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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九至十一月季刊::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

謙卑的心，與你的神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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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過去的幾個月，除了經過炎炎的夏日外，還感恩能夠參與幾天的夏令會，就像到

了沙漠中的綠洲一樣。然而夏令會的意義，不在於消暑休息，亦不限於聽道聚會，

而是可以與神相遇，得著靈命的更新與復興，這才是在現今世化我們所需要的。

弟兄姊妹們，夏令會至今已過了一個月，你們在神面前的追求有進步沒有？心意

有沒有每天被更新過來？向主奉獻的心是否仍然火熱呢？盼望夏令會不是一時

「刺激」我們的靈性，而是將我們靈程帶到進一步的境地！ 

 

提到夏令會，不得不提令會中陪伴了三個晚上的床。嶺南宿舍的床褥堅硬是十分

有名的，比起先知書中以色列人的頸項，有過之而無不及。這麼多年來，今年是

第一次經歷夜半及早上起床都有腰酸背痛的感覺！為什麼呢？是床變硬？還是

體質變差？應該都不是。個人認為某程度上這正好是自己捱苦能力的指標，其實

嶺南的床多年來沒有變，變的只是自己適應的能力而已。當人越大，慢慢習慣了

舒適安穩的生活，面對艱苦一點的環境，身體及情緒就自然作出了抗拒的反應。

這好比基督徒常常嚮往平順安穩的生活，久而久之面對困境難處的能力就減弱

了。當然基督徒不須自找苦難，使徒彼得都是勉勵我們以「受苦的心志」作為兵

器。所以弟兄姊妹們，我們應當以謹慎的心過每一天的生活，緊記「苦難殺死千

千、安逸殺死萬萬」！適應一張床的能力事小，面對信仰挑戰的能力卻事大呢！ 

 

話說回來，今期團刊又作了少許改變，內容上加了造就部的讀經小練習，近來團

契鼓勵大家背聖經，這是很好的操練，造就部除了希望大家努力背經之餘，亦可

以去思想明白當中的意思，有助我們將神的話好好存在心裡！另外，團刊未來應

改為季刊，每三個月出一次，所以大家要把握每次投稿的機會了！ 

 

今期互動遊戲將重新出場，玩的是「聖經版 Pictionary」。這是近來主日下午一

群弟兄姊妹常在教會玩的遊戲，今次拿來考考大家的想像力和對聖經的認識了。

這遊戲是大衛團的強項，大家最好就不要去「請槍」呢！ 

 

還有一樣，就是今期開始我們加入了兩位新部員 – Nancy & Minnie，兩位都是

剛開始學習事奉的姊妹，希望大家對她們能夠多多支持，日後她們若邀請你們分

享或訪問，都不要「托手掙」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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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部新部員介紹 

大家好！我是 MINNIE，很榮幸有機會加入出版部跟弟兄姊妹一同事奉神！我的

生活除了每天在工作間處理”永不止息”的案件，空閒時喜愛用相機紀錄身邊有

趣的人和事。 

 

我每一天的工作離不開閱讀和書寫，透過說話去溝

通雖來得簡單直接，但有時候覺得文字比說話更能

鞭策一個人去認真思想所要表達的事情，同樣地我

們能透過文字去和弟兄姊妹相交時，除了弟兄姊妹

能更多彼此了解，分享的弟兄姊妹亦能更深入思想

和經歷神，但願我們都好好珍惜這個機會去接觸神

自己！ 

 

 

 

Hello! 大家好，我是 Nancy! 經過一年比較空閒的 R.A 工作，很快又重拾學生

的身分 (9月讀 cert edu)，踏上教書之路… 受浸後也開始思想事奉的方向，很

高興能夠加入出版部，參與製作團刊這項偉大工程，這對我來說也是個挑戰哦!  

 

其實自己一直很喜歡看團刊，一來可以多點認識弟兄姊妹的生活，更期待的是從

弟兄姊妹每天經歷神的一點一滴之中，得著安慰和激勵。在這個資訊科技發達的

年代，執筆似乎是一件困難的事。自己也從寫日記的習慣，變成 facebook 的

update status。不過，自己還是喜歡文字。每當內心感受無法言喻的時候，文

字就成了很好的抒發工具，尤其是對於我這種不擅以言語表達自己的人。另外，

團刊的一大重要目的是促進弟兄姊妹間的相交，所以，一些「肉麻」的關懷、衷

心的祝福、真摯的支持、「公開」的秘密… 都可以在團刊中『大書特寫』。團刊

的內容，是我們一同參與的

成果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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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與神同行 

 梓榮 

感謝主，今次投稿能與弟兄姐妹分享自己在工作中與主同行的事情。親近主是我

們作為神的兒女每天渴慕的時刻，可是，工作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據了很大部份的

時間。在繁忙的工作中要親近主，彷彿成為我們長久以來的難處。此外，工作環

境實在太多是不信主的人，他們的工作態度與價值觀，往往令我們落入魔鬼的試

探裡。如何在工作中持守真道，甚至將福音傳揚，也是另一考驗。 

 

感謝主，或許是工作性質的關係，每天工作充滿著變數，可謂「呢一分鐘唔知下

一分鐘發生甚麼事」，因此這樣的情況令我更加少靠自己的能力，多依靠神作帶

領。但這樣順服的依靠神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成就的，乃是經過一段時間的磨練。

在發電廠工作初期，我被安排負責監察燃煤鍋爐機組的運作，燃煤鍋爐燃燒煤炭

產生蒸汽，推動渦輪發電機發電。當大家在炎炎夏日享受冷氣吃著雪糕之際，發

電量之高令蒸汽壓力要求更高，因為這時機器設備運作接近它們的運作上限，問

題很多時候會出現。因此作為一部機組的負責人，壓力便產生了。記得當時甫上

班，便好像進入作戰狀態，精神緊張得很，為了專心工作避免出錯，甚至連主的

聲音也聽不到，也不想聽。過了好一段時間，工作仍然不太順利，仍然偶有出錯，

壓力仍然困擾自己。那時是神的提醒，讓我知道自己是依靠了自己的力量去克服

面前的困難，心想難道在神眼中這是看為對的嗎？不，主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對，我應該依靠神。自從那提醒以後，

每天工作前都到神面前安靜禱告，可能是一分鐘，可能是半分鐘，但這短短安靜

禱告所帶給我的平安，已夠我一天用了。主很信實，每天工作讓主作帶領，雖然

困難仍然存在，但換來的是平安的心，現在有了主在我的王，心裡沒有懼怕了，

因為知道我們所遇見的試探，必然是我們能夠承受的。 

 

我們知道，工作是神為我們預備的，因此我們要在工作上盡忠，以在不信的人面

前作好見證，把榮耀歸給天上的父神。工作的種類有很多，當中有很多是「豬頭

骨」，作為盡忠的僕人，本著為神工作，即使別人是固意將它交到我們手上，我

們都是要依靠神而欣然接受。發電廠很大，工作種類很多，有負責運行的、有維

修的、有負責實驗的、又有負責文件的，當中比較吃力不討好，正是我身處的運

行部。正如上文所說，試探固然是有的，當中軟弱也是少不免，但又想到「主的

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我能夠持守，乃是主的能力。弟兄姐妹們，

一起在工作與主同行吧！但願榮耀、頌讚都歸到我父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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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與主同行 – 工作篇 

 可欣 

我想工作讓我對 神的說話敏感了。以往在繁忙的工作中，腦子裡總是工作再工

作，很難才能安靜下來思想 神的話。但現在我是很喜歡我的工作，或者可以說

是 神讓我喜歡我的工作，享受我的工作。儘管在過往一年，我要一邊工作一邊

讀書和交功課、實習等等，每次想起堆積如山的功課和學校文件工作，我總發出

埋怨的聲音。但一次一次的完成工作讓我看見依靠 神是很重要的。只要我願意

放下自己的心意，不被自己的心思拖帶着，不要因着要完成功課而不返聚會，衪

是不會誤時的。每次能夠完成工作，我都學習讚美 神，我總覺得靠自己是不能

在限期前完成的。 

 

在怒氣中經歷在怒氣中經歷在怒氣中經歷在怒氣中經歷    神神神神    

在過去的一年我差不多每天都帶着疲倦的身軀回到學校。很多時我都是在早上搭

車的時候才計劃當天活動的內容和用那一些教具。若不是天父的恩典我很難會在

短時間裡想得到。正是因早上才去想教什麼，一回到學校就會尋找所需用的。但

不是每一次都能順利預備好。剛巧在新主題的第一天，我走到教具櫃前尋找我需

要用的，但我發現不只我需要用的不見了，是差不多整個主題的教具都不見。想

着找不到平常用慣的也可以用其他，但現在一份也沒有。一邊擔心沒有教具可

用、一邊在想誰那麼自私拿走了所有教具。我就在這個氣憤的心情下與那位同事

起了一些衝突，然後氣憤離開了。一邊出這個課室、一邊焗住氣、一邊想那今天

教什麼好、還有一邊想控制自己激漲的情緒和想著不能在小朋友面前沒有由心發

出的笑容。在那一刻我一邊走着一邊祈禱，求主讓我不要被情緒所控，要開心地

完成今天的課程。回到課室心情已稍為平復，我亦想到今天可教什麼。之後在整

個早上，心裡有出乎意外的平安與冷靜，我如常愉快地與小朋友玩耍和上堂，那

刻我在想我是否在強顏歡笑，不是，因我內心平靜還加上一份歉疚，我覺得我需

要作出道歉，儘管有聲音說：你都沒有錯。我還是決定在那天午膳當值後作出道

歉。 

 

當我完成小朋友午膳當值，想著終於可以休息一下。這位同事就向着我迎面走過

來(平常的她是不會走上來，因她的課室是在樓下)，我發覺我已忘記了這件事和

沒有懷着任何怒氣，但我記得我要為這件事作出道歉。所以我立刻走上前向她道

歉，她也作了一些解釋。道歉的這股勇氣不是我所有的，若非心中的聖靈引導、

催迫和提醒要聽從主的教導，我沒有從主而來的安慰和平安。在那一刻道歉的時

侯，我明白到主的心意：不要只看別人眼中的刺而忽略了自己眼中的樑木。道歉

是為着自己的態度、言語和心思。情緒不在狀態的時候，總會作出不平常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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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堂中經歷在課堂中經歷在課堂中經歷在課堂中經歷    神神神神    

天父總在我教導小朋友的時候對我作出提醒，如:：我會因應小朋友的程度來衡

量與他們說話的長短和多少，當他們漸漸成長我會加深與他們的對話內容，天父

也是這樣待我們，用盡各種方法都是想我們親近衪；遇有小朋友學習有困難，需

要老師多加忍耐與照顧，聖靈又會提醒天父也是常常忍受我這個時常頂撞和教而

不善的女兒，我就立即加倍忍耐地教導小朋友。還有天父讓我看見自己的不足，

沒有足夠的靈敏和智慧與小朋友相處，若不是天父的幫助，我很難在我不足的預

備下與小朋友上堂，靈活地處理他們的需要。 

 

總括來說，我很喜歡我的工作，讓我多想了主在我身上的作為與心思。看見天父

對每個小朋友的創造是獨一無二，他們的學習過程也在天父的安排下，聰明與乖

巧也在天父的計劃內，這就是他們的經歷與成長。能在他們認識天父的過程裡出

現過，這是天父對我的恩典，亦加強了我在兒主中侍奉的信心。小孩子們的開心

與不開心也瞞不到他的老師，遇有困難他們必定依靠老師，找老師解決問題，然

後繼續愉快開心地玩耍。 

 

感謝 神讓我有分享的機會，互勉之。 

 

 

 

 

 

 

教會復興實況 
 

飲於能力之源第三章──「教會復興實況‧能力的彰顯」，故名思意是教會復興

的史實記錄。就這樣抱著「一探教會得到復興的因素」的心態，盼望能窺探出當

中的端倪，從而得到幫助與激勵。 

 

教會需要復興，即代表其屬靈光景停滯不前，不再興盛，甚至由盛轉衰。而事實

在記錄裏多間教會正處於這種光景。這也好叫我反省自身與我們教會的光景如

何。 

 

看畢整章，使教會復興的絕對是聖靈的能力，但導致教會復興的轉捩點，是教會

全體的「認罪悔改」，這一點深深打在我心中。記錄裏古約翰牧師所到的教會，

並不是每一間也在短時間內得到復興，有的數日，有的一個多月，直至教會的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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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長老、執事、以及會眾，相繼起來痛哭流淚，公開認罪，聖靈的恩膏才厚厚

的傾倒下來，這才是復興的開始。 

 

復興，就是重新讓聖靈在心中掌權，讓聖靈充滿，撒旦從開始就利用罪攔阻著我

們與聖潔的主的關係，攔阻著聖靈的工作。罪像麵酵一樣能使全團發起，連累全

群；同樣地他們真心起來認罪，讓聖靈的感動如泉湧般泛遍整個教會，又如清泉

般潔淨每個人的內心，使他們的污穢顯露出來，尤其聖靈透過教會當中的牧者、

長老、執事起來公開認罪的影響力更為利害。 

 

他們所認的罪，有的是顯然的罪，如姦淫，貪財，但有的是不以為然的，就如肢

體間一點心裏的不和，或者是內心的一點情緒，但在文章中看到，就是因著這一

點的罪已攔阻著聖靈的工作。求主幫助我們敏感於主所不喜悅的事情，把內心每

一點污穢也顯露出來，彼此認罪，彼此代求。 

 

因著第三章當中一句說話，聖靈藉此話光照出我的罪來，就是古牧師回應撒旦的

誇獎:「撒旦，告訴你，我永遠甘願作一粒灰塵飄浮空中，只要我的主得榮耀！」。

這令我想起肢體們對我的批評，我卻向他們表達不滿與反擊，但問題不是他們批

評得對與錯，即使錯也該於我無損。但我所表達的不滿與反擊正是源於心底的驕

傲。我是一個何等驕傲的人！自以為有什麼比別人好嗎？卻成為了撒旦的工具。 

 

主耶穌本有神一切的豐富與地位，卻因有人樣子自己卑微，全心順服。是的，謙

卑本就是人該有的本分，也是人最大的榮耀。主也曾說：「我心裏柔和謙卑，你

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求主原諒我，讓我能到達主一樣的柔和謙卑，也

希望被我得罪的肢體原諒我這驕傲的人。 

 

互勉之 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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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專訪：阿 WING 與魏生  

很高興能邀請快將在十月舉行婚禮的魏生和阿 WING接受專訪，分享他們的近

況、工作上與神同行的學習和他們對未來新的家庭的期望。 

 

編： 傳統上接受訪問的肢體都要來個自我介紹的。 

魏生： “魏生”的由來：在團契起初不習慣被稱呼為”智恆”，故由樂然發起

稱呼他為”魏生” ，這稱呼一直”沿用至今”； 

� 信主差不多十年，在零一年受浸； 

� 工作：建築設計； 

� 如何信主：起初參加團契時並不認識神，也不清楚福音內容，後來

因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吸引他去更多認識神，有一次跟導師談論罪

的問題，發覺自己厭惡一個罪惡的生命，故想認識神會帶給自己的

改變。 

WING： 和魏生是在英國讀大學時認識的，大約在零四年由魏生帶回來參加團契，

在零七年受浸； 

� 工作：從事設計，剛工作兩個月，這份工作都是神所預備的，不論

是工時和工作量都很理想，為此很感恩； 

� 如何信主：在一個佈道會中聽到的信息和她之前所認識的基督教很

不同，在第一次參與的夏令會中，意識到清楚信主的重要性，之後

透過浸禮確認自己對信仰是認真的。 

 

編： 今期主題是「每日與主同行」，你們在工作中如何經歷神呢？ 

魏生：   覺得工作較讀書時辛苦，工作上要兼顧設計和行政，既要落地盤開會，

又要畫圖和寫信； 

� 在求職的過程中學習依靠神：自己很重視在這過程中有否交托神。

如果在求職的第一步便依靠神的心，及後得到一份滿意的工作時便

會懂得向神感恩，即使得不到自己想要的工作也要學習不埋怨神，

因為所有事都有神的保守；若只跟隨自己的意思找工作，這工作也

未必是神的旨意，將來在工作中面對困境也要由自己承擔。 

� 求職的第一步先想好要考慮的因素，例如工作會否影響參加聚會，

工程項目的類型（有些公司專門做賭場的項目），當然也會考慮薪金

和前途，但是會排在較後的位置。 

� 學習的方向: 現在工作年資多了，眼見工作量一直增加，壓力便隨

之而來，因對現在的工作還未熟習，故情緒上不太穩定，現時需要

學習如何維持最佳狀態去親近神。 

WING：  為自己訂定一個時間表，例如規定早上是靈修時間，晚上進行讀經，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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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錯過團契和主日崇拜； 

� 早前為了完成畢業功課，每天二十四小時都幾乎在工作，導致不能

專心靈修和讀經，但亦沒有忘記與神溝通； 

� 現在開始工作，雖然繁忙但沒有藉口遠離神，可以更投入聚會。 

 

編： 現時你們都是在籌備婚禮的階段，過程中有何學習? 

魏生：   籌備上我倆並沒有什麼分歧，反而之前我在參與阿 WING的畢業功課上

曾發生爭執，不知是否對她的要求比其他人較高呢﹖！但我對她的事會

更為著緊。 

� 對彼此都認識多了，我是比較從大處著眼去規劃事情，阿 WING 則較

細心。 

WING：  因預計到我倆正式婚禮前沒有時間處理大小事情，故一年前已預先處理

大部份事情 

� 因為很多事情都是先由魏生決定，而我亦不會反對，所以我倆沒有

為籌備爭吵。我一般會遷就和願意順從魏生的意思。 

 

編： 那你們對婚後生活有什麼期望? 

魏生：  婚後要離開父母，作為基督徒，期望自己能有一個更好的生活模式； 

� 之前與家人同住，後來明白到要體諒不同人的生活模式，在新的家

庭中，期望能和對方一同追求神。 

WING： 明白結婚後可能對信仰有影響，希望可以繼續教會的崗位事奉神； 

� 婚後若對方靈性不好，也會對我有很大影響，所以期望自己能有好

的靈性，可幫助對方。 

 

魏生和阿 WING更表示很願意開放新的家給弟兄姊妹探訪相交！但願透過這次專

訪弟兄姊妹能更了解他們工作上面對的事情，並

一同紀念他們的婚禮和新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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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遠房」團友訪問 

 

今期跟大家見面的「遠房」肢體，就是烈康及 Doris 了。他們都是「城平」年代

的團友，亦是團契的職員，大家一同聚會多年，Doris 更是編者當年的小組組長，

所以交情亦不淺呢！或許有不少團友對他們的了解不深，現在就讓我們對他倆認

識多點吧！ 

 

編者：不如先請你們各自分享一下你們從前如何信主及返教會的生活吧！ 

烈康：我返教會認識神的經過有點特別，是由一個謊言開始。還記得當年中五會

考後心想找暑假工，見工時我卻騙面試者說我是找長期工，對方竟然相信

一個成績不俗的會考生在暑假找長工，最後他請了我在其公司工作。在公

司中我認識了當時城平提摩太團的幾位哥哥姐姐，之後便是他們在這個假

期中帶我返教會。起初我是返他們的團契，雖然年齡比我大，我返了兩次

便在當中決志信主，之後便由提犘太團來到當時的約瑟團。 

返教會不久後便要自己適應返團契的生活，實在不是一件易事。還記得有

一次在聚會未開始時，我坐在前排，見到身後坐著一位弟兄，便硬著頭皮

主動問他的名字，當時雙方的感覺都是十分奇怪。經過一段時間後，跟團

友的感覺仍然陌生，而且又覺得沈悶，所以在完成了初信栽培後便找籍口

沒有返聚會了！大約一個月後的某個星期六早上，突然自覺自己既沒有返

教會，又沒有讀經、祈禱，怎樣說得上一個「基督徒」呢？當時向神禱告：

「如果你是神，你就讓我可以看到你的真實吧！」就在同日下午，我便收

到弟兄姊妹寄來我家的鼓勵卡，當時十分感動，覺得神實在聽自己的祈

禱，於是便下定心志努力追求、穩定聚會。記得我第一次返主日崇拜時，

弟兄姊妹都覺得有點突然，當時的組長見到我後，還走過來問我為什麼會

主日出現在教會之內，現在回想也覺得這問題很有趣呢！後來神亦讓我開

始有機會在團契中學習事奉，並在當中受造就。 

Doris：我是在中六的時候，由一位同學邀請返教會的（城平）。其實自己在中二

的時候，也曾決志信主，可惜當時對信仰認識不深，只知道自己有罪。後

來因為家人拜偶像，所以不容許返教會，就算中學階段曾經間中到教會，

都是因為能夠打波的關係。 

後來讀上文科，不時有機會討論信仰問題，亦開始認識不同宗教，自己心

中也自然思想究竟誰是真神。直至中七時候，因面對高考的壓力，對前途

也感到迷茫，心中幾方面的打算亦碰壁，當時只好嘗試祈禱，心想如果神

是真的，求祂能讓自己知道。有一次當我正為學業及前途而憂慮焦急時，

就隨意翻閱聖經，竟看到神看顧麻雀，何況我們是天父的兒女，之後內心

感到平安及釋放，自此亦開始慢慢穩定到教會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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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神奇妙地安排自己入了教育學院體育系，當中經歷神不少的帶領。記

得有一年因為意外而跌斷手，嚴重影響運動及美術科學習，甚至不能接受

體操科的考試，以致不能畢業。然而感謝神的帶領，體育科老師了解過我

的情況後，竟在沒有接受體操考試的情況下給我僅僅合格的分數，方能合

資格畢業。 

我當年返團契第一個小組組長恰巧就是烈康，後來弟兄從瑞典實習後回

港，2003年開始拍拖，因烈康入讀神學的關係，我們便在 2004年 8月結

婚，雖然籌備婚禮有點倉卒，但一切都十分順利，感謝神的恩典及帶領！ 

 

編者：大家很少有機會跟你們詳談，不如分享一下你們的近況？ 

烈康、Doris： 

烈康於 2008年神學畢業，我們便考慮抽居屋，當時我們的入息剛好合乎

資格，而感恩神又讓我們能抽中，並且讓我們揀到一個很理想的單位。後

來 Doris於 2009年初懷孕，但大約 11 週左右便發現小產，當時心情及身

體狀況都不太好，心中不時有自責的感覺。後來一邊看中醫調理身體，一

邊繼續等候神安排再懷孕，但大半年後仍沒有消息，開始感到有點灰心並

有點打算放棄了。 

神籍此事教導我們學習祈禱的功課。小產休假後， Doris於學校備課，

第一個聖經科課堂內容就是「哈拿求

子」，當時邊哭邊備課。後來到上課時，

一個小三的學生說可以祈禱求神讓我有

健康的身體，可以能夠再次有小朋友，當

時很感動，亦覺得是神給我們的提醒。後

來生日時，學校同事送了一個座臺聖經日

曆給我，當我掀至自己生日那頁時，赫然

發現上面的經文竟是創世記 25：21，內

心十分感動，相信是神給我們的安慰及提

醒。 

感謝神！Doris 後來再懷孕，而允恩亦於

2010年 5月出世，雖然過程中亦曾有擔

心、懷疑等情緒，但最終神讓我們經歷祂

是真實的。最近家中傭工突然離開，雖然

令我們有點手足無措，但仍有信心神有祂

的安排。 

 

編者：那麼你們現時教會生活如何？ 

烈康、Doris： 

自烈康畢業後，我們便一直於培敦基督教會聚會，相交的群體主要都是家

創 25:21 – 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就為她祈求耶和華。耶和華應允你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懷了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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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小組，由於背景相近，所以分享亦可以較為深入。從前在約書亞團中年

齡會較大，但現在卻屬於較年輕的一群，話題多以夫婦相處、兒女管教為

主。弟兄姊妹都很好，不時提醒我們婚後會面對的學習，他們對我們亦十

分關心，感覺很親切。 

當然在這裡也有很多事需要適應，畢竟關係也沒有從前約書亞團時跟大家

一樣密切，聚會（特別是令會）時十分重視個人安靜，跟以前有點不同。

加上這裡的會友大多稱呼 Doris為師母或廖太，身為傳道人太太在身份角

色上也要好好適應了！ 

 

編者：如果要你分享一件在約書亞團（約瑟團）發生的難忘事，你們會想起哪一

件呢？ 

Doris：最難忘應該是我們婚禮中弟兄姊妹的參與。由於當時我們的感恩會是在

教會（尖平）舉行，記得當日在聚會前弟兄姊妹幫手在教會掃地，聚會後

大家一同留下影相，這些片段都是很難忘。 

烈康：我覺得應該是在去瑞典實習前，弟兄姊妹為自己舉辦了一個歡送會。記得

當日團契是尖平裝修後的第一次聚會，當時圍大圈由每個小組分享，弟兄

弟姊妹送上的相簿及錄音帶令我十分感動，後來在瑞典感到孤單的時候，

每次重溫都有想哭的感覺！ 

 

編者：最後，有沒有什麼心底話想跟弟兄姊妹們說呢？ 

烈康、Doris：鼓勵大家好好珍惜以團契為自己的家，當我們在其他教會聚會時，

縱然跟這裡的弟兄姊妹們能深交，但仍然覺得與自己一同成長的肢體相處

感覺不同。近來不時感慨時間過得很快，從前在大家當中好像很年青，但

現在自己已成家立室了，希望大家好好珍惜光陰，為主而活。當然我們十

分歡迎大家有時間隨

時來跟允恩玩！ 

允恩終於肯乖乖地影訪問期間，烈康大部份時間都是維持這個動作，做父母的確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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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細嘗 

1.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的這些事，是指著什麼事？  

 

2. 所指著的事與「敬畏神」有什麼關係？「敬畏神」對我們而言，存著什麼智

慧？ 

 

3. 作為一個「人」所應有的本分是什麼? 

 

4. 請嘗試歸納出傳道書的中心思想。 

 

5. 坦誠去想，在你的人生中，認為什麼是虛空（還是仍稍有價值），什麼是真實。

你所想的與傳道書所說的有何不同，又如何尋得著真實？ 

 

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詩歌回應    

平 177 你心裏渴慕救主耶穌 

平 193 我寧願有耶穌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這些事都已聽見了這些事都已聽見了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總意就是總意就是總意就是：：：：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謹守他的誡命謹守他的誡命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或或或或

作作作作：：：：這是眾人的這是眾人的這是眾人的這是眾人的本分本分本分本分）。）。）。）。因為人所做的事因為人所做的事因為人所做的事因為人所做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無論是善是惡無論是善是惡無論是善是惡，，，，神都神都神都神都

必審問必審問必審問必審問。。。。    

傳傳傳傳 12:1312:1312:1312:13----14141414         註1: 原文沒有「當盡的本分」，祇作「這就是（每一個）人」，呂振中譯本：「這就是人的一切」或「這就是整個人」，意思是謙卑地、敬虔地承認上帝是生命之主，這就是人之所以為人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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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小遊戲 - 「猜猜畫畫」（Pictionary） 

 

玩法很簡單，按圖示猜猜以下是哪個聖經人物或地方？最快估中的三位送你一份

小禮物。今次應該比之前簡單得多呢！  

1.  

 

 

 

 

 

 

 

 

    2.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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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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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 1/1/10-31/08/10 現金簿 

1/1 Opening Balance   收入收入收入收入 支出支出支出支出 4,595.6 

1/9/2010   奉獻 8,088.0      

 9/1   冬令會營費及其支出   16,089.7   

 16/1   講員車敬   300.0    

 16/1   奉獻 6,400.0      

 20/1   一月份教會出版費   150.0    

23/1/2010   講員車敬   300.0    

20/2/2010   講員車敬   300.0    

28/2/2010   奉獻 10,500.0     

20/2/2010   二月份教會出版費   150.0    

28/3/2010   奉獻 1,100.0          三至六月份教會出版費   600.0        受浸肢體禮物   405.0        講員車敬   300.0    

10/7/2010   講員車敬   300.0    

28/8/2010   奉獻 200.0      

28/8/2010   七至八月份教會出版費   300.0    

Total     26,288.0 19,194.7   

31/8/2010 Closing balance       11,68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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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九、十月份聚會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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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琴司琴司琴司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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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畏神 #4/9 查經聚會 順和哥 定航 梓淇 慧敏 樹文、慧敏 志霖 梓淇 遠稠 11/9 講道聚會-敬畏神 定航 姿婷 姿薇 惠棋 洪福、慧敏(Candy) 瑩瑩 淑君 淑君 #^18/9 教會歷史 (2) 定航 瑩瑩 嘉希 凱麗 定航、思明 遠稠 劍峰 劍峰 #25/9 默想主愛 慧敏、文芮 德仁 梓淇 *劍峰 俊傑、綺雯 偉漢 遠明 遠明 2/10 查經聚會 順和哥 遠明 嘉希 振昌 文俊、凱麗 志霖 偉漢 定航 作個應對正直的人 
#9/10 教會旅行日 
#16/10 講道聚會 曼輝 遠稠 淑文 可欣 振昌、惠棋 瑩瑩 順和哥 定航 
#23/10 默想主愛 待定 志霖 梓淇 詩慧 智豐、佩珍 偉漢 家禎 俊傑 
#30/10 教會歷史 (3) 定航 智恆 姿薇 穎兒 梓榮、桂嬌 遠稠 嘉希 定航 

#有小組 (9 月 4 日、9 月 18 日、9 月 25 日小組時間為 5:00-6:30; 10 月 16 日小組時間為 4:00-5:00)  

^9 月 25 日 4:00-4:50 有大組分享 

九月份經文: 這些事都已聽見了，總意就是：敬畏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分（或作：這是眾人的本分）。因為人所做的

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神都必審問。傳十二 13-14 

十月份經文: 應對正直的，猶如與人親嘴。你要在外頭預備工料，在田間辦理整齊，然後建造房屋。  不可無故作見證陷害鄰舍，也不可用嘴欺騙人。箴二十四 26-28 
*每月最後一週負責讀經的肢體請帶領大家背誦有關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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