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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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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五：1）

團歌
《聖徒詩歌》345首「我已揀選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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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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 Timeline - 生命的意義
毓卿姐

最近團契造就組請弟兄姊妹分享個人的信主timeline，這讓我浮出一個立體圖畫~ 一位活人的神與人
生的timeline。

活人的神


母腹 出生 得救 一生路途 安息主懷 永生 

「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未成形的體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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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139：13、16）。感謝神，自我們在母腹中，
神的笑臉已看顧我們，覆庇我們。當我們願意將祂接入心中作我們生命的主，我們便回復為有靈的活
人。 「神不是死人的　神，乃是活人的　神。」（可12：27）。「還有不多的時候，世人不再看見我，
你們卻看見我；因為我活著，你們也要活著。」（約14：19）。 感謝神，藉祂使我們成了活人，祂更是
我們永世的神，直至永永遠遠。這是何等美麗蒙福的timeline 。

在人生的timeline上，總會有艱難困苦，神未曾應許人生天色常藍，但祂曾向保羅說：「我的恩典夠
你用的……」。同樣，神也是這樣地愛我們，體恤我們的軟弱，賜夠用恩典給我們。問題是我們是否願意
與祂同行共話，聽祂的安慰聲，順服到施恩座前得憐恤蒙恩惠？除了生活上會遇到的艱難外，我們每天
也更被忙碌的工作，佔據著整個人的心思；外在的喧騰宴樂、爆炸的媒體資訉等等，都衝擊著個人的價
值觀，更甚的是影響著心靈的安息。我們的生命，在洪流裡好像失去了方向，迷失迷惘……。每日營營役
役，我們在做甚麽呢？我們忘記了生命的意義。

以賽亞書 43：7, 10, 21告訴我們，生命的意義是甚麼：
＊就是凡稱為我名下的人，是我為自己的榮耀創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 彰顯主自己及祂的榮耀。


＊耶和華說：「你們是我的見證，我所揀選的僕人。……。


     ~ 作見證及服侍。


＊這百姓是我為自己所造的，好述說我的美德。


     ~ 述說主的美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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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 Timeline - 生命的意義
毓卿姐 

深願我們多常回想初信時，被主的愛摸著、感動著的日子；回想得著生命意義時的喜悅。在這一年，
冀盼我們在每個星期裡，可以找些時間叫自己停下來，安靜在主裡，享受與祂同行共話的甘甜，從而得
力去生活，又重拾異象，活出生命的真義。

「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祂的信實為糧；又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裡所求的賜
給你。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37：3-5）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　神同行。」（彌迦書 6：8）。我們是否願意遵行呢? 

願我們常思想恩主的愛情，也以行動感謝愛我們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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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盡當跑的路
順和哥

提後 4：6-8「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就是按著公義審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賜給我
的；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保羅這感人的凱歌，寫於主後約67年，也是他最後的遺
言。那時，暴君尼錄王為擴建王宮，竟縱火焚燒羅馬城（主後64年），後火勢失控，民怨沸騰，王為了
洗脫罪名，就散布謠言，說是基督徒縱火的，從此，信徒開始受到政府和民眾的迫逼。保羅在羅馬曾因
誣告被軟禁兩年，其間寫成了四本監獄書信（西、弗、腓、門），獲釋後，到了馬其頓一帶傳道，他把
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又把提多安置在革里底（賽浦路斯），並先後寫了提前及提多書給這兩個屬靈的兒
子，囑附他們，要好好照管神的教會。之後，他忽然被捕，被下到羅馬死囚的監獄裡，今次，他上訴失
敗，自忖命不久矣，遂寫下遺書，激勵那還在惶惑不安之提摩太，囑他要振作起來，好好接棒，作神無
愧的工人。

在末世這危險的日子，當人都專顧自己（三：2），不能自約（v.3），自高自大（v.4），徒有敬虔的外
貌（v.5），常常學習，至終不能明白真道（v.7），甚至敵擋真道（v.8），掩耳不聽真道（四：4），反
增添了許些假師傅（三：6, 四：3）；而且，保羅曾不惜性命建立的亞西亞教會，這班人為免惹禍上身，
竟都離棄了保羅（一：15）。面對如斯艱難、喪膽的局面，保羅不單能泰然處之，面上彷彿還流露了一
絲絲得勝者的榮光：毫無懼色，從容就義。他得力的祕訣乃在於：他是一個愛慕主顯現的人。就如主耶
穌一樣，保羅因看見前面的喜樂，就輕看羞辱，忍受了地上的苦難，補滿了基督患難的缺欠。讓我們一
同思想保羅的榜樣，好叫我們將眼目定睛在永恆的事上： 

(1) 	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那美好的「仗」(fight 或struggle)，保羅形容他的信仰人生，就如兢技場
上的一場持久戰，與惡魔有不斷的屬靈爭戰（提前一：18, 六：12），一點也不輕鬆。然而，他形容
這些都是「好」(good)的，因至終使他靈命成長，得著神為他預備的冠冕。誠然，保羅為真道付上
了極大的代價，例如在哥林多時，他外有爭戰，內有懼怕；在亞西亞時，他曾遭遇苦難，被壓太重，
力不能勝，甚至連活命的指望都沒有了。他事奉的歷程就是這樣：常常四面受敵，心裡作難，遭受逼
迫，又被打倒，這一切爭戰，他都勝過了；皆因他學會了向己「死」，靠著那位瓦器中寶貝的主，他
都全部勝過了。

(2)		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當跑的「路」(course)，就是運動埸上的跑道，保羅跑完了他人生的馬拉松
賽跑，將福音徒步傳到歐洲，由土人、士兵、官長，到羅馬君王，他都沒有放過。事奉長跑，不單是
體能的挑戰，也是耐力的考驗，人的天性總是怕捱苦，能在種種障礙、孤單和挫折中跑畢全程，很不
容易。保羅能堅持到底，是因為他全程都仰望著主：他向著標竿直跑，沒有左顧右盼，沒有手扶黎頭
往後看，沒有閑情與別人比較，沒有費時自怨自艾；他只專心地追求認識基督、活出基督、傳揚基
督，放下了各樣的重擔，脫去了容易纏累的罪，存著盼望和忍耐，一味向著標杆跑呀跑！

(3)		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所信的「道」(faith)，就是耶穌所啟示的「純正話語規模」（一：13），保
羅全都守住了。傳道的人，必須自己明白真道，深信所傳的道，又要身體力行，才能產生巨大的生命
力，影響所服侍的群體。保羅傳道時常遭仇敵的攻擊和反對，但他行事為人都謹慎，愛神又愛人，能
說又能行，就塞住了毀謗者的口。他囑咐提摩太，從前所交託他的善道，要牢牢的守著，不是靠人天
然的毅力去守，乃要靠著那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用基督裡的信心和愛心，才能守到（一：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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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盡當跑的路
順和哥

打過美好的仗，跑過當跑的跑，守住所信的道，多麼豪情壯語！「從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
…，不但賜給我，也賜給凡愛慕他顯現的人。」保羅提出一個呼籲：主所預備的冠冕，不單是為我保
羅一人，也是為所有如此愛慕的聖徒！倘若人的心眼被開啟，看到神永遠的旨意，又知道地上的生
活，是客旅，是寄居的，今天所追求的，必會影響將來在永恆所得的，就會求在上面的事，思念天上
的事。

戴德生視每一個未得救中國人的靈魂看為可贏取的屬天財寶，他為此歷盡艱辛，不惜代價。在中國的
五十二年，他甚至賠上了自己的妻子和三個子女。然而，他仍謙卑地總結自己的一生：「我們不能作
什麼，我們只能貢獻些微力量，但神是行大事的神」；大佈道家慕迪本是一個口吃、失學的補鞋小
子，因燃燒著一夥熱愛失喪靈魂的心，一生帶了百萬人信主。他臨終彌留之際，喃喃說道：「地後退
…天向我開啟…倘若這是死，何等甜美…這裡並無死蔭的幽谷。神正在呼喚我，我必須前去…這是我
加冕的日子。」多麼激勵！回應冬令會的主題「與神同心、天路同行」，你立了什麽志呢？願我們都
裝備自己、忠於所託、侯主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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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程時間軸
造就部 

在 2015年 12月，感謝造就部為弟兄姊妹安排了一次聚會，讓大家寫

出自己的靈程時間軸。在聚會中，大家能一起回想神豐富的恩典，以

及與弟兄姊妹相處的深刻片段。最後，大家更有機會發揮創意，用舊

曲新詞的方法把這一切精要地作出總結。現在，邀請你也一起唱這些

「新」的詩歌，希望你也能回味當中，並繼續靠著神的恩，以及弟兄

姊妹的支持，走新一年要走的路！ 

平 209  (我知誰掌管前途)  

新詞（一） 

我從小就認識神，祂是我的好朋友。 

在教會的聚會中，都有弟兄和姊妹。 

查經、擘餅、冬令會，都會一齊去參與。 

我們遵行神的話語，一齊感謝主。 

平 209  (我知誰掌管前途 ) 

新詞（二）  

1 從前是無昧無知，唯有主開我眼睛。

  肢體幫助我成長，撇除疑惑認識神。

  故我願將我獻上，與主同釘同埋葬。

  在主內獲得新生命，學習事奉主。  
 

2 行通宵山睇日出，仲有五分鐘到啦！ 

  年宵推檔賣咕臣、泡泡龍嗌到聲沙。 

 齊睇 Star W ar,  Toy  Story, 秘密花園好去處

 我們相愛交通的片段，學習同愛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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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程時間軸
造就部

平 112  (從前我迷失在罪途 ) 

新詞  

1 從前我只享受世界，主尋找我從此跟從耶穌， 

  決意受浸見證基督，經歷神愛願為主獻所有。  
 

2 我們靈程有起跌時，事奉時候感覺付出太多； 

  主卻使我們有學習，縱然驚惶但也享受開心。  
 

3 將來我們都在天家，一同喜樂一同齊唱新歌， 

  團契相交如同在天，歡喜快樂同等候主再來。 
 

副歌  

1,2 祂到地上，為要赦免我罪， 

    我讚美祂，因祂為我受罪。 

    我信靠主，願意一生跟隨， 

    今我喜樂一切無慮。  
 

3  主救了我，用寶血洗淨我， 

   又賜給我，可愛弟兄姊妹； 

   我們一同，出 camp又再入 camp， 

   將來一起同往天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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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分享 - 2015 ·三失年 
Wing 

看我的分享前，請弟兄姊妹先不用在意我失落的地方，這不是重點。我希望大家注目的是神的恩典和祂
的大能。

失業
先在2015年4月，我因為本來的工作壓力太大，加上工作量及工時頗長，自己情緒及身體承受不到的關
係，決定＂裸辭＂。當時還滿自信的認為可以在兩三個月內找到一份自己想要的工。結果我找了四個
月，見了6份工，都沒有回音。 從此，神透過這6次見工的經歷，叫我放下自己的驕傲，要我學懂「賞賜
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約伯記1：21），懂得交託給神。結果
我在八月中找到一份工，雖然不是我本來expect的job nature，但出乎意外的，工作環境及同事都好
好，是出於神的安排和恩典。Thanks God.

失去兒子及失落考試
2015年11月，本是應考月份。只要完成這最後一個written paper便可進入interview成為則師。想不到
11月初發現自己懷孕，是非常開心的。當時怕自己因應考心情緊張會影響胎兒，因此我温習都不能集
中，考試都不能好好應付。不料便是考試完結那天發現作小產。中間入了兩次醫院，結果BB還是走了。
在住院期間，隔離床的病人見我祈禱，便問：「你是基督徒嗎？我也是。」之後她問：「禱告有用嗎？
為甚麼我禱告那麼多次，我的病還沒有好，禱告想神讓我出院，為什麼還沒有應允？」我便回答：「禱
告是可信的，只要你信有一位神和耶穌，祂亦很愛我們，祂必肯聽我們的禱告。」我之後再說：「祂沒
有給我們祈求的，可能是要我們學一些東西。有時這一刻未有，可能遲些有。但我信祂必安排最好，在
最適合的時候。」過後，我所說的好像自己安慰自己。因為我期間都不斷問神：「為何我想要的，我自
問好努力付出，又沒有做得罪神的事，但都得不到。為甚麼？」立時我心裡問（還是聖靈對我説，我不
肯定。）你還信這位神嗎？還要祂存在你的生命裡嗎？我清楚知道自己不會放棄神，我要信祢。「賞賜
的是耶和華，收取的也是耶和華。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我憑甚麼計算衪對我是公平不公平？因
為祂是神。 

的確是十分痛苦，不只是身體上，內心真的很痛。但我信。期間透過以下經文得著安慰。「耶和華是我
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臥在青草地上，領我在可安歇的水邊。他使我的靈魂甦醒，為自己的
名引導我走義路。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
我。在我敵人面前，你為我擺設筵席；你用油膏了我的頭，使我的福杯滿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愛
隨著我；我且要住在耶和華的殿中，直到永遠。」（詩篇23篇）有神的同在，我便不怕，便夠了。願頌
讚榮耀歸我們的天父。

Remark：各弟兄姊妹，不用特別的安慰我。因為我身心都康復了。這是神的大能，相信沒有祂我不能這麼快便痊癒。有時這

些慰問還令我好不自在。謝謝大家的好意。

主內,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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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分享 - 感恩點滴
Candy

一年轉眼又過去。思前想後，2015年是相對較平穩的一年，每天都真真實實的經歷神的保守和帶領，但
有三件事，讓我要特別的感恩： 

1. 能與父母到處走走、或去遊玩。感謝神讓他們有健康的身體，也感謝他們給我無盡的愛，回想很多時
自己把耐性留給其他人，卻容易向他們發脾氣，實在不對。今年，要繼續靠著主，保守自己的心，去
更好控制自己的舌頭。另外，仍要再為他們信主而禱告及努力！

2. 在工作中見證一位同事回轉返回教會，有機會聽她的經歷，並一起分享信仰上的事情。這一切都讓我
們一起看見神的安排實在奇妙！感謝讚美祂！

3. 能與弟兄姊妹一起上啟示錄課程。記得有一課講員用生動的例子說到主是用寶血買我們，那一刻讓我
突然有很深刻的感受！是的，主的血不但洗淨我，也是買了我，既然是買了，就是屬於祂了。想起之
前在事奉的安排上猶豫不決，焦點一開始還是傾向在自己身上。感謝神讓我及時明白，讓我的回應不
是出於勉強，而是甘心樂意。 

2016年，將會是充滿挑戰的一年，但主說：「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
裡去，耶和華－你的　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1：9） 

Can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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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分享 - 2015年感恩 
Mingo 

感謝神，讓我平安地渡過了一年，希望新的一年能繼續經歷主的安排和保守。

回想過去一年，除了身體還可以（雖然仍需多鍛鍊），更感恩的是工作方面尚算順利，較為平穩。因為
太多東西自己不能控制，所以一切大致可以，已經很不錯了。

雖然一年中會有開心和不快的事，但相信當中都會有主的安排，要健康地生活，正面面對正或負面的
事，叫自己常在主的喜樂之中，並將一切讚美榮耀都歸給衪，令自己的心更接近這位美好的神。沒有什
麼是必然的，要長期保存一顆追求的心，提醒自己不要自滿，靈命要成長，不要只作小孩的樣式，努力
追求主，才能與主有親密的關係。

要敬畏神，但又要知道衪是那位慈愛、良善、憐憫人的神，值得信靠和依賴的那位。祝願各位弟兄姊妹
聖誕及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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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分享 - 送給主的禮物
德仁 

天天語錄：

2016/1/2晚上與天天的一番對話：…
天天：耶穌唔靚架。
我：係呀，聖經話，耶穌無佳形美容。
天天：咁不如我地做一件衫，送到天上俾耶穌啦。

我即時想起馬利亞打破玉瓶獻香膏的事，就對天天講故事，（馬太福音26：7有一個女人拿著一玉瓶極貴
的香膏來，趁耶穌坐席的時候，澆在他的頭上。）。

故事後，我又問天天是誰說耶穌唔靚？

我本猜想應該是學校的宗教老師。但天天的答案更令我意外。他說，是教會的老師（即兒主老師）。我
深深體會主日學老師對小孩的影響實在不能輕看。

我再回想聖經裏誰曾想過神的需要呢？誰曾〝關懷〞過神呢？就想到大衛看着自己的香柏木皇宮，（撒
母耳記下7：2那時，王對先知拿單說：看哪，我住在香柏木的宮中，　神的約櫃反在幔子裡。）。

我不是想誇天天是個好孩子什麼的，但聽到他想〝做衫送給耶穌〞，實在深感欣慰；亦感到慚愧。弟兄
姊妹，你們有想過〝送禮物給神〞嗎？上一次是何時呢？當然主不是有什麼物質的需要，（詩篇51：
16-17你本不喜愛祭物，若喜愛，我就獻上；燔祭，你也不喜悅。神所要的祭就是憂傷的靈；　神啊，憂
傷痛悔的心，你必不輕看。）；但這樣對神回應，實在值得我們學習和反思。

難怪耶穌說讓小孩到我這裏來，（馬可福音10：14-15耶穌看見就惱怒，對門徒說：讓小孩子到我這裡
來，不要禁止他們；因為在神國的，正是這樣的人。我實在告訴你們，凡要承受神國的，若不像小孩
子，斷不能進去。）。

互勉
主內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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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分享 - 2015年是感恩的一年
耀基 

2015年是感恩的一年。在年尾的時候，身處於異地，放慢了腳步，實在看得見主的慈愛追隨著這個人。

工作忙故然是理所當然，相信在地上的老闆不會咁容易「放生」這個香港人！無窮盡的工作以及大大小
小的會議，沒有將這個人壓住，反而有一種力量給我面對不同的困難。從前不能面對，現在能有智慧及
有能力解決，實在是出自神。感謝主！每日的工作實在很慢長，唯有神的話語及旨意，才叫這個人安靜
下來。在乾旱無水的地方，無論是工作或許是家庭，朋友，甚至是在教會或弟兄姊妹的生活中，都會有
不討好的時候。但這些時光很快便過去……當能明白神的說話，遵行神的道時候，這個四圍轉的人就在主
裏面得著平安。

在這一段日子，大約在最近2年的日子，思想神的時間多了，(不知道為何咁忙，但是仲有空間去安
靜 :-P)，在信仰彷似有不同的體會: 在現今的世代能與神同心的人不多，信徒同神很遠，屬靈的生命/生活
都留於表面，未能進入豐盛的裏面。這也許是我們的光景吧！

最近讀到一些好耐未能讀到的聖經，以及檢討一下自己多年來的事奉，發現還有很多未得著神的地方，
需要藉著聖靈去繼續向前走。主會賞賜凡尋求祂的人！相信神不單祇是要我們去相信祂，更要我們去完
成祂的旨意，叫神的心意得著滿足，叫我們在地上的日子將榮耀歸給神。大家也在新一年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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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小遊戲 - 猜猜我是誰


1 

貼士：
細細個已喜歡喱士
花邊和英倫格仔 :)

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

2 

貼士：
天真BB哈哈笑

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

3 

貼士：
成日都好似好多野
諗

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4 

貼士：
走在前方

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

5 

貼士：
呢個大頭仔係邊個？

答案： 

6 

貼士：
我好慢熱

答案： 

7 

貼士：
看呀！多可愛。
擺美麗的pose是我的
強項。靚嗎？

答案： 

8 

貼士：
貪食的小朋友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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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小遊戲 - 猜猜我是誰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9 

貼士：
"M"字額配上"四萬"
口就成為一隻
Monkey了...

答案： 

10 

貼士：
雖然我細細粒，別小看我
。如撒母耳記上16:7「因
為，耶和華不像人看人：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
內心。」願常以誠心、信
心、愛心去為主作工。

答案： 

11 

貼士：
細細個已經好識擺 
POSE

答案： 

12 

貼士：
人人都話我叻

答案： 

13 

貼士：
我好鐘意影相

答案： 

14 

貼士：
我好安靜

答案： 

15 

貼士：
其實我一D都唔愁

答案： 

16

貼士：
細個圓碌碌，
大個一碌竹。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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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小遊戲 - 猜猜我是誰

17

貼士：
我有頭髮架

答案：

18

貼士：
團契最安靜既姊妹

答案：

19

貼士：
我最怕煩

答案：

20

貼士：
我好鐘意彈琴同去
日本

答案：

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貼士：
我快要結婚啦 :D

答案：

21

請按此開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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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片回顧 - 冬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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