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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CF 事工分享
感謝上帝的恩典，今年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GCF）與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踏
入六十周年，與一代一代的基督徒畢業生同行。GCF 的異象是深願信徒帶著上主給各人的使
命進入職場，並對社會及世界「Make an Impact」（發揮影響力）
。
以下是 GCF 在 2016 年 10 月至 2017 年 5 月部分的事工分享與大家彼此記念和感恩：
1.【
【初職團契】
初職團契】

2.【
【靈性培育】
靈性培育】

自 10 月 7 日開始， 我們舉
辦了連續四次初職查經系列
「踏上廢
踏上廢／
踏上廢／貴青路」
貴青路 ，共有近
三十位畢業生參加，查經由
兩位分別是畢業生團契及大
團部主任王偉德及盧家輝帶
領，一方面牧養初職信徒，
另一方面挑戰參加者活出召
命，讓參加者更多反思到職
場與上帝的關係，以及職場
對自己生命的意義。11 月 18
日由初職團契職員會帶領
「社會大學
社會大學 O' Night」
，通過
集體遊戲，讓新生彼此認
識，了解團契及小組運作。
另每月第三個周五舉行初職
團契月會，與畢業五年內的
年青信徒共同經過這段充滿
掙扎的過渡期。

感謝神，每月第四個周一於九龍佑寧堂舉行「泰澤歌詠
泰澤歌詠．
泰澤歌詠 ．
共融祈禱」
共融祈禱 ，穩定有約六十人出席。讓畢業生從繁忙都市
生活及紊亂社會中來到上主面前在群體中禱告，為香港守
望。
12 月 23 日至 24 日為「聖誕靜修周末
聖誕靜修周末：
聖誕靜修周末：期待基督的來臨」
期待基督的來臨
營會，超過三十位參加者參加。導師賴玉芳女士及何穎賢
女士幫助參加者進入安靜及認識歸心禱告，讓他們享受身
心靈的休息。
2017 年 5 月 5 日至 7 日舉辦了「知所進退
知所進退‧
知所進退‧季節有時——
季節有時
你欠生命一份神蹟」信仰進深營，邀得李錦洪先生與倪曾
你欠生命一份神蹟
雪瑩 Sonia 女士，透過生命對談、工作坊、安靜，與二十
多位參加者在忙碌的工作之中，安靜下來檢視自己，分享
自己的生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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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會同行】
教會同行】
根據「2 0 1 4 香港教會
普查」報告指出，在教
會急需牧養課題當中，
職場牧養排列首位。
GCF 作為一間職場牧養、
信仰整合的畢業生運
動機構，藉座談會回應
信徒需要，探討教會與
機構同行。GC F 60 周
年座談會「職場之道‧
職場之道‧
牧養之路」
牧養之路」於 3 月 4 日
順利舉行， 麥漢勳牧師、方偉雄牧師、鄒佩貞女士作嘉賓分享，牧者、信徒領袖、職青共四
十五人參加。GCF 協助教會在職場牧養的推動，針對牧者與領袖同行職場牧養，組織「職牧
聯盟」
。
4.【
【跟著矛盾去職場】
跟著矛盾去職場】

5.【
【文字事工】
文字事工】

6.【
【 M&M 師友計劃】
師友計劃】

2016 年，GCF 與十四間堂
會透過職場主日宣講，主

以 Facebook（「畢基」／

推動 M&M 師友計劃，讓「前

「hkgcf」
）
、mass mail 和
www.gcf.org.hk 作為連繫及

輩」和「新晉」切磋工作召命
議題，分為七組。現時有七位

牧養平台，分享生命故事
及牧養理念。

Mentor（「前輩」
）和十一位
Mentee（「新晉」）
。專業包括

領講座，帶領團契聚會，
幫助信徒在矛盾的職場
實踐信仰發揮影響。

教育、工程、金融、商業及市
場、非牟利機構及政府、社會
工作、屬靈培育。

以上是 GCF 半年的事工分享，鼓勵大家祈禱記念，回應同行，在這個世代 Make an Impact !
您的職牧，
王偉德|Walter
王偉德
walter@gcf.org.hk
主任|Director of Marketplace Ministry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G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g Kong
文章原載於 FES 網頁（網址：http://www.fes.org.hk/?p=6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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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行回應】
同行回應】
□ 邀請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GCF）同工到所屬教會分享職場信息/領會
□ 願意成為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義工，與我們一同服事畢業生群體
□ 願意奉獻支持畢業生事工發展職場牧養
【個人資料】
個人資料】
姓名：（中文）＿＿＿＿＿＿＿＿＿＿＿＿＿性別：□男

□女

（英文）＿＿＿＿＿＿＿＿＿＿＿＿＿
電話：＿＿＿＿＿＿＿＿ 電郵：＿＿＿＿＿＿＿＿＿＿
通訊地址：＿＿＿＿＿＿＿＿＿＿＿＿＿＿＿＿＿＿＿＿
＿＿＿＿＿＿＿＿＿＿＿＿＿＿＿＿＿＿＿＿
所屬教會：＿＿＿＿＿＿＿＿＿＿＿＿＿______________
教育程度：□大專 □大學 □碩士或以上 行業：＿＿＿＿＿職位：＿＿＿＿＿
【奉獻方式】
奉獻方式】
□ 銀行直接存款 恒生銀行 280-113150-001（請在入數紙註明中文全名及電話，並將入數紙電
郵至 hkgcf.info@gmail.com；或連同本表格寄回九龍長沙灣道 137-143 號長利商業大廈 11 字
樓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收）
□ 劃線支票 抬頭「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或
"GRADUATES CHRISTIAN FELLOWSHIP OF HONG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
KONG" （請註明姓名和電話；或連同本表格寄回九龍長沙灣道 137-143 號長利商業大廈 11
字樓 香港基督徒畢業生團契收）
□ 自動轉帳 （請於 www.gcf.org.hk 下載「直接付款授權書」
）
□ 信用卡 （請傳真或寄回本團契）
○ VISA ○ MasterCard 信用卡號碼：＿＿＿＿﹣＿＿＿＿﹣＿＿＿＿﹣＿＿＿＿
有效期至（MM/YY）
：＿＿/＿＿
持卡人姓名：＿＿＿＿＿＿＿＿＿＿

金額 HK＄ ＿＿＿＿＿＿
持卡人簽署：＿＿＿＿＿＿＿＿＿＿＿＿＿

（奉獻 HK$100 或以上將獲發正式收據以申請扣減稅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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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會以任何形
式出售、租借及轉讓您的資料予任何人士或組織。您有權查閱及改正本團契所保存您的個人資
料。 如閣下不同意本團契往後與您聯繫，請在以下空格上加上號： □ 我不同意香港基督徒畢
業生團契使用我的個人資料作消息通訊、籌款、推廣活動或收集意見等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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