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五年的感恩

上帝無處不在這句話是真確的。十五年前的一次玩具業餐會上，我們團長黃鐵

城弟兄在得獎感言的結尾時說了”願將榮耀頌讚歸給天父”。就此激發起玩具業

的基督徒成立”玩具業基督徒團契”。我深信這是聖靈感動的結果。我們團契成

立的目的是讓行業內的基督徒弟兄姊妹們定期聚會，研讀聖經，彼此交心，分

享經驗，互愛互助，抒解團友遇見的困難，大家祈禱鼓勵。我們秉承耶穌基督

的教導作為工作的指引，並奉耶穌為我們的CEO來營運事業，達至榮神益人的

美果。

過去的十五年，玩具業並不風平浪靜，一波退卻又來一浪。十年前發生的玩具

產品安全危機，給玩具業帶來極大的挑戰。但是上帝是恩慈的，祂讓我們經歷

這次考驗，把玩具產品的安全標準和檢測程序大幅度提升，造福兒童。同一時

期，客商受到國際的非政府組織的壓力，嚴格要求廠商執行”商業行為守則”驗

證，以保障工人的權益，工業安全，環保和妥善的工作環境。我們再次感恩，

上帝帶領我們成立”ICTI-CARE”國際玩具業關愛驗證，作為玩具廠的運作準則

，同時也是國際玩具品牌和入口商的認受標準。

玩具業是文化產業，隨時代的改變而變，跟著市場的風向而變動。因此，從業

者面對很大的挑戰: 包括科技能力，生產技術改進的需要，市場策略，成本不斷

上漲等等。雖如此，我們還是要感恩，因為耶穌是我們的最高領導，祂的教導

和指引，鼓勵我們向前，為我們壯膽，堅強信心。

際此紀念玩具業基督徒團契成立十五週年，我不住的感恩，並將一切榮耀頌讚

全歸父神。阿們!

楊子江
TCF董事會成員及財政

15週年感恩晚宴籌委會主席



寫給玩具業團契的同道們:

玩具業福音團契成立経已十五載。這些年耒清楚看見了神的使用，保守和帶領

。有信主的，也有生命得造就和提升的。深盼在未來日子中，神將會更大使用

這團契。

玩具業如其他行業一樣，工作上有很多困難和掙扎。在這種環境裡願意給大家

三個祝願：

（一）願你們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様。（約壹三：2）

（二）聯合更多同工彼此扶持，鼓勵和安慰。

（三）鼓勵同道同心合意興旺福音。求神為我們預備很多前所未有的機會。除

香港的需要外，還應北望神州，探索「一帶一路」的需要。這就可以達

致聖經給我們的環球視野。主曾應許祂回來之前我們要把福音藉工作和

事業的見證傳遍全世界。（太廿四14）

張慕皚牧師
榮休建道神學院院長



慶「玩具業基督徒團契」(TCF)
十五週年 - 福杯滿溢

TCF成立轉瞬15年，因為我與一些創立者是多年好友；因此有機會見証十五年

來TCF領受從神而來的恩典 — 成為團契內外多人的祝福!

成立早期，會員不多。目標是彼此守望相助、互信激勵、緊守專業崗位，保持

業績健康增長，並為員工提供全人關懷，將愛心傳送。我參加多次團契活動，

並有參觀國內廠房；喜見團契內外同心，達到見証神恩的目標。

期間玩具業需要迎向逆境，尋求營運型式更新；更顯現各公司及廠房真誠互助

的精神 — 因而吸引更多玩具業同行加入TCF的行列。並且見証多間公司獲得國

內及香港政府嘉許; 逆境中仍創佳績。

更叫我內心感動的，是TCF主動參與國內多項助學及扶貧行動，成為有需要的

人士的真心朋友。最近更用不同形式協助本港一些青年人展示創意，並嚐試創

業 — 為香港的[創意產業]增添生力軍，開創新景象。

神應許敬畏祂的人，經歷恩典，並且褔杯滿溢。

蔡元雲醫生
突破匯動青年會長



當日得到福音好處之後，心裏火熱，常常掛念福音工作，希望在玩具行業裏有

傳福音的機會, 或者參加行業內的查經班。就這樣等候了多年，玩具業基督徒團

契 (TCF) 终於出現，轉眼TCF已成立了十五年。

回顧過去，深深體會到神的計劃比人的計劃更高更大，又滿有憐憫、恩典。原

來神為了衪的兒女，在十五年前招聚在玩具業作領導的基督徒成立了TCF，叫

他們在行業內確認基督徒的身份，跟隨衪，在主裏同心同行，享受祂的同在，

領受祂的教導，帶衪的祝福給同事、員工及身邊的人。祂裝備大家去面對在職

場作領導的種種挑戰。在過去的日子玩具業的艱難不比其他行業少，但面對艱

難的時候TCF兄姊們不是「同行如敵國」，而是用心去互相支持和一起同行，

在困難裏有平安，有出路。有些出路雖然不為一般世人或商界習慣所取，但跟

隨衪旨意有平安，又有好成果。這些例子及見證大大加添了大家在職埸作基督

徒信心，去依靠神，走祂的路。

當日希望去服侍及帶祝福給他人，但回顧時就發覺原來我在團契裏被鼓勵，被

祝福，被服侍，同享在主裏的平安。感謝主。

願主繼續使用，帶領和祝福玩具業基督徒團契。

黃鐵城
TCF董事會成員及團長

鎮泰有限公司



以色列孩童到十三歳時有成年禮，我們潮州人也有，在十五週歳舉行，稱為出         
花園。

TCF成立十五週年，是時候出花園了！

作孩童時，我們安居家中，由父母長輩們照料，不用憂心生活所需，也不用害怕外
來人欺侮；只要盡量吸取養分成長，專心學習知識技能規矩。今天成人了，可以走
出花園去闖天下，你身體心靈已經裝備好了沒有？

記得當年我出花園時，家裡預備多道美食佳餚，糖果零食，弟兄姊妹和親戚們    飽
食之餘，便是聽父母長輩們的訓誨。他們大多吩咐在外要小心，不要受歹人所惑，
遭欺騙蒙損失；或被誘作了虧心事。又有鼓勵做事要勤快不惰，堅毅不怕吃苦，總
要追求出人頭地。另外待人接物要謙恭溫和，不要失禮於人。最後還是那句，有什
麼事，即使天跌下來，也要回家告訴家人，家中永遠是你的庇護所。

十五年前，在團長呼召下，我們一班玩具業老闆凝聚一起，成立了玩具業基督徒團
契，希望大家主內交通，互相扶持，在這世俗職場內，為神做鹽做光。TCF由那時
開始，也成為我們一班團友的家。這十五年，正值製造業踏入寒冬，弟兄姊妹也能
在這家中尋到溫暖。期間我們邀請屬靈長者查考聖經，又硏讀了探索基督徒在世使
命的書籍，尋找上帝交付我們在人生中的旨意。十五年來，我們從全面認識神中得
了信；從主耶穌救恩中得了盼望，又從服從主的誡命中領受了愛。因祂先愛我們，
我們必須愛祂，並且還要愛弟兄姊妹，和一切衪所造的人。

今天我們TCF出花園了，我們預備好去滿足家中天父和主耶穌的叮嚀嗎？我們能不
虧損神的名，和在天國事業中追求卓越嗎？我們除了邀請朋友來分享我們在主內的
恩典和喜樂外，還準備好擴闊侍主領域嗎？

最近TCF收到呼籲送玩具給伊拉克和敘利亞難民。除了贈送玩具外，還要安排物流
貨運，且要籌集運費。在不到三星期內，一貨櫃玩具送出了，㩗帶著基督的愛心和
關懷，這馨香的祭跨海越洋的瀰漫在一班飽受戰火傷害的兒童的歡笑中。

我在遐想，他們當中可有三、兩個最終會領受神的救恩？原來外面的禾場是那麼的
大！

讓我們立志，這只是我們跨出花園的第一步。

朱其崑
TCF董事會成員及副團長

大南玩具實業有限公司



回想十五年前，十個玩具行業的弟兄聚在一起，我是第二批五個弟兄，連同第

一批五個創夢弟兄，一起肯定成立TCF的意義，訂出TCF的目的和使命，勇敢

作出突破。

作為真正的老闆和CEO，上帝行事奇妙，遠超我們想像！十五年來，我見證了

上帝在TCF群體中三方面的成就：

一是作為基督徒企業經營的管家，我本人經歷生命的更新，標杆直奔；

二是上帝掌管我經營的奇才集團，帥領著企業生命的再生，踏實營運；

三是TCF肢體超越同行競爭的現實，落實相互關懷和扶持，主裡同行。

禱願TCF能在行業和社會裡，成為明亮的燈臺，至於我和我的公司，能成為燈

臺上其中一支發亮的小燭。

蘇權良
TCF團員

奇才玩具有限公司



我在玩具業工作了卅多年，當中有很多的經歷，很感恩的有一半時間是與 TCF

同行。我們一班基督徒的玩具生意人，大家彼此守望，代禱，查經，分享，見

證在行業內風浪同行。

與各行業全球經濟一樣，近十多年來玩具業實在很多挑戰，可是在TCF內，我

們各人緊守自己的崗位，有困難時互相分担，有喜樂時互相分享，最重要是我

們常常學習聖經的教導一起禱告 -- 學習認罪，信心，交托與上帝同行的寶貴經

驗。

2017年是TCF成立15週年開心的日子，在年歲來說，TCF是青少年了。我們在

自己企業內安排承傳的同時，也有為TCF的交棒延續而努力。祈禱天父的  旨引

，智慧，繼續與今後TCF同在。

好像我們的團訓一樣: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

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五至六節）

阿門。

田大中
TCF董事會成員

Tin’s Metal Mfy Limited.



聽過一個故事，有一棵很高大的樹，一位小男孩，天天到樹下來，他爬上去摘果子
吃，在樹蔭下睡覺，他愛大樹，大樹也愛和他一起玩耍。後来，小男孩長大了，不
再天天來玩耍。一天，他又來到樹下，很傷心的様子跟大樹説: ”我不小了，不能再
和你玩，我要玩具，可是没錢買。"”大樹説: ”很遗憾，我也没錢，不過，把我所有的
果子摘下来賣掉，你不就有錢了?”男孩十分感動，他摘下所有的果子，高高興興地
走了。然後，男孩好久都没有來。大樹傷心了。有一天，男孩终於又來了，大樹高
興地邀他一起玩。但男孩说: ”不行，我没有时间，我要替家里幹活掙錢，我家需要
一幢房子，你能幫忙吗?”大樹说: ”我没有房子，不過你可以把我的樹枝砍下拿去搭
房子。”於是，男孩砍下所有的樹枝，高高興興地運走去盖房子。看到男孩高興，大
樹好快樂。很久男孩又沒出現了。大樹再次陷入悲傷之中。多年後的一個夏天，男
孩回來了，大樹很興奮: ”來和我玩呀。”男孩卻説: ”我心情不好，一天天老了，我要
揚帆出海遠離一下煩擾，你能給我一條船嗎？”大樹説:    ”把我的樹桿砍去，拿去做
船吧!”於是，男孩砍下了她的樹桿，造了條船，然後駕船走了，很久很久都没有回
來。許多年過去，男孩終於回來，大樹説: ”對不起，孩子，我已经甚麼都沒有了只
餘下快枯死下去的老根。”樹流着涙説: ”這麼多年過去了，你感到累嗎？想要一個休
息的地方嗎？我的老根是最適合坐下來休息的，來坐下和我一起休息吧!”男孩坐下
來，大樹高興得流下了眼淚……

這個是很多人生命歷程上的故事。這棵樹就是天父上帝賜給我們的父母。天父的愛
透過父母守護和覆蓋了我們一生。從小時候我們喜歡和爸爸媽媽玩，長大後，我們
就離開父母甚至亦遠離天父上帝，只在需要甚麼東西或者遇到麻煩，才會去找父母
和祈禱尋求天父的保守看顧。不久的將來，這年紀的你和我，父母都不在了。只有
那位創造生命的天父上帝仍然永遠守護著你和我。你, 奮力打拼了那麼多年，疲累   
嗎？困倦了？只要你願意，衪會進入你的心靈，讓你滿有平安，尤如安躺在青草     
地上，歇息於緩緩流動的溪水旁。

人生是一條路，在這路途上，你會碰見很多很多不同的人，有人陪你走一生，有人
陪你走一段，我和TCF的弟兄姊妹們會樂意陪伴你走在一段豐盛人生的道路上。

                                   

廖焯達
TCF董事會成員

Starlight Industries Limited



2004年12月冬季，一個週末下午，剛完結生產會議後，即收拾公事包就匆忙從

東莞回港，為了連同內子去參加一個約會，我們夫妻被邀請觀看一群玩具廠家

的同事，員工粉墨登場的歌唱大賽。這就是我第一次接觸 玩具業基督徒。

2002年十二月是一個悠長難敖的冬季，我被派選代表九家同業香港玩具廠商到

加拿大追討買家欠款的法律訴訟。

每天審看兩三尺高文件、開會、與港商視像報告丶與法庭申領財務資料、撰寫

會議記錄等，每天睡覺不足4個小時。

那段日子，兩頰消瘦，頭髮變得班白，心境體力俱疲， 

等待的每天都是苦悶無聊，當時情緒非常低落，那年冬天內心特別冷。

及後，法院終於有了排期，我可回港與家人相聚，漫長的法律訴訟日子展開了

⋯

誰知道，回來不久，又碰上香港的沙士災難，當時人心惶惶。分散內地多處廠

房合共有近萬多員工，每天審查工人健康報告，隔離有疑似上呼吸道疾病的員

工，調配人員作息應付貨期，每天工作到晚上深夜，甚至凌晨一兩點，帶著疲

憊身軀回到宿舍休息。那時神經已拉得磞緊，甚至是瀕臨崩潰邊緣。接二連三

非常日子，弄得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在醫生勸說下，我需要休息一段長時間。

終於半年後，我離開了差不工作多年的玩具業。2004下半載開始了嬰幼兒家紡

製品工作。

02年的法律訴訟、03年沙士事件，給我看到人心詭詐、生命如此薄弱，促使我

反思一些有關事業，人生問題。奔波多年，努力工作，賺錢養家，不斷進修，

考取學位，不同的上市公司任決策高層，教授演說，人胍廣增，理應快樂，自

豪。但是，剛好相反，豪無安全感，表面平和，內心實煩燥不安，缺乏真正人

生目標。剛好那時玩具基督團契團長黃鐵城先生不時邀請參加一些聚會，在數

其中，有機會聆聽許多生命見證，而玩具團契中的蘇紀英先生，也是我倆夫妻

早年在Mattel和Marx玩具廠認識的同事。他們安排了我夫妻和其他業者到港福

堂，介紹約翰福音給我們認識，我開始明白罪性和基督受難，恩典的意義。



經常參加玩具團契，學習査解經文，唱詩歌，學習禱告。團契生活使脾氣變得

平和了，學會寬恕的心，認識放下，學習聆聽，改變了我對管理心態。

2008年被邀請成為玩具業基督徒團契一份子。至今十年終於把我的情緒失落，

迷惘中得到解答，得到引領，基督的愛通過一班玩具基督徒恒常保守。

按神心意管理生意，管理團隊有著輕省的日常工作，不用長期加班失去家庭正

常生活。自己不再隨便發怒，善用耹聽機會與同事交往，學習謙卑，公司有著

顯著的高効率和品質提升。

在團契生活中，有了從未有過的平安，喜悅。今天我已退休兩年，仍常參與 

TCF團契活動，如果你看到我這篇自述，有感同尋找人生方向的玩具同業，歡

迎你與我們聯絡，參加玩具基督徒團契大家庭。

葉甦
TCF董事會成員



還記得2007那年，楊子江先生邀請我參加TCF聖誕晚會。這是我第一次接觸

TCF，玩具基督徒團契。之後我開始斷斷續續參加每兩個星期一次的聚會。

直到2008年，TCF正式邀請我成為會員。當年十一月的週年晚會，我作為新成

員，要在晚會時作個人見證。當時我從未講過個人見證，還要在那麼多人面前

講！那時真的有點害怕，甚至想到可否推掉這個要求！晚上在禱告時，主再次

提醒我：『哥林多後書12章9節』 「他對我說：我的 "恩典" 夠你用的，因為我

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

能力覆庇我。」

事實上，這次給我一個機會，好好反省及思想我和神的關係。為什麼當天我會

決志呢？這是我以前從沒有想過的。透過這次分享見證準備，我深切明白到，

神真的由始至終都沒有離開過我，祂給予我恩賜以及沒間斷的恩典及保守。那

時我更加清楚我在家庭及工作上的真正目的及再次立志順服主的引領，以後要

在生活中看著標桿直跑：『腓立比書3章14節』「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

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其實我在1985年已決志信主，在2005年主引領我生命慢慢轉化，直到2008年

才清楚立志為主而活。之前的四十年我可說是白白領受神的恩典。感謝主的帶

領，令我四十後生命可以得以成長，聖靈幫助我學習跟隨耶穌，每天努力過敬

虔的生活。相信神安排我參加TCF，是要透過弟兄姊妹的交流、分享及提醒幫

助我成長，尤其是如何成為神的僕人及實踐天國企業的願景。

主的愛實在是我最大的祝福！重新得力以後，希望能努力奔跑，在我生命之中

結出果子，好好完成主交給我們的使命！

陳大強
TCF團員

藍盒集團有限公司



同是玩具行業人
行在一起歌頌神
十指緊握度榮困

五餅二魚見神恩
載滿歡欣！

動向發展依靠神
力量喜樂滿我心
信，神必引領

望，主快再臨

愛神愛人！

黃嘉齡
TCF團員
K's Kids



TCF 15週年感言

十五年來TCF的團友建立了手足情深、彼此關懷守望的兄弟姊妹情誼！我們一

起按聖經的教導建立合上帝心意的陽光企業文化：更人性化的管理、堅持正直

誠信、致力追求卓越！在行業面對日益嚴峻的挑戰下，經歷不少上帝的恩典！

我和胡海林先生是大專同學，畢業後一同進入玩具行業同事多年。80年代初期

各自發展，各忙各的事業就疏於接觸。直到TCF成立後也邀請中學時信耶穌的

海林參加，他也偶爾出現但並不是很投入。14年間得知海林病重，前往探望並

聯絡TCF團友為海林祈禱，在團友的愛心關懷中，海林的信仰得以重新建立，

在耶穌基督裡確定承受永生，在平靜安穩中安息天父的懷抱！TCF團友在海林

的安息禮拜中獻唱詩歌，我特別感觸上帝的恩典讓我們一群基督徒玩具人可以

彼此關愛互勉，在誰有需要時，很多團友就伸出援手，構成一幅美麗的圖畫！

蘇紀英
TCF董事會成員

鎮泰有限公司



我與TCF同行的感恩

感恩一羣玩具人能與神同行十五載。

感恩團契從初期的全弟兄组伸延至姐妹羣, 令我能參與學習、成長。

感恩雖然同業有競爭，各弟兄姐妹仍能豁然分享憂心喜樂，用心聆聽，彼此代
禱。

感恩我們的凝聚能感染同路人的生命。

祝願在神的保守中，TCF能継續彼此勉勵，在行業面對的挑戰中，互扣同行，
做鹽做光，以信望愛的精神，榮耀我們的主上帝。

李淑姬
TCF董事會成員



既然凡事都有衪的安排，我們還能為主做些甚麼呢？

(我未將你造在腹中，我已曉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別你為聖，已派你作列
國的先知。耶利米書1：5)

原來不是我們追求神、探索神，是神一早揀選了我們，要我們聽衪的話、聽祂
的教導，重要是要看我們怎樣回應祂 !

反思是我們因自己，而得以信主, 還是我們是迷途羔羊 ，被主尋回呢？

萬物都是祂做的，我們也是祂做的，祂早知道每件事的結果。但我們有否聽從
祂的教訓，還是偏行己路，而引致滅亡，像以色列國一樣呢？

我們怎樣利用神賜予的天賦，聽從衪的工作，而得榮耀呢？

思考我們在玩具、各行業數十年，是否神早有衪的計劃，像先知耶利米般造了
我 們 ？ 賞 賜 天 賦 給 我 們 ？ 也 曾 委 派 工 作 給 我 們 ？ 讓 我 們 服 務 衪 ， 得 以 榮 神        
益人！

羅遠茂
TCF團員

Kings Group HK Holdings Ltd.



眨眼十五年，雖然不能開始參加至今，仍然享受弟兄姊妹的關愛，老闆是很孤

單，內心深處很多說話，不能說，在一起時，大家都有共嗚,有信任，很奇怪，

同行都可成朋友，只有在主耶穌的懷抱，凡事都能。大家在一起時，都很享受

分享，很多時，滿足靈裏的需要，跟著滿足腸胃的飽足，每次空空而來，滿滿

而去。對於我，看到業界資深弟兄怎樣活在信仰，事事求榮耀主，主耶穌高於

一切，時間仍然不知道幾時完结，神蹟有時發生，有時不見，但是信心不變，

老板不是我們，是主耶穌，祂負責一切，我們只是跟著他的領導。

張植廷
TCF團員

Seven Seas Plastic Fty Ltd.



TCF同行15年 感言                     

15年前2002年初，在一個偶然機會，一班志同道合玩具業基督徒的朋友走在一

起，定期聚會，地點就在我山林道的武館。還記得早期聚會時間是逢星期日晚

上，有時聚會夜了，家人不免有所埋怨。其後無論是聚會時間或是地點，都有

所變動，直至今天，每月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五在尖沙咀東部聚會。

TCF早年聚會祇有男仕參加，直到數年前才有玩具業姊妹參加。但為了男仕有

私 人 分 享 的 機 會 ， 小 型 的 祈 禱 會 卻 應 運 而 生 。 我 現 在 參 加 了 一 個 名 為            

Brothers 4 的小組。

2002年也是我父親陸宗霖博士患病，信主和去世的一年。當時我父親病重，

TCF團友蘇紀英先生(Albert)時常前往醫院探望，期間分享經文和為他祈禱。最

後在Albert的引領下，我父親接受了主耶穌作為他生命的主。雖然父親沒有經

過正式的洗禮，得到了作為教會長老的Albert的見證和帶領信主，我相信父親

是得著永恆的生命。所以今年也是父親信主和逝世的15週年。父親生命的改變

和TCF的成長緊扣在一起！

陸地
TCF董事會成員及法律顧問

安陸集團有限公司



非常感恩從台灣來到香港有榮幸可以參加TCF團契成為其中的一員，在這裡看

到很多玩具同業中愛主美好見證的屬靈長輩，有豐富的人生閲歷，有屬靈品格

的職場倫理，有美好夫妻關係的榜樣，有聖經真理的研經和屬靈書籍的建造    

分享，有如詩如畫的世界美景攝影作品，有多姿多采的詩詞欣賞，有Ms.TCF的

美好廚藝和Karaoke，有慈善有助學，有佈道有美食，有高處也有低處，有歡

笑也有淚水，雖然有時在大環境不景氣的時候仍然能靠著神的恩典堅定站立，

有彼此的代禱和鼓勵支持，大家按著神所量給他們的產業治理這地，職場或神

的家都有美好事奉果效。願神繼續使用TCF成為福音的出口，祝福的管道，影

響職場行業、建造美好家庭，把一切榮耀歸於至高神！

張秀華
TCF團員

三角玩具有限公司



14年前開始和玩具業團契一起堅持在每天的工作中落實信仰，大膽地分享耶穌

基督的福音。每兩週的聚會，一起查經，一起讀書分享。讀過的書有《標竿人

生》、《牧羊人領導》、《認識神》、God is My CEO、Hearing God's Voice

、Doing God's Business、《跳過牆垣》、《與馬同跑》等等。

十五年來，大家都把生意視作神的使命，老闆工作是事奉，自己的企業是祭壇

。從「人在商場，身不由己」的感覺突破出來，每天渴望上班，因為在工作間

我們遇見神，公司就成為了我們的神學院，是認識神的地方。

有團友退休後繼續義務服務玩具業界，為行業勞心勞力；有團友關心一些弱勢

兒童的族群而開發了適合他們的玩具；有刻意的去關愛員工；最近更有發起捐

贈玩具給在戰亂流離失所的兒童；也有致力推動職場神學研究和普及職場神學

教育。

人生旅程中有一群知己同行，幸福無比。但願我們能夠繼續勉勵行善，彼此扶

持，在神－我們的父面前，不住地記念大家因信心所做的工夫，因愛心所受的

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基督所存的忍耐，竭力作神忠心又良善的好管家。     

（帖前1:3）

白金銘
TCF幹事

Net-Makers















第十五屆TCF週年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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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命宣言

我們是一群香港玩具業的老闆，深信神呼召我們在業界內為主作見證：

• 我們確認基督徒的身份並以耶穌基督為我們企業的真正老闆，追求生命
成長，在團生活中互相建立。

• 我們立志把信仰落實在每天的業務上。

• 我們追求在基督的帶領下，在行業內作鹽作光，建立合神心意的企業文
化，成為企業內的屬靈領袖。

• 我們尋求倚靠聖靈的大能在行業內成為基督身體向外延伸的膀臂，積極
傳揚天國的福音，協助建立基督的身體。

經訓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
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箴言三章五至六節）

團歌

「你我共攜手」

你我共攜手 到施恩座前 共以理想建共鳴和睦團契

你我共攜手 將基督的真理遍向各方傳播 活顯神就是愛。

紅紅艷陽天 照心中熱誠 立志忠於主所託全力全意

看炫目繁星 心所想心所盼眾志一心同證 效忠神是上算。

按聖經原則 作依歸導航 煥發抖擻奮力行齊步前進

神奇妙無比 親揀選親差派玩具業的團契 奮起榮耀上帝！

www.tcf.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