作者：後排右三（
 

我相信現在這位老朋友在上面笑住講

㗎喇！但我和他都冇諗過

開時的歲數喎！吓，同一個位置同一個年紀

支持方式 http://www.gcf.org.hk/?page_id=317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Keep believe. Make an 
Impact, in your area big or small.

#赤字點會冇_六位數字咁上下

不用怕驚人說我抽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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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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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牧‧家書】 

咸魚和水魚 

曾經有位老朋友叫我神學畢業後返嚟機構幫手，我話

他見我就嚟畢業，約我喺柯士甸道的

你嚟幫手好未，我話我先牧會幾年有

這樣又過了好幾年，經歷過起起

但心裏仍念記機構，也念紀當中的

人同工及其他參與同行者和教會同行的故事，上海之

靈命小組，職場牧養講座，神學院的

晚飯午飯早餐下午茶打冷，或多或少，這些恩

典記號，這些記憶推動我回應

這些回應包括奉獻，

甚至隻腳踏入，再次踏入群體

甚至全個人奉獻成為同工

於），身邊人明白我

愛好愛這裡的人物地情景

到你把其他同樣重要的輕輕放

低回去服事。 

 
（ 被老朋友搭著膊頭） 

我相信現在這位老朋友在上面笑住講：都話咗你會返嚟

但我和他都冇諗過，我現在的年歲竟然就是他離

同一個位置同一個年紀（竟然）！

http://www.gcf.org.hk/?page_id=317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Keep believe. Make an 
Impact, in your area big or small. 

六位數字咁上下_總之貴奉獻 doesMatter#感謝另一同工鼓勵

，只要寫低這份特別而不同時空聯繫故事的領受

Director of Marketplace Ministry 
G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143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hkgcf 

這些記憶推動我回應，

，代禱，金錢，

再次踏入群體，

甚至全個人奉獻成為同工（終

身邊人明白我，你都要好

愛好愛這裡的人物地情景，以至

到你把其他同樣重要的輕輕放

In His Time, He makes all things beautiful. Keep believe. Make an 

感謝另一同工鼓勵

只要寫低這份特別而不同時空聯繫故事的領受。 

ellowship of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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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回應同行回應同行回應同行回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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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方式奉獻方式奉獻方式奉獻方式】】】】 

□ 信用卡信用卡信用卡信用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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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劃線支票劃線支票劃線支票劃線支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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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銀行直接存款銀行直接存款銀行直接存款銀行直接存款：：：：恒生銀行

 並將入數紙電郵至 info@gc

□ 自動轉帳自動轉帳自動轉帳自動轉帳：：：：（請於 www.gcf.org.hk

（奉獻 HK$100

【【【【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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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個人資料收集聲明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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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加上 � 號： □ 同意同意同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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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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閣下同意同意同意同意本團契往後與您聯繫

 

143 Cheung Sha Wan Road, Kowloon 

 hkgc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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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團契往後與您聯繫，請在以下空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