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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訓

加拉太書五章1節：「基督釋放了我們，叫我們得以自由。所以要站立得穩，
不要再被奴僕的軛挾制。」

團歌 - 我已揀選主耶穌

喻意團友於人生不同階段仍以「揀選主耶穌作一切」為追求目標，並於主裡得著人生最高的滿足。

一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世界；祂愛實在是充足，滿足我的一切。
主，我是你的器皿，只有你能充盈；敘加的水飲千井，渴仍不停。
 
二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喜樂；有祂，我心雖痛苦，依然會唱詩歌；
有祂，我無別原因，也發喜樂聲音；因我所有的歡欣，是在祂心。
 
三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希望；祂賜基業甚豐富，使我不住思量。
將它賜我的救主，乃是我的至寶；今天我心有催促：得祂最好。
 
四
我已揀選主耶穌，揀選祂作我主；祂愛實在是難述，嘗到就會屈服。
我已奉獻我一切，向祂我無要求；我心只求祂喜悅，怕祂心憂。

（副）耶穌，耶穌，我揀選主耶穌！我心今正住在所有甘甜事物之源；
耶穌，耶穌，祂乃是我滿足！是祂消除我的要求，平靜我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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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體質，你的眼早已看見了。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寫在你的冊上了。」賽46：3-4「你們
自從生下，就蒙我保抱；自從出胎，便蒙我懷搋。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我仍懷
搋。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也必拯救。」看啊，我們一直都是神的心上人！衪的眼目沒有離
開我們。縱然我們是不可愛，多次悖逆，天父仍愛我們到底。然而神在我們心中的位置又是如何呢？我
們是否重視神？重視主的恩情？重視聖靈向我們說的話？重視主給我們的命令？重視天父給我們的身
份？新一年的開始，盼望我們反思，又立願讓主在我們心中居首位，被神更新生命。

看見相中孩子安然的睡著，又令我想到神用六日創造了天地，到第七日就歇了工休息。看見神很珍惜我
們，衪給人安息日的恩典，是要我們作息有時，免致太疲憊而受損。麥哥登（Gordon MacDonald）在
（心意更新）一書曾說「安息不單是回顧自己手所作的工，不單是追想近日生命的經歷；安息更是更新
自己的信念對基督的委身。安息是調校內在生命的導航儀，好叫我在另一週進入世界時可以排除萬
難」。祈盼新一年之始，我們可以重新調整忙碌的生活，安排每星期有安息時段，去接觸大自然，感受
神的偉大，體會世人的渺少，從而謙卑仰望神；又每天安排時間，躺在天父胸腔，吸取神的氣息，以得
力奔前路。結37：5「主耶和華對這些骸骨如此說：『我必使氣息進入你們裡面，你們就要活了』」願意
我們大大張口，吸下神的氣息，我們就活了！

毓卿姐

收到這幅相片時，心中起了很多的漣漪。一個沒有媽媽的小孩，在
水泥地上畫了一個“媽媽”畫像後，很小心翼翼地脫下鞋子，躺在
“媽媽”的胸口上睡著了。它告訴我：孩子很思念媽媽，縱使是躺
在虛擬的母懷中，他也得著安慰而入睡。不知道它令弟兄姊妹們想
到了甚麼？
 
它喚起了我要去珍惜重視眼前人。當父母家人一直在身旁時，或許
我們因太忙碌而忽略了他們，或許我們視這狀態為理所當然的，或
許……，直至將失去的一刻，才猛然醒悟，自己太少陪伴他們、沒
有努力向他們傳福音、沒有向他們說聲謝謝，沒有感謝他們的關愛
和付出……，因而在那刻產生很多的思念、自責，不快。我們與其
到失去了才覺得珍惜懊悔，倒不如就由新的一年開始，計劃多去陪
伴我們的家人、與他們傾談、向他們示愛感恩、又為他們的得救努
力禱告。
 
它又令我想到神是何等珍惜重視我們。從我們未成形至出生、至年
老髮白，我們的神就是這樣一直的看顧覆庇保抱。詩139：13、16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未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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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師分享 - 脫離虛妄，生命更新

「所以我說，且在主裡確實的說，你們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虛妄的心行事。他們心地昏昧，與神所賜
的生命隔絕了，都因自己無知，心裡剛硬；良心既然喪盡，就放縱私慾，貪行種種的污穢。」（弗四
17-19）保羅説到，從前我們在罪中的光境，是存著「虛妄的心」行事，「虛妄的心」(vanity of mind)
就是「空虛的心」。

人離開神，故意不認識神，唯有用世間短暫的物質，名譽和享樂，去填滿這心靈空虛。但越填越空虛，
因為神造人時，將一個「永恆」安放在人心裡面（傳三11），這「空間」只有神自己和永恆的事物才能
填滿。當人不認識神，不尋求神，他「無知的心」就變成「昏暗的心」，在黑暗之中找不到人生的目的
和方向。

為了填補這心靈的空虛，人就被魔鬼迷惑，被世界的潮流和自己的私慾所捆綁，良心漸漸喪盡了，對罪
越來越剛硬，就不覺得犯罪有什麼大不了，於是放心去犯，便「貪行」種種的汚穢了。罪會令人上瘾，
因為罪中有樂。世人心中没有神，罪就作了他的王。當罪念出現，心癮發作，人又情不自禁，放任自
己，成了「悖逆之子」、「黑暗之子」和「可怒之子」。但現今我們既是神所愛的兒女，是光明之子，
就當脫去舊人，穿上新人，行事不要再像從前那樣，存著虛妄的心行事。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就要脫去你們從前
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壞的；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並且穿上新人；這新
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弗四20－24）許多基督徒以為，信主之後，是得了
天堂入境證，從此無後顧之憂，可以在世上追名逐利、放縱享樂，和世人一樣。真正重生得救的人，他
必會經歷生命的改變，他的價值觀和人生觀等，該越來越與世人有别。就像蜻蜓的蜕變，從前活在混濁
的水中，樣子像隻醜陋的曱甴，當成熟羽化之後，便帶著輕盈的翅膀，色彩繽紛的身體，在空中自由飛
翔。與昔日相比，生命蜕變後的蜻蜓，是完全活在另一個境界和層次之中。信主的人也應這樣改變。

但我們可怎樣加速自己生命的成長？保羅形容，信徒生命的更新，是藉著人聽了主的道、領了主的教、
實踐了主的真理，才漸漸改變過來的。從前昏昧、無知和剛硬的心，如今有聖靈的安慰、光照和激勵，
便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從前貪戀罪中之樂，如今渴慕屬靈的事物，以犯罪為苦為恥，以事主為樂為
榮；從前只為自己而活、討己喜悅，現今為主而活、討主喜悅。

一年過去，一年又來，我們的生命經歷了多少更新呢？有什麽舊的性情脱去了，有什麽新的性情增添
了？是時候去作一些盤點，作一些立志呢。

順和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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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甘心自己的靈性繼續像暖水，所以會
積極參加讀經班來豐富自己，現在正看
一本屬靈書 “Finding God”，有著很
好的提醒，希望能抓緊bb睡覺時的空檔，
多看書追求，生命繼續得改變，在bb面
前樹立好的屬靈榜樣。展望來年carter
都能改變現在的追求方法，更積極。                     
 
 
                                                                  
                         
                              Mary 

其實自己很貪心，很希望可以在小組
有更多在主裏的相交代禱，以致靈裏
剛強，有力地在生活中見證主。當然，
可以一起有些追求活動就更好!想到團
契小組的功用是為了更好的互相建立，
而神更期望我們能好好的追求及倚靠
祂生活，所以希望小組同樣可以以基
督的心為心。                      
 
 
                             淑君 

雖然在年初有很多的想法和計
劃，希望在小組中推行，但最
後都沒落實；但仍有一樣，我
認為大家做得不錯的，就是學
習分享感恩事項；每次祈禱會
輪到我們小組時，仍有4至6位
弟兄姊妹，願意分享自己的感
恩或代禱事項。期望下年，我
們能有穩定的小組聚會，彼此
有著更多的靈裏相交和追求。 
                      soso 

秀玲 可欣 



2014年於我來說，雖是充滿變化的一年，
但有一樣東西是肯定的，就是與神相處
相識的日子越增加，便越感到衪的信實
和恩惠。詩歌提過：「我的心哪! 你應
當稱頌耶和華, 不可忘記祂一切的恩
惠。」有時發覺，經歷困境總會依靠主，
但困苦過去雨過天青的時候，恍惚主的
任務已經完成；我繼續每天的工作，但
主又藉著詩歌以慈聲叫自己「不可忘記
祂一切的恩惠」。感謝神，在此立志要
多多仰望主、每天數算神的恩典。 
                               梓榮 

回顧，2014年一切都過得很匆忙。與
弟兄姊妹相處的時間也少，更談不上
去享受弟兄姊妹之間的情誼。 
展望，要安息！「你們要休息，要知
道我是神！」(詩46:10) 
自己總是想著要忙著做工，其實在弟
兄姊妹中間，就要學在神的愛裏得安
息。自己與神相處的時間要珍惜，與
兄弟姊妹相聚的機會則更要珍惜。求
主保守！ 
                           智豐 

雪花 

遠稠 

梓榮 

發銘 

康灝 









一年過去，新的一年來臨了。對於過去的一年，其實尚算平穩，雖然偶有失意或身體有點不適的時候，
但藉着禱告、祈求和感謝，將所要的告訴神，神是會聽禱告的。當中神真的親自憐恤和施予恩惠，除了
得着意外的平安，心懷意念亦得蒙保守。

神的恩典是夠用的，雖然在找工作方面較為不順利，但本身仍算積極，未至於沮喪失望，繼續努力找工
作。畢竟我有足夠的物質供應，有善待我的父母，有好的教會肢體，一切尚算平穩，應該知足。當中一
年裏，體驗到主的慈愛、信實和大能，有豐盛的恩典，以及自己的軟弱和小信，而神就是愛，祂會給我
們幫助，也會給我們功課。實在希望大家一起經歷、走過這條窄路，縱有困難，但有主的加力和保守，
而我們又會依靠和順服衪，一切自會變得更加美好，我們實在不用再畏懼和擔心，因為祂是愛我們的
神。

願我們肢體間互相補足，一起堅固教會，繼續為基督傳講福音，緊守崗位，並常常感恩和讚美主，歸榮
耀給神，我們就能不單討了主的喜祱，也會得着應得的賞賜，在神的愛裡靈命漸漸長大，做個榮神益人
的好基督徒。

Minnie

「耶穌就對那十二個門徒說：『你們也要去嗎？』西門彼得回答說：『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歸
從誰呢？我們已經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聖者。』」（約翰福音 6：67-69）

主耶穌問彼得是否要隨其他人離開主的時候，彼得堅定的答案很感動自己。跟隨主久了，很容易便會把
我們的“初衷”拋諸腦後，忘記主拯救我們是何等大的恩，忘記只有在主裡才有那永生之道，我們根本
不需再靠自己尋覓更好的。

與弟兄姊妹分享這段經文，盼望大家都“毋忘初衷”，一同繼續跟隨那唯一有永生之道的主，灰心時彼
此勉勵...！

「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箴言 17：17）過去一年更深體會這經文的意思，許多困難的
時候，感謝一些弟兄姊妹的陪伴與代禱，讓我沒有忘記主的恩，深知祂確實與我同在。當年紀越大、責
任越大、困難越多時，覺得更需要主內肢體彼此扶持！共勉 :)

弟兄姊妹分享

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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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還是拖到最後一天才願執筆分享… 

2014年，我還是一位小學老師，在一樣的工作環境，進行一樣的教學工作，唯一不一樣的，是面對「一
隻隻」小一新面孔。他們很可愛、很純真，懵懵懂懂的過得很快樂，易笑、易哭，一想到想說什麼，便
要立即跟我說，有時令我摸不著頭腦。最欣賞他們祈禱的時候很認真，記得有一次小孩做錯了事，我責
備他，也叫他要向天父祈禱認錯，他便認真的合上雙手、緊閉雙眼默默地唸著禱告。感謝天父，讓我能
跟他們相處，小孩子教了我單純的信心，雖然他們也會很頑皮，惹怒我，但我還是很喜歡他們！想到天
父何嘗不是這樣愛錫我們，即或我們很反叛、偏行己路、甚至犯罪得罪祂，祂也是對我們不離不棄，
愛，就是這樣。想起一節經文：「耶和華有憐憫，有恩典，不輕易發怒，且有豐盛的慈愛。他不長久責
備，也不永遠懷怒。他沒有按我們的罪過待我們，也沒有照我們的罪孽報應我們。天離地何等的高，他
的慈愛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東離西有多遠，他叫我們的過犯離我們也有多遠！」
（詩103：8-12）

感謝神讓我在2014年感受到弟兄姊妹對我的愛！感受到「“姊妹”為患難而生」。在傷心難過的時候，
總有妳們… 陪伴、支持、安慰、抱抱。感動… 感謝陪的、哭的、陪我遊盪吃喝的、跟我說「要撐住
呀！」的、借膊頭給我的、留言whatsapp的、還有很多在背後默默代禱的… 經歷了不愉快，才知道原來
很多人這樣愛錫自己，我真幸福！事情過了，我也不知道明天如何，但我總相信神有祂的美意。「萬事
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益處」。（羅8：28）美意是什麼？益處是什麼？我暫不完全明白知道，但相
信天父是很愛我的，到了時候，便會清楚明瞭。
I love u all, my dear sis!!! >3<

2015年的展望是在屬靈追求上進深一點，不再停留原地，也甚願弟兄姊妹和我一同振作！記著，我們是
要建立基督榮耀的身體，現在的我們似乎有點點黯淡呢… 加油！窄路難行，但有同行者互相扶持，必不
會孤單難捱。讓我們同心合意，彼此守望。另外，也甚願在家中作好見證，讓家人早日信主。

弟兄姊妹分享
Na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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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的年尾左右，自己有一個好特別的感覺：就是在2014年自己會有好大的改變（睇緊的弟兄姊妹
唔好笑住，再睇落去先）。

就由侍奉方面講起。上年年尾有幾個不同的侍奉崗位去讓自己嘗試，當中有在教會的，都有在公司團契
的。一聽到當中的崗位的時候，就覺得有好大的改變。因為自己由2003年以來的侍奉崗位都屬事務性質
居多，但今年的侍奉要做組長及在公司團契中帶聚會。說真的在一開始去帶的時間都真的好驚，當想到
有起碼三十人的靈命會受到自己的影響時，更覺得自己不可掉以輕心。在這段時間其實還有一個侍奉崗
位要走上去，但是在一些意見之下而未能走上去，當下其實真的不開心及有一些怒氣，但自己在安靜一
段時間後，主用祂自己的話語來提醒我。

「人都說你們好的時候，你們就有禍了。因為他們的祖宗待假先知也是這樣。」路加福音六章二十六節

那時自己都只是聽到關於自己一些正面的事，自己都未真正對付自己的問題。但那些意見不論出自什麼
意願都好，都讓自己好好去想一下自己對神、對人、對侍奉的態度，感謝主！因為主用不同的方式去提
醒自己，讓自己從另一方面去看到自己的問題。

時間一直過去，當中不論侍奉和生活都有改變，直到自己的生日時彷彿一切已經穩定的時候，有朋友打
電話給我叫我去轉工，詳細的情況大家都可以去看團契的冬季季刊。

最後都想同大家互勉一下，都知道大家都是大忙人，好多時都忙得沒有時間返團契及追求。但在2014年
生活上有改變時，我開始去學習將時間分段，怎樣都要有時間留給神。請相信神，神會給予足夠的恩典
各位去完成手上的工作。

弟兄姊妹分享
Thom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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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方向的一年
 
這一年好像是處於一個第三者的角色看身邊發生的事，開心和不幸的事也有很多，令我體會人生的短暫
和當中的無奈。雖然知道信徒要成為一個合神心意的人，但卻沒有很明確的方向。記得之前讀過一處聖
經對我有不少提醒，提醒我要“服事這一世的人”， 當時卻沒有看見應該如何按神的旨意服事。感恩神
在冬令會中提醒我們必須有同一個目標，就是要教會能榮耀神。在這個末世中有份於神的計劃是我從心
底裡感恩的，也盼望自己和弟兄姊妹都能同心的走這不屬世的路程。相信每年也難免有軟弱和難處，同
路人是必須的，盼望我們能在2015年彼此支持。

淑君

好感受到每件事情的始末真的有神的安排，雖然我不排除就算是基督徒也有他們認為的「不知道事情為
何發生」，但一路看自己的人生，神的帶領是真實而且無離開過。

記得上年自己分享到工作上的難處，面對著不斷攻擊自己的同事，心裏真是有一份「怯」的感覺，甚至
多次想離開這間公司。直到今年上半年，公司環境不好，一心覺得是時候走了，當時估計公司裁員的機
會好大，自己被裁的機會又好大，所以都開始在地鐵取求職的刊物。。。

雖然自己覺得留的不久，但因為同事不合作的緣故，自己變得事事相對地「親力親為」。而且加上早一
兩年工作不順，令自己事事又學習加倍小心。現在看來，這一切都好像是為自己預備在這年面對的工
作。。。因為在六月時，那些與自己合不來的同事竟然被裁，而之前所學習的反而成為現在幫自己工作
更快上手的事。其實自己覺得這些工作上學到的「手作」還是小事。。。相對自己在性情上所學到的反
而來得重要。

今年冬令會感受也深，從以弗所書看「神永遠的旨意」，單單主題也不得了。。。這個方向也是團契從
前很著重的，但在幾年前已不多提了，聽一些肢體說，原來他們不知道從前團契也常提到這個方向，心
裏有點黯然，他們回來聚會已幾年了，想不到原來我們這麼久沒好好思想神的旨意了。

有時覺得教會要妝飾整齊真的是很難很難的事，不知道神要等多久了。但今次令會又覺得其實教會要妝
飾整齊也不是難事，只是每人做到自己那份就可以了，當然最終是要連於基督。或者，難就難在人都太
自我中心了吧！講員講到這個「自我中心」時，真的好似同自己講一樣。。。若沒有記錯，他說追求都
不可以自我中心。。。是的，教會是「一」的，自我中心就是好多個「一」了，那是不行的。追求是好
的，但追求的態度不好，「正」Ｘ「負」＝「負」的，那沒有用。求主幫助自己追求「一」吧！

弟兄姊妹分享
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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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與我的2014

工作上常常接觸一類小朋友，他們傾向重複、固定的生活模式。其實，我也像他們，喜歡穩定。今年，
轉變卻有很多，新的小組、新的事奉崗位、還有新的工作模式 ......一切還未開始的時候，曾花了一些時間
讓自己學習正面地期待這些轉變。可是，當要真正面對不同的安排、不同的工作伙伴、很多不能控制的
情況、困難又奇怪的工作、還有想念舊環境的心情時，感覺原先的預備都變得無用。但感謝神，因祂是
不變的，靠著禱告，這一年心中真的有說不出的平安。

回想這一年，感謝神讓我有忙碌的時候，也有放假旅行的時候；有多得不得了的工作，也有額外的智慧
和時間去完成；有離別的千般不捨，也有重逢的加倍感動；有工作的壓力，但也有健康的身體和減壓的
良方。神也透過各樣的事情使我看見自己驕傲的地方，然後逐一打破。過程絕不好受，會痛、會苦，可
是也使我學習更依靠祂。

年尾這三、四個月的工作很忙，感到很累很累，曾想過要放棄事奉崗位。幸好主沒有放棄這個想逃避躲
懶的人，祂用詩歌安慰我，又用其他肢體的分享鼓勵我、提醒我，感恩祂再將我找回。最近在撒母耳記
上讀到大衛，思想他如何合神心意。看見他做事不為自己，也不靠自己，他攻擊歌利亞時，是為著和靠
著神的名，也知道耶和華使人得勝，不是用刀用槍；他也敬畏神，所以沒有因自己的安全而殺死耶和華
的受膏者。而且，他追趕敵人時，也會先求問神，不會因自身或外在的壓力而衝動行事。這些都讓我反
思自己凡事究竟是先想到自己，還是神？在新的一年，盼望再與大家一起，學像大衛，做合神心意的兒
女。

弟兄姊妹分享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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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珍的家書 - 充滿感謝的2014

各位約書亞團的弟兄姊妹，不經不覺又一年了！大家好嗎？恭喜Katherine有喜：)聽聞是個男孩？恭喜
你可以保持約書亞團團友生仔的記錄啊！很想知道下個生女的團友會是誰!

佩珍實在十分的想念你們！每次在鑽浸祟拜，腦海裡總會想起你們。想起我們一同擘餅時，彼此分享，
聚會完一同去Who is the boss等食肆食飯，這些情景仍常在心中。

雖然十分想念你們，但這個新生活也是充滿恩典的！兩年前連我自己也想不到，我有機會可以成為人
妻！能夠與嘉誠結為夫婦是很奇妙的事。感謝天父給我一個同路者，讓我有機會可以淺嘗婚姻所帶來的
喜悅。婚後不到一個星期便有人關心我，能否適應新生活，嘉誠是一個平易近人的弟兄，生活態度也很
健康，可以抵禦我波動的情緒；而我呢！由板間房的蚊型屋遷到有廳有房的居住環境，這大大提升了我
的睡眠質素，這個轉變我已無限感恩了：) 而且婚後做家務是我十分享受的事，其實很多弟兄姊妹也知道
我很喜歡洗碗呢！因為我有一個興趣，就是將一些好亂的東西變成好整齊，所以我相信婚後的不和，大
概不會發生在家務分工的事上吧！這樣，不和究竟會發生在甚麼範疇上呢？這就有待日後的發展吧！直
至現時為止，我倆的相處也算是適應的。

另一件好感恩的是，婚禮上有眾弟兄姊妹的陪伴，好像你們在我的人生中，一直在我身邊一樣，從無間
斷。回想我單身了這麼多年，真享受從前跟你們相處的日子，感謝你們因為怕我孤單而陪我渡過很多個
生日，感謝你們請假出席我的畢業禮，還有很多很多珍貴的片段，在婚禮當天也一一浮現在我的腦海
裡。從前有些人問我喜歡收藏什麼，我認識有些朋友喜歡收藏波鞋、球衣；女士們或許喜歡收藏衣飾、
手飾等。但這些我都好像沒有太大的興趣。或者有人會問: 佩珍：你不是鍾意Hello Kitty嗎？我的答覆
是：沒有錯，但我其實很少會買精品的，因我領略了一個道理，物質上的東西，很多時候在店舖，即是
還未擁有的時候，是最有價值的，但當到了我手上那一刻，雖然仍然寶貴，但過多一會兒必定會失色了
很多，(當然不包括成日都升不完的樓價等之類的東西啊！)。所以如果真的要回答這個問題，我較喜歡收
藏手錶，不是因為手錶本身的價值，而是它背後的意義。因我最喜歡收藏的是我的成長中所發生過的事
並出現過的人。人情可以回味再回味，而且越品越醇。事隔10年、20年，只要有主、只要大家也好好經
營和保存大家的關係，好像保存紅酒那樣地對待，那令人回味再回味的味道是極寶貴的！

各位親愛的弟兄姊妹，甚願我們也好好善待身邊的朋友，因為朋友(尤其是弟兄姊妹)是一生最貴重的，願
我們也好好珍惜，加油！

弟兄姊妹分享
佩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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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兄姊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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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今年讓我有著不同層次的學習，也經歷了祂豐富的恩典和慈愛。

感謝神，今年的下半年，可以脫離讀書生活，有更多時間休息和參與教會的不同聚會，包括星期三的祈
禱會、主日學。對我而言，這些聚會是非常重要的，因為它們堅固了我的靈性、我與神的關係，豐富了
自己的聖經知識。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成為初中小組的導師。一直以來，我只想成為「低班」主日學的導師，從來沒有想
過要接觸少年人，因為覺得自己與他們的距離太遠了。感謝神，讓我透過「初中小組」，有著一個更全
面的學習，學習怎樣與 0-15 歲的兒童相處，了解他們真正的需要和發展。在過去一年，我與一班少年人
（初中小組）建立了良好穩定的關係，與同工有著很好的配搭，一起陪伴這班少年人成長，使他們的靈
性、為人處事，都有著很大的進步。

感謝神，今年的復活節假期，讓我有機會探訪華恩基金所建立的兒童村。在這次活動中，我擔任了組長
的角色，帶領一班兒童（6-13歲）進行不同的活動，當中最困難的是溝通的渠道，因為需全程用普通話
作溝通。感謝神，這班兒童都能明白我所講的普通話。感謝神，為兒童村的兒童預備了很好的正副院
長，她們都是很愛主、很熱心事奉、很有愛心的姊妹。

感謝神，我能學習放慢自己的腳步。今年我所教的組別屬於發展遲緩的幼兒，連日常的如廁、飲水、食
飯等等，都需用上較長的時間才可以完成；由於他們對身邊的事物充滿興趣，所以只要離開課室的範
圍，他們便會進行探索；再加上他們有很多固執性的行為，確實不斷地操練自己的愛心、耐性、堅持
性，有時真會令到自己的情緒失控。雖然每一日都遇著不同大大小小的挑戰，感謝神，他們成長了很
多，進步了很多。

感謝神，可以跟一位姊妹學琴，認真打好自己的鋼琴基礎。在過往的禱告裏，我一直祈求神為自己預備
一位主內的鋼琴老師，既可教自己彈奏傳統樂章，也可教自己彈奏詩歌，讓自己在司琴的事奉上，更榮
耀主的名。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予神！阿們！
主內soso

SoSo



弟兄姊妹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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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昌

振昌的復元路分享

我是振昌，我患精神病至今差不多20年了。在這20年中，契媽一家人給我很多的幫助，令我能走出人生
的低谷。

我是一名精神分裂症康復者，在少年時第一次發病。我覺得有兩個因素引致我發病——讀書的壓力和負
責課外活動的挫敗感。

我是一個讀書成績很好的人。我先天患有白內障，我怕讓其他人看不起我，自小我就很勤力讀書，從小
學一年級至中學三年級都是在弱視班上課，而且每年都考第一名。

我升上伊利沙伯中學後，讀書壓力很大，每次考試和派成績表時我都特別緊張，怕自己不能保持第一
名。我在中三下學期的期考成績特別好，全級161人考第22名，是歷屆弱視班的最高成績紀錄，能順利
地在原校升讀中四。

升上中四後，壓力更大。一方面中四沒有弱視班，我須要和普通班一起上課，無論是看黑板或者抄筆記
都特別辛苦；另一方面中四的課程比中三艱難得多，而且要讀的內容多差不多五倍，使我非常吃力。

在上學期期考時，我緊張到要每天凌晨三時半起床溫習，令到契媽非常擔心，我常常覺得自己有溫不完
的課本，不夠時間溫習。

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我考到全班第9名。雖然是這樣，我還是覺得這次成績是幸運已而，加上我開始跟不
上課程，壓力不但沒有減退，反而變得更大，繼而產生很多負面情緒，以致發病。

還有另一個因素令我發病，就是負責課外活動的挫敗感。中一下學期我決志信主，中二開始參加學校團
契和小組，中三開始擔任職員，當時的崗位是總務，工作很輕鬆，只需要在課室寫報告板宣傳，但中四
的事奉就重得多了；當年團契人手不足，我和另一位女同學兼任兩個級別的小組組長，責任比中三時重
得多。

那時候我很害羞，不敢主動與女同學交談，而組員大部份都是女孩子，結果我帶領得不好，不到兩個月
就被革職；之後雖然可以在自己級別帶組，但沒有人願意參加，令我很不開心。

我覺得對不起主，很無用、很沮喪、情緒很低落，最終發病。

在讀書的壓力和負責課外活動的挫敗感雙重打擊下，中四下學期開學不久就病倒了。

精神科醫生判斷我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服藥初期，副作用很大，令我手腳無力，甚至連基本自我照顧能
力也沒有。很感恩契媽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她每天不只餵我吃飯，甚至幫我洗澡，直到三個月後我好轉
為止。



弟兄姊妹分享
精神科醫生判斷我患上精神分裂症。在服藥初期，副作用很大，令我手腳無力，甚至連基本自我照顧能
力也沒有。很感恩契媽無微不至地照顧我，她每天不只餵我吃飯，甚至幫我洗澡，直到三個月後我好轉
為止。

之後我的復元旅程有起有跌，亦曾數次入院，最長的一次更在醫院住了差不多一年。

但是在這幾次住院中，契媽不辭勞苦地天天來探望我，她對我的關心，令我銘記終生。雖然她不懂得說
什麼話來安慰我，但她無私地付出，身體力行，令我很感動，使我覺得雖然我有病，但仍有人肯關心
我，我覺得很溫暖，我不是孤單一個，有人陪著我一起走這條復元路，人生變得更積極。

不過傳統的中國人是不喜歡讚賞別人，其實我很期待家人、朋友在我有進步時能夠多加以鼓勵和稱讚，
令到我更有自信心，如果我做得不好，希望他們能多加包容和體諒，很想聽到他們對我說：「做錯了不
緊要，下次做回正確就行了，人人都會犯錯啦！」

最後我感謝愛我的天父，賜給我一個好照顧我的契媽，一個好溫暖的家，不開心的時候，透過聖經讓我
得著安慰。

願頌讚榮耀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

2015年1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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