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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隨著踏入新的一年，約書亞團第十七年個年頭又開始了。過往在團契事奉的日子，
自己從未正式擔任過出版部的職員，今年作此崗位，並非出於「好奇」或「新嘗試」
的心態，反之一直覺得出版的工作都是難以做得好，所以長久對此崗位感到卻步。
近年對文字工作開始有點負擔，皆因發覺現今是一個嚴重忽視文字的世代，這對我
們的追求造成很大的負面影響，無論是聖經、屬靈前輩的亮光及信徒的經歷，大多
是以文字的方式來記錄及傳遞，倘若基督徒（特別是年青的）不喜歡讀文字，靈命
怎能成長呢？所以今年承擔出版的事奉，希望對事奉人員及讀者都能尋回文字事奉
的意義，至少弟兄姊妹能對團刊重拾興趣。我們今年的願望就是你們能從頭到尾看
完每期的團刊，這就心滿意足了！ 
 
新一年的團刊會作出一些新安排，首先是由從前的月刊變成雙月刊，此舉是希望有
充足的時間將每期的內容盡量豐富。內容方面也會加入一些的新元素，無論是什麼
題材，我們最終都是希望能幫助大家在追求及相交上有多一些學習。雖然說是有新
元素，但最重要的一環還是弟兄姊妹的參與，你們的投稿及分享才是最重要的，所
以今年我們會主動鼓勵大家投稿，無論是自發性的還是我們邀請你們的，都希望你
們願意參與，一同作成一份屬於大家的團契刊物！ 
 
我們每一期團刊都會訂立一個主題，好讓弟兄姊妹有投稿分享的方向，當然其他在
主裡的經歷及領受都是十分歡迎的。我們今期的主題是「感恩」，這是每年起首都值
得深思的題目，沒有值得感恩的回顧，就沒有前瞻的需要。盼望我們先好好學習作
個感恩的人，再學會在生活上凡事謝恩！期待日後見到你們的分享，出版部在等著
你呢！ 
 

遠明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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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２０１０年２月份雙月刊暨十六周年感恩年刊終於順利完成了！當中實
在要感謝弟兄姊妹的努力，這本「份量十足」的雙月刊才能成功出版。 
 
回想自己為什麼會「回歸」出版部，我想是因為自己心裡一直有一個心思，覺得月
刊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可以讓弟兄姊妹藉著文字有生活上甚或是屬靈上的相交。可
惜的是，我們有很多時候都忽略了這個可以好好利用的平台，或者正如遠明所言，
我們現在的人都不太喜歡讀／寫文字，這使我們失去了很多得著屬靈寶庫的機會。
所以心裡很想在出版部，或者可以說成在文字上面有一些服事。好讓弟兄姊妹能夠
再一次好好的利用這個平台去有一些屬靈的相交。 
 
今年的雙月刊，和以往不同的，不單單是由每月出版變成雙月出版，而更加的是，
我們很想弟兄姊妹有更多的參與，一同的去製作這本雙月刊。這本雙月刊並不是屬
於出版部的，而是屬於弟兄姊妹的，所以你們越多去參與，越多去投稿，這本雙月
刊就會更加豐富。 
 
弟兄姊妹，一同在文字分享的事情上努力學習吧！ 

姿婷 
 

出版部電郵: pressjoshua@yahoo.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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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二月份二月份二月份主主主主題題題題：：：：感恩感恩感恩感恩    

Candy 

在剛過去的聖誕假期，謝謝主給我有機會去了一個短短的旅行。坐在飛機近窗的座
位上，看著地上的人、車、屋、山……漸漸變得很小很小，腦裡突然浮出一個想法：
主在天上看的我們實在應該是小得可憐，好像詩篇上說： 
「耶和華啊，人算甚麼，你竟認識他？世人算甚麼，你竟顧念他？」(詩 144:3) 
是的，我們算甚麼呢？值得主去愛、被釘死！那一刻我覺得很感動，再次感到主的
愛大得無可測度。 
感恩主安排我這幾年可以在幼兒中心工作，讓我體會要照顧小朋友，並為他們定立
全面的個別訓練計劃，當中所需的愛心、耐性和心機有多大！看著他們是否有進步
時，心裡都會著急與擔心。我很幼稚的想，主對我們或許也像這樣，祂也是每天、
每時刻看顧我們，給我們每人安排一個完美的個人計劃。只是，祂的愛心、耐性和
心機要比人的更大、更大！所以，真的很感謝祂！我們都應該努力學習、成長去報
答主的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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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主題：感恩 

感恩-從最小的事情開始 

耀基 
 

在初信主的日子，大約信了主一年的日子，跟著一班大哥哥大姐姐去行山，一起午
膳野餐。仲記得當時其中一位肢體在謝飯祈禱的內容大約是這樣: 
 
「感謝天父預備了美好的天氣，有美好的食物，有美好的食用餐具.......」可能這個
禱告看來沒有什麼特別，但對於這個初生的屬靈嬰孩來說，卻留下了一個深刻的體
會：原來咁少的事情都可以感恩。」 
 
「我們生活、動作、存留、都在乎他。(神)」(使17：28) 
 
今日人大咗，當然知道出於真心的禱告，天父必定垂聽。但現在反而覺得，很多在
身邊發生的事變得太過理所當然，不覺得凡事是出於神。我們心靈的眼睛太昏花了！
信心太遲鈍了。保羅在聖經中說:「在乎神 for in him」，意味著我們的生活的一舉
一動都在主的旨意裏面。在這裏，十分佩服保羅在身處的地方 - 雅典是一片混亂，
到處都是偶像的地方，但保羅仍能深知道，一班屬主的人仍在神的掌管當中，一切
環境遭遇都是出於神。最近跟一些的肢體交通，「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
不是出於人，乃是出於神」，由我們真心相信的一刻，神的恩典已臨到我們當中，
直到現在，還白白加給我們新的恩典。 
 
「論到那些已經蒙了光照，並嘗過天恩的滋味，又於聖靈有份，並嘗過神善道的滋
味的...」希6：4 
 
不知道大家會怎樣體會神的恩？天恩的滋味是如何？是該怎樣(滋味)的？會不會好
似吃完了一頓豐富的晚餐，覺得很滿足？定是話好似食飽飽以後，再來一個令人心
花怒放的甜品？當收到一份禮物或貴重物品的時候，你會很開心，甚至或會「嘩」
的一聲，感到很意外及驚喜。主給我們的恩典都是這樣，是我們意想不到，猜不透。
有時候在一件事上會覺得很甜蜜、很温暖。但在另一件事情上又可能會覺得初時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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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主題：感恩 
苦，未能發現神的旨意，辛苦過後心底裏便會知道，啊！原來是出於神，滿是平安
和歡欣。神的恩典真是超乎我們的所想所求。 
 
最能容易體會神恩的時候，便是主愛我們的時候。應該每一個弟兄姐妹們都能明白
及體會主對我們的忍耐及包容。神無絛件施予這個救恩還清過我地的債，是恩典！
最近在想，在我們平凡的生活當中，所有的每一件事，都值得感恩！停一停、想一
想！ 
 
主實在對我們有說不盡的恩典： 
1) 在工作環境時間緊迫下，OT得要命時，還能有機會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飯，仲突
然間送來了一支醒神的可口可樂！(Fresh！) 
2) 在沒有精神及能力下，能夠滿意地完成一項本來一竅不通的工作。面對突然以來
的客人，仍能平安地面對，感謝主！ 
3) 在選擇讀書方向或工作時，以為自己會浪費時間走多了路，結果是主給了一條更
加合適的道路。(Out of my first expectation！)  
4) 傷痛地接受一件事情的結果後，因著神對人的憐憫及愛護，能在生活各方面有更
大的盼望。 
5) 家庭、學業、工作上的見證、弟兄姊妹、主的愛、健康，朋友，家人.....等等，
現時所有的，也是感恩！ 
6) 跟弟兄姊妹吃一頓飯!!! 在工作過後一齊游過痛快!!! 痛快地的一場球賽!!! 
7) 每一次有聚會，跟肢體分享，一起禱告！ 
 
仲有很多、很獨特，好豐富的神的恩，那就留待弟兄姊妹繼續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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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份主題：感恩 

感恩分享感恩分享感恩分享感恩分享    

遠稠 
 
「常常喜樂、不住的禱告、凡事謝恩」我想以上都是我們今天想過的生活，今天就
和大家分享一些自己感恩的事呢。 
 
1. 想到感恩之事，不其然想起了自己的工作﹕現時工作是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
(不知不覺已經年多了)，以前常常聽說投身社會的第一年往往對靈性有很大的影
響，天父必定知道，所以就安排了很多天使在我身邊，感謝主我的同事有三分一
是基督徙，我們會在工作上互相扶持、甚至一同禱告，一同經歷主的恩典。也感
謝主，因衪讓我看到還有三分二的同事還未信主，所以我要加把勁，傳福音。 
 

2. 第二件感恩之事就是我在一月病了，不但讓我可以連續數天在家中休息，更加可
以在病中更多親近主。更加經歷了無數次的鼻塞、鼻水…….令我更加體會一些「鼻
敏感」肢體的苦處。或許天父知道自己不多有憐憫之心，要我親身經歷才體會得
到，這樣就對他們多一點明白。 
 

感恩不是難事，最難是自己不去感恩，當我仔細想想，原來確實有很多事也要感謝
天父。 



9 

二月份主題：感恩 

綺雯 
近日與一位多年沒有返教會的肢體交通，彼此分享到這幾年的生活， 
回家途中想起一首詩歌 (平安詩集 52首)： 
  
昨日今日直到永遠主話永不變， 
我主所言無論何言句句必應驗， 
罪人得救病人得痊，今日如往昔， 
轉悲為喜，驚慌得安，榮耀歸主名。 
雖然宇宙世界萬物漸次全改變， 
惟有耶穌永不改變，榮耀歸主名！ 
榮耀歸主名！榮耀歸主名！ 
惟有耶穌永不改變，榮耀歸主名！ 
想到我們每一個都會有不同的故事，成長背景 / 生活的環境都不同， 
神放我們在不同的環境裡實在是有祂的心意， 
雖然這些說話彷彿是耳熟能詳，但那天我想到根本由始至終神的心意都只有一個， 
神最想是要藉著不同的人/ 事叫我們更體會,更愛主呢! 
  
詩歌令自己有一點的思想： 
無論我們遇到多少難處，有什麼經歷，有什麼的不同，神從來都沒有改變，是的! 
"雖然宇宙世界萬物漸次全改變，惟有耶穌永不改變" 
縱然自己也會失腳，對主的山盟海誓都會隨著難處 / 有成功感的生活而有所改變或
淡忘， 
但感恩我們的主並不是這樣，祂愛我們應許愛世間屬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 ! 
  
縱然身邊的人和事都不斷在改變，但感謝主神從來都沒有改變， 
或許信主有一些年日，看到很多事情/人心都改變， 
但因著主的信實，不應灰心，只好仰望信心創始成終的主呢! 
  
願榮耀頌讚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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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投稿其他投稿其他投稿其他投稿    

活著為耶穌 
活著為耶穌，只望能單純，所有的一切都求祂喜悅； 
自動並樂意來向祂投順，這是我蒙神賜福的祕訣。 
耶穌我主，我救主，我將自己給你；因你為我代死時，給的是你自己； 
從此，我無別的主，我心是你寶座，我的一生一世，基督只要為你生活。          

《聖徒詩歌 306》 
 
 
記得在今年初，尖平傳道人懷恩姊妹的分享說到：有一位媽媽(比喻~天父)最想子女
能和睦地相處，比起子女們個別回家與她吃飯更喜悅。那時我的眼淚便落下來，因
為自己是一個不孝的女兒，沒有體恤媽媽的心(因為在我未信主前，我與兄弟姊妹的
關係較疏離)。 
 
而更深一層的原因是：我沒有體恤天父的心，未有活出耶穌基督的生命“彼此相
愛”，他們是我的親生兄弟姊妹，我竟然…，天父教導我們要先與人和好，才能用
心靈誠實去敬拜祂呢！因此，我立志以行動實踐出來，感謝神的安排，給我在不同
的時節中，有機會向家人表達我對他們的愛及關心，也在日常生活中，給我有力量
學習捨己。 
 
我們若照他的旨意求甚麼，他就聽我們，這是我們向他所存坦然無懼的心。(約壹
5:14) 
 
感謝主！今年讓我經歷了…對付自己及捨己的功課(今後還要繼續學習)，在與家人的
關係上，蒙主的賜福，漸漸有所改善，這實在不容易，但主的恩典是夠用的！只要
我們的「心」願意配合神的旨意祈求，神便會成就呢！願榮耀頌讚全歸于神！ 

   
30/12/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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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剪影生活剪影生活剪影生活剪影    

 冬令會（冬令會（冬令會（冬令會（24/12 24/12 24/12 24/12 –––– 26/12 26/12 26/12 26/12））））    

一如往年，我們在聖誕節假期於靈基營一如往年，我們在聖誕節假期於靈基營一如往年，我們在聖誕節假期於靈基營一如往年，我們在聖誕節假期於靈基營舉行冬令會，主題是「豈能無動於舉行冬令會，主題是「豈能無動於舉行冬令會，主題是「豈能無動於舉行冬令會，主題是「豈能無動於衷？」。雖然是熟悉的日子、熟悉的地衷？」。雖然是熟悉的日子、熟悉的地衷？」。雖然是熟悉的日子、熟悉的地衷？」。雖然是熟悉的日子、熟悉的地方、熟悉的講方、熟悉的講方、熟悉的講方、熟悉的講員，但主的話卻叫我們得員，但主的話卻叫我們得員，但主的話卻叫我們得員，但主的話卻叫我們得著新鮮的領受。盼望大家不要忘記你的著新鮮的領受。盼望大家不要忘記你的著新鮮的領受。盼望大家不要忘記你的著新鮮的領受。盼望大家不要忘記你的感動與立志，好好實踐「誓言愛主」！感動與立志，好好實踐「誓言愛主」！感動與立志，好好實踐「誓言愛主」！感動與立志，好好實踐「誓言愛主」！    
我們的弟兄姊妹很有氣勢啊！我們的弟兄姊妹很有氣勢啊！我們的弟兄姊妹很有氣勢啊！我們的弟兄姊妹很有氣勢啊！    

不能少的大合照！不能少的大合照！不能少的大合照！不能少的大合照！    齊齊分享主的話，齊齊分享主的話，齊齊分享主的話，齊齊分享主的話，    天父必喜悅！天父必喜悅！天父必喜悅！天父必喜悅！    

小組合照小組合照小組合照小組合照 +  +  +  + 路人甲路人甲路人甲路人甲    

看劍的樣子就知道有多好味呢！看劍的樣子就知道有多好味呢！看劍的樣子就知道有多好味呢！看劍的樣子就知道有多好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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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送歡送歡送歡送 MARYMARYMARYMARY（（（（26/1226/1226/1226/12））））    
 

 

 

 

 

 

 

 

 

 

 

 

 

 

 

 

 

 

 

 

 

 

 

 

 

 

 

 

 

 

 

 

 

 

 

 

 

 

 

MARYMARYMARYMARY 姊妹會於婚定居美國，姊妹會於婚定居美國，姊妹會於婚定居美國，姊妹會於婚定居美國，雖然雖然雖然雖然大家都十分不捨，但主內大家都十分不捨，但主內大家都十分不捨，但主內大家都十分不捨，但主內肢體情誼不會因此而減少，盼肢體情誼不會因此而減少，盼肢體情誼不會因此而減少，盼肢體情誼不會因此而減少，盼望姊妹在那邊會有好的適應，望姊妹在那邊會有好的適應，望姊妹在那邊會有好的適應，望姊妹在那邊會有好的適應，繼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繼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繼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繼續為主作美好的見證！    
溫馨全家福！溫馨全家福！溫馨全家福！溫馨全家福！    

還以為她跟還以為她跟還以為她跟還以為她跟 MARYMARYMARYMARY 一起去美一起去美一起去美一起去美國，原本只是擺擺國，原本只是擺擺國，原本只是擺擺國，原本只是擺擺 POSEPOSEPOSEP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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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花絮小組花絮小組花絮小組花絮    

 另外，另外，另外，另外，CHERICHERICHERICHERI 姊妹也會於姊妹也會於姊妹也會於姊妹也會於 2222⺝初回美國繼續升學，深願主引帶姊妹的前路，也希望這⺝初回美國繼續升學，深願主引帶姊妹的前路，也希望這⺝初回美國繼續升學，深願主引帶姊妹的前路，也希望這⺝初回美國繼續升學，深願主引帶姊妹的前路，也希望這幾個⺝的團契生活能成為姊妹在追求上的幫助！幾個⺝的團契生活能成為姊妹在追求上的幫助！幾個⺝的團契生活能成為姊妹在追求上的幫助！幾個⺝的團契生活能成為姊妹在追求上的幫助！    
 廣州自由行廣州自由行廣州自由行廣州自由行（（（（下次大家下次大家下次大家下次大家記得記得記得記得找他們做導遊啊找他們做導遊啊找他們做導遊啊找他們做導遊啊！）！）！）！） 

 

 

 

 

 

 

 

 

 

看來，他們隨時隨在都得了「秘訣」，看來，他們隨時隨在都得了「秘訣」，看來，他們隨時隨在都得了「秘訣」，看來，他們隨時隨在都得了「秘訣」，就是擺就是擺就是擺就是擺 POSEPOSEPOSEPOSE 的秘訣！真利害！的秘訣！真利害！的秘訣！真利害！的秘訣！真利害！    

外遊時遇到弟兄姊妹的感覺，外遊時遇到弟兄姊妹的感覺，外遊時遇到弟兄姊妹的感覺，外遊時遇到弟兄姊妹的感覺，    應該是份外親切罷！應該是份外親切罷！應該是份外親切罷！應該是份外親切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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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十六週年團慶約書亞團十六週年團慶約書亞團十六週年團慶約書亞團十六週年團慶    （（（（23/01/201023/01/201023/01/201023/01/2010））））    

 

 

 

不經不覺，約書亞團在不經不覺，約書亞團在不經不覺，約書亞團在不經不覺，約書亞團在主的恩中已過了十六主的恩中已過了十六主的恩中已過了十六主的恩中已過了十六個年頭。今年團慶有主個年頭。今年團慶有主個年頭。今年團慶有主個年頭。今年團慶有主光哥來到我們當中，與光哥來到我們當中，與光哥來到我們當中，與光哥來到我們當中，與我們分享過往四十多我們分享過往四十多我們分享過往四十多我們分享過往四十多年平安福音堂蒙恩的年平安福音堂蒙恩的年平安福音堂蒙恩的年平安福音堂蒙恩的腳蹤，足以見證天父的腳蹤，足以見證天父的腳蹤，足以見證天父的腳蹤，足以見證天父的信實及恩主的憐憫保信實及恩主的憐憫保信實及恩主的憐憫保信實及恩主的憐憫保守，這些見證總是百聽守，這些見證總是百聽守，這些見證總是百聽守，這些見證總是百聽不厭呢！與往年團慶不厭呢！與往年團慶不厭呢！與往年團慶不厭呢！與往年團慶一樣，就是我們會見到一樣，就是我們會見到一樣，就是我們會見到一樣，就是我們會見到一些很久不見的導師一些很久不見的導師一些很久不見的導師一些很久不見的導師及弟兄姊妹帶來的祝及弟兄姊妹帶來的祝及弟兄姊妹帶來的祝及弟兄姊妹帶來的祝賀及關心，雖然賀及關心，雖然賀及關心，雖然賀及關心，雖然不能一不能一不能一不能一起聚會，但他們都沒有起聚會，但他們都沒有起聚會，但他們都沒有起聚會，但他們都沒有忘記我們啊！在此代忘記我們啊！在此代忘記我們啊！在此代忘記我們啊！在此代團契再次謝謝他們的團契再次謝謝他們的團契再次謝謝他們的團契再次謝謝他們的出席及禮物！出席及禮物！出席及禮物！出席及禮物！        
一群很久不見的肢體！一群很久不見的肢體！一群很久不見的肢體！一群很久不見的肢體！    

文芮：約書亞團要加油呀！文芮：約書亞團要加油呀！文芮：約書亞團要加油呀！文芮：約書亞團要加油呀！    我在提犘太團支持你們！我在提犘太團支持你們！我在提犘太團支持你們！我在提犘太團支持你們！    團契的「新一代」與「上一代」，團契的「新一代」與「上一代」，團契的「新一代」與「上一代」，團契的「新一代」與「上一代」，    不相伯仲呢！不相伯仲呢！不相伯仲呢！不相伯仲呢！    

你能數到這裡有多少人嗎？答案你能數到這裡有多少人嗎？答案你能數到這裡有多少人嗎？答案你能數到這裡有多少人嗎？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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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房」專訪「遠房」專訪「遠房」專訪「遠房」專訪    

隨著約書亞團的日子漸久，期間我們有不少弟兄姊妹都按著主的帶領，到了不同的

教會服侍，礙於不同地方聚會，我們都缺少相交的機會。由今期開始，我們都會訪

問一些在其他教會事奉的團友，藉此了解一下他們的近況。第一對接受訪問的就是

我們團契當年第一位神學生及傳道人 – 景鴻弟兄，當然還少不了他的太太慧萍

呢！ 

 

問) 由於有些近年返團契的肢體不認識你們，可否都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呢？ 

景鴻簡介如下景鴻簡介如下景鴻簡介如下景鴻簡介如下︰︰︰︰    

1997 年信主, 

1998 年返約瑟團 (約書亞團前身) 

2000 年受浸, 

2001 年蒙召 

2002 年讀神學 (整全訓練神學院)，其間於團契靈修部學習侍奉。 

2005 年出外實習 

2006 年 6 月神學畢業 

2006 年 11 月結婚(再次多謝我們邀請幫手統籌、兄弟姊妹團與詩班的肢體) 

2006 年 12 月於基督徒信望愛堂逸東堂任教牧 

小萍簡介小萍簡介小萍簡介小萍簡介：：：：    

自小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及由姐姐帶領下決志，到中六才清楚得救。中學時在荃平參

加聚會，到大學一年級轉至城平及參加約瑟團。至 2004 年受浸，2007 年起轉至基

督徒信望愛堂逸東堂聚會。 

  

問) 你們離開約書亞團都有一段時間時間，你們有什麼近況/改變與我們分享呢？ 

2005 年離開團契出外實習是因實習教會的突然需要。在此謹再次多謝以行動和

鼓勵支持景鴻的導師和肢體們。對我來說，到別的教會聚會實為讀神學以來第一大

突破性改變。 

回想實習教會肢體與我們年歲相約，但真理根基較為薄弱，實習期間都是在自

己「嘔出的血泊中」渡過，但他們卻能以認識的真理將聖經裡的愛心活現於生活中，

彼此關係多是緊密和諧，非常難得。 

不經不覺，已在逸東堂聚會了三年多。雖然弟兄姊妹信主的年日、對聖經真理

的認識尚淺，但彼此間的真誠和愛心都令我們感到欣喜。看到年青的弟兄姊妹由中

學階段開始步入大專、大學的階段，也令我們回想以往約瑟團 (約書亞團)的弟兄姊

妹在彼此代禱守望中渡過了許多衝擊。如大家可以的話，請也代為記念我們教會年

青的弟兄姊妹能在轉變中能站立得穏。 

 

問) 你們現在的事奉及教會生活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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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的帶領，我和太太小萍到逸東堂已踏入第四年。這是個地點偏遠，需要

在東涌地鐵站再轉乘巴士才能到達的屋邨教會。 

回想第一次當聯堂主任帶我到逸東堂，見到一班疑似極度貪玩反叛的少年人

時，除心知不妙外，就只可以默禱天上的神救我脫離兇惡。及後，再次證明「人是

憑外貌認人」，當相處日久，認識到他們雖表現豪邁粗獷，但內心大多本性不壞，

更有些肢體真正愛主熱心追求；這幾年看著他們由開始入讀大專到踏上侍奉路程，

這過程既感動，又感恩。 

除少年人外，堂會中為家庭主婦的姊妹也不少。當上任後，第一個大挑戰就是

---負責婦女查經班。從與她們「雞同鴨講」到融洽相處，箇中操練實非在此篇幅所

能盡錄。 

另一大挑戰是--在職十年人士的團契。大家因工作繁重和照管家庭忙得不可開

交，加上每人也有侍奉崗位，所以相處時間很少，從而削弱了彼此間的守望支持。

如果可以的話，也請為此團契代禱，感謝大家。 

  

問) 你們有什麼說話想跟我們的弟兄姊妹分享及勉勵我們一下呢？ 

隨著年歲漸長，發覺自己生命的有限，可以事主的日子會也越來越少了，一方

面覺得要珍惜機會，另一方面也體會到要讓下一代好好接棒，讓他們在基督裏堅固

長進，也起來事奉主，才能把信仰繼續傳下去。 

除卻自己的日子減少，從聖經中我們也知道「萬物的結局近了……，最要緊的

是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彼此相愛。」這是我們從在外聚會中得到的最深體會。 

教會怎樣才算是彼此相愛呢？在神家中，肢體間彼此害怕分享自己的難處和軟

弱，有艱困時想不起有誰可信任和依仗，遇苦惱冤屈不知道有誰肯聆聽自己心聲，

若神家如此真是不堪設想。 

所以弟兄姊妹，願意我們在這末世作個有愛心的人；知道別人有軟弱痛苦的話，

用上耐心聆聽、遇到肢體有難處時，不是指控他「軟弱不屬靈」，而是由衷地觸動憐

憫之心陪你的鄰舍經過和渡過，使他從幽谷中找到出路，不論自己和別人，都必會

因此加增信心。 

 神並非要我們熟悉真理那麼簡單，而是要我們「因熟悉真理從而行出真理」。就

像我們香港人所言︰道理人人皆知，卻無人行出來。 

在外牧會一段日子，所見最多的是信徒因教會間缺乏愛心而凝聚力每況愈下。

願意我們作個有真愛心於行動的基督徒，使教會中的愛心增多，從而令更多人因領

受基督的愛心而喜愛神家。 

 

後記：由於時間關係，今次

的訪問只能以遙距方式完

成，但兩位都十分願意配

合，在此感謝他們真誠的分

享及勉勵！願意弟兄姊妹

於侍奉路上繼續滿有能

力，被主大用，作忠心的好

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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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專訪香蕉專訪香蕉專訪香蕉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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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年刊分享小組年刊分享小組年刊分享小組年刊分享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如「鷹」返老還童 

「他救贖你的命脫離死亡，以仁愛和慈悲為你的冠冕。你用美物使你所願的得以知足，以
致你如鷹返老還童。」（詩 103：4-5）感謝一位小姊妹的分享，在網上百科中找到以下一
些有關鷹的資料，牠的生命週期是頗特別的，或許天父在大自然的設計中，早早就蘊含者
不少屬靈的道理呢！ 
 
「鷹是世界上壽命最長的鳥類，一生的年齡可達 70歲。可是很少有人知道，要活這麼長
的壽命，在其生命的中期必須做出艱難卻重要的決定。因為鷹活到 40歲的時候，它的爪
子開始老化，無法有效地抓住獵物；它的喙變得又長又彎，翅膀也越加沉重，飛翔十分吃
力。這時，它只有兩種選擇：一是等待死亡；二是重整後再生。 
 
選擇重整後再生的鷹，要經過一個痛苦更新的過程。它首先要努力地飛到山頂，在懸崖築
巢，在那裡渡過漫長而又痛苦的 150 天。這段時間，要用力將又長又彎的喙擊打岩石，直
到完全脫落，然後等候新的喙長出來；再用長出的新喙將指甲一根一根地拔出來；新指甲
長出來後，再將羽毛一片一片地拔掉。待新的羽毛長出後，鷹又可以翱翔於廣闊的天空，
續走後 30年的生命旅程。」 
 
倘若鷹的一生真是要如此經歷，那麼基督徒生命的成長可能要面對相同的選擇！屬靈生命
的成熟、靈性的突破往往都是需要由捨棄換來的，假如一隻鷹不肯面對這痛苦的過程，捨
棄牠所有的，可能換來的是更痛苦的死亡。同樣，當我們屬靈生命開始有點老化跡象的時
候，也需要學習放下我們的纏累與包袱，或許世界的吸引、或許是我們堅固的性情、又或
許是一直最自恃、最誇耀的事物與經歷，好叫我們不會「死」於中年，繼續有力走前頭的
路，並且到達更寬廣、豐盛的屬靈領域。 
 
聖經記載老年的迦勒曾對約書亞說：“耶和華照祂所應許
的，使我存活這四十五年……看哪，現今我八十五歲了，我
還是強壯，像摩西打發我去的那天一樣，無論是爭戰，是出
入，我的力量那時如何，現在還是如何”（書 14: 10-11）。
日子過去 40多年，以色列人可以死在曠野，也可以如迦勒
一樣仍然強壯有力，重點在於他如何選擇。盼望我們一天一
天的成長，生命比以往能日漸成熟，更有屬靈的能力。就由
今天緊緊抓緊神的應許 – 得到豐盛生命的應許開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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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約書亞團約書亞團約書亞團週會表週會表週會表週會表    

祈禱會：下午 2:00 / 聚會時間：下午 2:30 
日期日期日期日期 主題主題主題主題 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負責人 領詩領詩領詩領詩 司司司司琴琴琴琴 讀經讀經讀經讀經 司事司事司事司事 音響音響音響音響 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祈禱會 報告報告報告報告 

06/2 # 查經 順和哥 穎兒 梓淇 文俊 偉漢、淑君 偉漢 志霖 穎兒 

13/2 # 講道-莊稼已經熟了 陳銀英姊妹 俊傑 姿薇 志霖 佩珍、振昌 瑩瑩 偉漢 姿婷 

20/2 出隊佈道 定航、傳道部 偉漢 嘉希 樹文 劍峰、綺雯 遠稠 家禎 定航 

27/2 聯團聚會 (待定) - - - - - - - 

06/3 # 查經 順和哥 志霖 梓淇 麗明 洪福、發銘 志霖 綺雯 煒莉 

13/3 # 書籍分享 定航 綺雯 姿薇 桂嬌 家禎、錦蘭 偉漢 姿婷 智恆 

20/3 # (待定) 俊傑 海倫 嘉希 文雅 耀基、可欣 瑩瑩 姿薇 志霖 

27/3 中國教會歷史 定航、傳道部 文俊 梓淇 海倫 姿婷、麗明 遠稠 智恆 淑君 

03/4 # 團友負責聚會 傳道部 嘉希 姿薇 詩慧 智恆、梓榮 志霖 文俊 遠明 

#會後有小組時間 

讀經範圍︰ 
6/2    啟 12:7-12 13/2   啟 13:1-6 20/2   啟 13:7-10 27/2   (聯團聚會)  
6/3    啟 13:11-15 13/3   啟 13:16-18 20/3   啟 14:1-5  27/3   啟 14:6-12  
3/4    啟 14:1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