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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晝夜常思念你的愛，耶穌！不能測長闊與高深。 

如瀑布從高處澆下來，耶穌！使我心快樂頌主恩……」

約 書 亞 團 6 - 8 月 份 季 刊  

「 思 念 主 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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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思念主恩，再奔天路 

 
今次季刊的主題是：思念主恩。不知道當你看到這個題目時，你會否就想起從前自己是怎

樣蒙恩得救。 
 
我想起自己從小開始，就已經在教會中「生活」。雖然會在兒童主日學中唱詩、讀聖經，但

是否真的明白真理，我想，對於當時的我來講，一切都似是「順理成章」。沒有別樣思想上

的衝擊，聖經的教導就「順理成章」成了我的價值觀。 
 
那個時候的我，別人看來，是一個又乖巧、又可愛的小女孩，只是在我內心裡，卻其實是

滿了很多負面的思想。同學的排斥、戲弄，病痛的折磨...這一切一切都叫我感到很難受。

雖然只是個小學生，我已經在思想：人生到底是甚麽？人為了甚麽才存在？為何我要遭遇

這些事情？為何我的人生要那麼苦？ 
 
感謝神！就在我初中的時候，神的大愛激動著我，讓我看到祂為愛我而付上了何等大的代

價。於是我向祂認罪，並且願意一生以祂為我的主。 
 
決志以後，神似乎換了另一個「樂觀」的心給我。我再去回想過往痛苦的日子，思想到的

除了是淡淡的痛苦，我竟然看到原來神給了很多很多恩典給我！那是我以往忽略了的！ 
 
我相信，神在你的身上也曾經施行過祂奇妙的作為，叫你曾經願意一生跟隨祂不偏離。只

是，會否日子久了，「激情」變成了淡淡的「感情」？工作的忙碌、生活的壓力、人際的不

順利、家庭的煩事、事奉成了重擔....一切一切，把我們的「激情」消磨了，剩下一副殘缺

不全的軀殼，運用那點點微弱的意志去撐起我們屬靈的生命？ 
 
願意你讀畢今期的季刊以後，除了知道了弟兄姊妹是怎樣蒙恩外，也再去思想，主是曾經

怎樣激動過你，今天你又是否甘於這光景，還是你願意重燃對祂的愛火，回報主的大愛呢？ 
 

姿婷 

 
 

最近所讀的經文是啓示錄，在啓示錄中，提及神為屬祂的兒女伸張正義、按著各人的行為

施行審判，得救的人數只有三分之一。「擄掠人的，必被擄掠；用刀殺人的，必被刀殺。聖

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啓 13:11)「聖徒的忍耐就在此，他們是守神誡命和耶穌真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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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啓 14:12) 從人得著救恩的那一刻開始，神就預定人必須憑著信心和忍耐渡過世俗

的每一刻，否則很容易就會隨波逐流，最終可能失去神兒女的身份。 
 
得著救恩已有 10 年的時間，回想起頭二年，自己的信心很大，覺得只要做神所喜悅的事情，

就會獲得神的祝福和保守；無論是忙碌的時候或優閒的時候，從來不會停止聚會、關心新

朋友、事奉神……在弟兄姊妹的眼中，我是一位很願意付出的姊妹。當一些事情發生後，

我漸漸對神失去了信心和忍耐，埋怨神為何不聽自己的禱告、為何要讓我經歷這些不開心

的事情，漸漸地與神的關係疏遠了，聚會的參與變得不穩定，甚至想拋棄偉大的救恩，甚

至認為救恩是一個重擔，給我一種透不過氣來的感覺。故此，我很贊同一位屬靈長者的講

法，救恩是需要持守的。 
 
感謝主，神沒有將我離棄，祂為我安排了一位姊妹帶我回到平安福音堂聚會，讓我再次站

起來，讓我在聖經的基礎上有扎根的機會，讓我有勇敢的心告知家人我會受浸，讓我有機

會再次事奉祂。「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了。」

(羅 5:8)每當讀到有關救恩的經文或唱到有關救恩的詩歌時，心裏就會湧出無限的感謝，若

是憑自己的行為，我絕對不配獲得這偉大的救恩，然而神在我還沒有出世以先已揀選了我。

讓我有機會從一個自卑、愛發脾氣和負面的人，逐漸變為一個正面思想、有自信和願意接

受自己和別人的人。 
 

「我見祂愛流出是為我，我見祂愛流出是為我， 
 

十架之愛，無與倫比，我知祂愛流出是為我。」  敬拜頌歌 152 首 
 

淑文 

 
 

受浸剛好一年了，上星期參加肢體的浸禮，回想過去許多感恩的片段... 
 
感謝神把我拯救！未信主前，自己是個罪的奴僕，縱然從外表上不容易察覺，心裡卻隱藏

了許多罪，終日生活在愁苦和不安當中；現在我能夠靠主勝過罪，心裡獲得釋放，能夠過

喜樂的生活。 
 
感謝神！讓我的生活有盼望、有動力！在信主的路途上，神未曾應許天色常藍，當中也會

有困難、有挫折，但我卻知道有一位可信可靠的神一直看顧、帶領自己，在人所不能的事

情上交託神，心內便有平安。 
 
感謝神，對我的不離不棄！「我們縱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為他不能背乎自己。(提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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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想到信主後也常有軟弱、跌倒，也曾試過離棄神，但神卻仍然愛我，在我困苦流離

的時候以信實和慈愛吸引我、扶持我，使我回轉。 
 
要感恩的事情實在太多，願親愛的弟兄姊妹們也常常思念主的恩情，好叫我們懂得以愛來

回應我們的主！ 
 

文雅 

 
 

轉眼間又來到六月了，想起自己已經受浸一年，這一年又確實經歷主更多，也稍微明白主

更多，只能繼續感謝讚美祂！ 
 
今期季刊的主題是思念主恩（這也是今年夏令會的主題啊！），我們常常去想念的是甚麼事

情？有沒有常常思念我們的主呢？有沒有為了我們起初怎樣蒙恩得救常常感謝主呢？ 
 
回想自己信主前，都是為了追求地上的事，在學校時追求分數和一座座的獎杯，朋輩間的

認同，之後渴求一份人人稱羨的工作，用盡心力去追求這些"成就"，沒有空間多想自己生

命的問題。直到大學一年級的夏天，有一位親人因病去世，我感到生命面臨結束時人的無

可奈何。不久，在一個佈道會中，講員談及每個人都有罪，我的心好像突然開了，那是頭

一回真正覺得我是一個帶罪的人，這不是出於自己，乃是神把我的眼睛開了！在決志信主

的一刻，感受耶穌基督的救贖的大愛。從決志到現在的教會生活，真的不能不感謝神對我

的百般忍耐！信主前我並沒有甚麼人生目標，人生好像是流水帳：讀書、工作、結婚......
現在主讓我知道我們在地上都是客旅，屬天的事才是永恆不能朽壞的。 
 
如果今日的我還未認識主，我又會在怎樣的光景裡呢？我的生命又會如何呢？感謝神，我

們不需要再苦苦追尋生命的意義，因為我們已經認識祂，並知道活着也是為了祂。但願我

們不論過了多久的年日，也要常常想念主這極重無比的恩典，叫我們因著這份大恩有力氣

繼續同走天路！共勉！ 
 

敏妮 

 
 
 
 

 



 6

得救見證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這裡分享我的得救見證。當我一面回想、一面寫這篇見證時，不禁

要再一次感謝神一直的安排、帶領與等待…… 
 
第一次認知神的存在，是在小學一年級。我讀的是一間天主教小學，在一年級的聖經堂學

到我們有一位天父，主耶穌是我們的大哥哥。六年級時在學校學習到祈禱，記得第一次向

天父祈禱，是求祂幫我可以入讀一間我選了第三志願的基督教中學。 
 
結果，天父聽了我的禱告，讓我在似乎是不可能的情況下入讀了那一間人們說只有選第一

志願才有機會入的中學。這是第一次經歷祂。在中一那一年，神尋找我，讓我在一次佈道

會接觸福音，並在熱烈的氣氛下與同學一起走上台決志信主。決志之後也有去過學校的團

契，但因覺得很有壓力，去了一兩次就沒有再去了。那時，自我的認為只要知道自己信有

神，就是信主了，不用返教會或團契也可以，只要乖和聽話便可。我又不斷給自己很多不

用返教會或團契的藉口去肯定自己的想法，例如：因不知道天主教和基督教哪一個才可信，

然後就想那就靠自己上聖經堂時的認識更好；而且，雖然沒有返教會、沒有其他基督徒的

同學花那麼多時間讀聖經，但聖經科的成績也比她們好…… 那，為什麼要改變呢？ 
 
那時候的我真的很重視自己，認為做人最重要是靠自己，努力讀書，找一份好的工作，建

立一個家庭，生活平穩就很好了。但有時也會對未來沒有很多把握，所以喜歡去看星座運

程，又只會在有需要的時候才向天父禱告。可能自小都是別人眼中的好學生和乖女兒，心

中就驕傲，而且，因常常會不自覺與人比較，很容易在心中妒忌人。那時沒想過自己會是

個罪人，更不明白神為何要主耶穌釘十字架那麼慘，甚至覺得主耶穌說祂來是要召罪人，

不是召義人也對義人有點不公平…… 
 
這樣的狀態一直維持到大學畢業之後。幸好，神沒有放棄這隻自己走開的迷羊 ─ 祂使我

在無須選擇的情況下到了一間基督教的機構工作，有同事再向我傳福音，鼓勵我返教會。

記得當時我對神說：「好吧，如果有人邀請，我便去！」。約兩年後，真的有一位大學同學

邀請我，於是就第一次到了教會。之後，神又讓我在一次很難忘的人事變遷和轉工的事中

明白自己可控制的實在十分有限，要學習順服。不久，在 2007 年 6 月的一個雨天，有弟兄

姊妹再向我講解福音，那次我終於明白自己其實也犯了很多罪，即使那些全都不是犯法，

也未必有人知道，神和我自己都知道。所以，我其實是罪人，不是以前自己以為的「義人」。

而且，從聖經中，又看到「我們若認自己的罪，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必要赦免我們的

罪，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約壹 1：9），當時覺得很感動，那一刻終於明白神因為愛我

們而讓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為我們洗淨罪。這個救恩不是歷史故事，而是我也

有份，主耶穌也是為我才被釘死，十字架實在與我有關，之前我的想法很不對。於是，我

在禱告中認罪悔改，並接納主耶穌為我的救主。在祈禱之前，我的心情很緊張，但之後便

很喜樂，回家的途中我感到整個過程十分奇妙。 
 



 7

信主之後，我對罪的敏感度提高了，學習遠離從前犯的罪，漸漸地，心中就有聲音提醒應

如何做才合乎神的心意，感謝神！神讓我透過不同的經歷，慢慢幫助我不再靠自己，要順

服祂的帶領，並學習放下自己讓祂居首位。初信主之時，我是個不想長大的人，但神的作

為很奇妙，祂引導我慢慢喜歡參加聚會、讀聖經和靈修，又會在當中給我提醒，讓我認識

祂。現在，我清楚知道，祂已安排最好的給我！在往後的日子，盼望能依靠祂、更多追求

認識祂、回應祂的愛！ 
 
感謝神多年來沒有撇下我！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與我們在天上的父！ 

孫慧敏 

於信主前，我是一位自大、自我、驕傲、自卑，對人缺乏信任，很看重金錢，認為金錢是

可以解決一切的問題，也是一位物質主義者，追求各種不同的名牌。 
 
不過，十年前我認識了一位朋友，她邀請我參與教會的聚會，使我有機會認識和相信主。

一段日子過後，這位朋友沒有參與教會的聚會，但我仍然繼續出席教會的聚會。我心裡常

有一個想法﹕「若是不信就不信，若是真的要信主，就要信到底。」雖然參加教會的聚會

已有一段時間，我心裡仍感覺到孤單和空虛；每天早出晚歸，總是無所事事；於是我決定

停止出席教會的聚會。幸好地，有一位時常關心我的朋友，不停地鼓勵我回教會參與聚會；

從這位朋友的身上，我看到甚麼是愛，甚麼是關心，甚麼是依靠。 
 
想到主耶穌，我認為衪不需要時時刻刻出現在我的身旁，只要祂在我需要的時候出現便可。

當我再次返回教會，心裏是何其平安，好像有人陪伴著我；於是我的心出現了一個想法﹕

「我要信主，並永遠信祂。」 
 
信主後，我的價值觀完全改變了，不再是一位物質主義者，不會追求名牌。最重要的是我

願意接納別人的意見，願意信任人，不再是以自己為中心。起初，自己的信是很膚淺，不

太認識神的愛和性情。感謝主，祂將一顆追求的心放進我的心裡面，漸漸地，我認識神的

話語多了，並開始對神有信心及願意依靠祂。 
 
雖然我繼續參與教會不同的聚會，但一直不想受浸，覺得受浸是沒有必要的。直至兩年前，

我患了一個病，心裏感到很害怕，很想放棄主，甚至有一位姊妹曾問我﹕「你有否懷疑主

的愛?」我的回覆：「是有的。」患病的兩年真不容易渡過，幸好神在這兩年不斷地鼓勵我，

藉著弟兄姊妹的關懷和禱告，我的心漸漸軟化了，並願意在神、人和魔鬼面前作見證，我

要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 

桂嬌 

 

 



 8

救恩的比喻 

 
《洪福組》 
洪福：中獨一無二的特大獎（好像"益力多廣告誠實外賣篇"）。 
煦風：神奇眼鏡（眼目的改變）。 
文生：從天上來的一道光。 
家禎：皇室婚禮。 
嘉希：防腐劑（因為救恩不會改變）。 
梓淇：一個不斷出獎品的 JACKPOT。 
莊慧敏：灰姑娘（盼望將來有一個更高的身份）。 
敏妮：波波池。 
 
 
《可欣組》 
文俊：救恩似個天，天很大，覺得人很渺小。 
穎兒：救恩似火爐，很溫暖，有火光。 
姿婷：救恩似波波池，有很多豐富的恩典、愛包圍自己。 
可欣：救恩似水泡，圍住自己，神常常幫助我們，包圍我們，也可以讓我們觸摸。 
 
 
《俊傑組》 
俊傑﹕救恩就好像是一杯茶，先是苦，後有回甘。 
智豐﹕救恩像是一件潔白的外袍：我們本是充滿罪惡、污穢，卻因披上潔袍，罪 

得以被遮蓋，得以稱義、成聖。 
綺雯﹕救恩就像一張被：可以使我得安息。 
桂嬌﹕救恩就像一本書：開始看的時候是沈悶的，由於內容豐富、複雜，需要時間去了解，

但最後總會領略其中的智慧，領略主的愛。『書中自有黃金屋』。 
文雅﹕救恩就像一個乞丐在饑餓絕望得要死的時候，有人請他吃大餐。神拯救我們，也是

在我們絕望無助的時候，而且這個恩典是白白的，我們根本付不起任何代價去換取。 
遠明﹕救恩就像「塗改帶」，它會塗抹你的過犯，讓你可以重新編寫新的一頁，而且不須像

「塗改液」般要等 30 秒才可以重新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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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鋒組》 
孫慧敏﹕救恩像一個裝有神秘寶物的盒，讓不同的人接受、打開後，就得到裡面不同的豐

富。 
惠棋﹕救恩就像美麗多變的大海，有不同的形態：平靜、深廣、澎湃...卻都是又美又深，

在海邊、海中，更是叫人喜歡。 
劍鋒﹕叮噹的百寶袋 - 希望完備，滿有大能，能解決自己（人）很多問題。有了它，就感

受到安穩。 
淑君﹕鋼琴 - 能奏出不同樂章，有溫和柔細，有激勵（激動）的，有輕快喜樂的（釋放）

等，給人很多不同的感受，但總是吸引，叫人回味。 
耀基﹕0+1=1, 1+1=2, 2+1=3, 3+1=4........Σ = ∞。神的救恩是不斷加上去，每一次份量都是

合適，無窮無盡。救恩浩大。 
 
 
《志恆煒莉組》 
偉漢﹕救恩是一份度身訂造的禮物。因為天父按著每個人的情況將救恩送到人面前，叫人

樂意接受並得著主自己一切的豐盛。 
毓卿姨﹕救恩是不能取代的光。 
思明﹕救恩是一份禮物。因為是一個恩典，是神在一個人還沒出世以先所預備的禮物。 
志霖﹕救恩是一樣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從小到大，未曾想過自己能有教會生活和弟兄姊

妹。 
志恆﹕救恩是一個很 sweet 的經歷，有一次忘記調較鬧鐘，起床時已是九點。雖然十分疲

倦，但仍要掙扎起床，心裡非常焦急，因為上班會大遲到，死梗!!那時發現外面正

狂風暴雨，於是開了收音機及聽到「八號風球現正縣掛」，你們明白甚麼是 “how 
sweet the sound?” 

淑文﹕細水長流的溪水，常有一種清甜、清新和解渴的感覺。 
嘉明﹕救恩好像水，是必須的，是生命不可缺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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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訪問：倪詩慧 

 
日期：2011 年 5 月 22 日 
時間：下午一時正 
地點：Uno Uno 餐廳 
 

近況篇 

記者：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妳的近況？ 
Joyce：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知道了，我懷孕了，現在已經六個月。(記者：出版時已七個

月了~) 現在開始上網搜集嬰兒資訊，也會看看照顧 BB 的書籍，因為第一次懷孕，沒有經

驗，心情也會緊張，有很多事情需要學習，希望作好準備迎接 BB。 
 
記者：懷孕後生活有沒有什麼改變？ 
Joyce：嗯~~ 因為怕影響 BB，飲食和活動會較以前注意，但也避免過分敏感，也沒有進食

太多補品，只是較為注意不進食會刺激 BB 的食物，朱古力也不吃了，因為有咖啡因。(午
膳期間 Joyce 補充茶或咖啡都會刺激 BB，所以只點了檸水。)不只是我，Ryan (Joyce 丈夫) 
也有改變，除了照顧我，因為不想我操勞，大部分家務都由他分擔了。Ryan 的工作需要往

來中港兩地，但他也會儘量即日來回，所以也較辛苦。另外，為了預備 BB 用品，我也會

在不同商店格價，我覺得他現在更會體恤我，即使他未必認為有需要格價，也願意陪我。 
 

感恩篇 

記者：那麼，懷孕期間有什麼經歷？ 
Joyce：這次能夠懷孕我覺得很感恩。因為我去年 11 月卵巢長了一個血瘤，做了一次微創

手術，經過手術後，醫生說會較難懷孕，心裡也擔心。那時候一邊祈禱，一邊想方法增加

懷孕的機會，正當自己和丈夫在計劃籌算如何用人的方法的時候，原來 神一早已有預備，

12 月醫生證實我懷孕了，所以很感恩，想到兒女確是 神所賜的產業，不能靠人的方法來

獲取。「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他所給的賞賜。」(詩 127:3)這個經歷讓我

更倚靠 神，讓我體會人是有限的，許多事情無法強求，也無法控制，即使是 BB 的存留，

我更懂得將事情交託，讓 神掌管帶領。 
 
記者：懷孕的過程怎樣，會不會很辛苦？ 
Joyce：可能知道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所以自己懷孕的心情也較為輕鬆，當然要注意飲食

和活動，但也不會過分緊張和敏感，連別人都問為什麼我懷孕可以這麼輕鬆，因為我知道

能夠保守 BB 的不是自己，乃是 神。另外要感恩的是，直至現在自己也沒有嘔，胃口也很

好，倘若我嘔的話不只自己辛苦，還會擔心影響 BB，可能 神就是知道我很軟弱，特別有

恩典讓我沒有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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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篇 

記者：最近發現伯母(Joyce 媽)返教會，她信主了沒有？ 
Joyce：其實也是很感恩的。媽媽在剛剛的福音主日決志信主，這幾個星期日也穩定在初信

崇拜聚會。其實由未有 BB 到有了 BB 之後，心裡很希望這個蒙恩的家庭能夠帶領家人信

主，經過一段時間的祈禱，媽媽突然主動對我表示想跟我返教會。我也有問她為什麼，她

只簡單回應因為答應了 神。雖然媽媽沒有透露詳情，但從言談間我猜測媽媽應該曾經為我

不容易懷孕的事祈禱，而現在 神確實回應了她的禱告。之後我趁著 1/5 福音主日，嘗試邀

請她到來，她也答應出席，不過期間也發生了小風波。在福音主日前幾天，爸爸跟我「爭

人」，他想媽媽在星期六晚陪他上大陸飲宴，那麼她很可能趕不及回來。本來她也打算早上

自己趕回來，但我又擔心她的安全，正在兩難之際，我立即為媽媽祈禱，豈料星期六接到

媽媽的電話，說爸爸一大早已經上了大陸工作，所以她決定不獨自上去會合他了。這樣，

她就可以返教會了。 
 
記者：媽媽信了主之後有沒有改變？ 
Joyce：其實以前媽媽跟爸爸一樣，都是不信的，只是媽媽沒有那麼強硬。但在福音主日那

一天，我發現媽媽唱詩歌的時候已經眼濕濕，我想 神真的打開了她的心靈，讓她看見自己

有罪，所以願意立刻決志信主，感謝 神！信主之後，我看見媽媽真的很單純，她記得飯前

要祈禱，但她不懂得如何禱告，便打電話問我，要我教她祈禱，就像小朋友一般。 
 

信主篇 

記者：不如跟大家分享一下妳自己是怎樣信主？ 
Joyce：我是 2006 年信主，2008 年受浸的。其實中學、大學時代也有朋友向我傳福音，也

曾經返團契，但那時仍然心硬，覺得要靠自己、信自己，即使有神也與自己無關。直至 06
年工作不如意，由於自己對事業要求很高，面對很大的壓力，加上愛情路上也有挫折，開

始思想自己的生命。那時看見身邊的同事生活得簡單、快樂，而自己卻在不斷追求事業上

的成就、愛情上被重視、生活的享受等等，來肯定自己的價值，覺得很辛苦。終於有一次

心情正在低谷的時候，經過一個公園，不期然就坐在那裡默想，其實我絕少會這樣做，那

時腦海裡突然出現一把聲音：「妳信主啦！這個世界即使沒有人愛妳，我仍然愛妳！」難道

信主才是自己的出路？！之後便開始思想信仰的問題，因為 Ryan 那時已經信主，我主動跟

他說想返教會，便開始在海濱平安福音堂聚會，也決了志信主，後來輾轉又到了旺平聚會。

我發現當我開放自己的心去聽道，神便讓我看見祂的真實，我也學習祈禱將自己的事情交

托，與神漸漸建立了關係。 
 
記者：那麼妳信主後有什麼改變？ 
Joyce：以前自己常常跟隨世界的潮流，努力工作也是為了升職、加人工、獲得別人的肯定，

現在我覺得最大的改變是心裡有平安。以前的自己貪愛世界的享樂，認為工作賺錢這麼辛

苦應該好好享受，喜歡跟朋友外出飲酒作樂，來表現自己的成熟、獨立自主。信主之後，

心態已經不同了，明白這些享樂帶來的快樂不過是暫時的，狂歡背後留下的只有空虛和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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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感。以前即使自己在外表、行為上也不是很差的人，我知道罪仍然在自己的內心裡，但

認為只要包裝得好，讓人不容易察覺便可以，但現在知道內心有罪仍不能夠得神的喜悅。 
 

工作篇 

記者：可否分享一下妳現在的工作情況？ 
Joyce：早前轉了新工，而這份工作的上司是基督徒，真是很感謝神！因為我現在有了 BB，

這位基督徒上司也很會體諒自己；相反在之前的公司，看見有同事懷孕面對很多困難、逼

迫，回想 神這樣的安排真的很合適。 
 
記者：嗯~ 似乎這位基督徒上司是 神為妳安排的吧！ 
Joyce：其實這位基督徒上司過去我已經認識，她曾經是我的同事，而且與我有些嫌隙，後

來我轉了工作(不是現在的工作)，她竟成為我的上司，開始時也不能接受。還記得那時候

在但以理團聚會，順和哥分享到我們愈不喜歡的事情，神就愈加把事情放在我們身邊。雖

然想到我倆都是基督徒，但曾經發生過「拗撬」，自己就是不能衝破心理關口，又不知道對

方的想法，後來學習祈禱，神教導我要放下之前的成見，我也學習順服。當我放開芥蒂，

重新認識這個人，就發現對方原來很好，大家在工作上也很「夾」。後來我們也各自離開了

公司，到了不同的地方工作，這份新工作就是她找我過去的。原來 神當初是要藉著這件事

試煉我，讓我在當中有些學習，也為我預備合適的工作環境，現在回想真的很奇妙，原來

都是 神的恩典！ 
 

靈性篇 

記者：那麼，近來靈性方面怎樣？ 
Joyce：坦白說，自己的讀經、靈修也不能夠穩定，大概一星期只能夠維持兩三次。(記者：

大家記得為 Joyce 禱告記念喇！！) 但多了祈禱倚靠 神，將自己的需要禱告交託 神，心

裡也有平安。近來也喜歡多聽詩歌，默想 神，也是讓 BB 聽，希望藉著詩歌讓 BB 認識 神。 
 

代禱篇 

記者：有沒有什麼事情可以為妳代禱？ 
Joyce：希望你們為 BB 和我媽媽代禱。很感恩因為 BB 的緣故，媽媽願意返教會，希望大

家繼續記念她的信心，另外特別希望這個 BB 日後也是屬 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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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細嘗 

 
弟兄姊妹, 這次話語細嘗我們選用了我們團契的團訓。大家對加拉太書 5:1 應該已滾瓜爛

熟, 但大家對這經節的了解及領受有幾多呢? 希望透過這次機會, 我們一同深入意想一下

吧! 也鼓勵弟兄姊妹細嘗經文後有領受有幫助的, 於下期月刊有點分享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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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請根據經文的上下文來理解及回答以下問題。 

 

1. 基督把我們從甚麽光景中釋放出來？ （加 3:10-11，4:1-3） 

 

 

 

2. 「軛」是什麼東西及用途？而「奴僕的軛」又代表什麼？它怎樣挾制我們？ （加 4:9-11） 

 

 

 

3. 基督怎樣把我們從當中釋放出來？祂作了甚麽？（加 3:13-14） 

 

 

 

4. 保羅所說的「自由」是指甚麽？跟世人所講的「自由」一樣嗎？有何不同？我們又是

否嚮往這在基督裡的「自由」？  （加 3:23-25，5:18） 

 

 

 

5. 基督釋放我們後，為何保羅吩咐我們要「站立」？我們又要怎樣站立得穩？不站穩會

如何? （加 3:1-5，1:6-9） 

 
 
 

 
造就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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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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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 25/2/11-31/5/11 現金簿 

25/2/2011 Opening Balance  收入 支出 8,916 

5/3/2011  奉獻      100    

5/3/2011  韻雯爸爸喪禮花牌          300  

6/3/2011  但以理團團慶禮物           60  

23/3/2011  團契音響 MP3          650  

29/5/2011  卡           45  

29/5/2011  教會受浸肢體禮物          851  

      

Total     100     1,906  

31/5/2011 Closing balance    7,110 

 
 
 
 
 

約書亞團六月至八月份聚會主題 
日期 6 月 4 日 6 月 11 日 6 月 18 日 6 月 25 日  
主題 相交聚會： 

經文分享 
查經聚會 講道聚會 

 
默想主愛： 
神的恩慈 

 

 
日期 7 月 2 日 7 月 9 日 7 月 16 日 7 月 23 日 7 月 30 日 
主題 查經聚會 各部聚會 講道聚會 默想主愛 聯組相交 

 
日期 8 月 6 日 8 月 13 日 8 月 20 日 8 月 27 日  
主題 夏令會 夏令會分享 講道聚會 默想主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