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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今期是 2011 年第一季的季刊，團契在新一年有著不少的變動，有弟兄姊妹起來事

奉，也有弟兄姊妹轉換了新的崗位作事奉，大家有著不同的志向。在今年「出版

部」也有不少的想法，今期季刊主要是讓職員和組長分享今年事奉上的學習與期

望。另外，我們希望弟兄姊妹能為團契、職員、組長和弟兄姊妹的屬靈狀況，多

作禱告和守望；使「約書亞團」能成為一個神所喜悅的團契，使祂能得到飽飽的

滿足。 
 
於「感恩年刊」，有 20 多位弟兄姊妹作了個人分享，確是令「出版部」感動。其

實投稿數目的多少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是讓弟兄姊妹有機會知道彼此之間的經

歷，無論所經歷的事是甜或是苦；若我們能一同數算 神的恩典，一同讚美感謝神，

這是一件何等美好的事情。最感恩的是一些海外肢體願意於年刊分享近況，當中

有弟兄姊妹分享到生活的難處，但仍讓我們看見神的手處處蔭庇他們。真是感謝 
神，藉著祂，大家的距離彼此拉近了，甚至連結在一起。 

 

記得有一位姊妹曾分享，一個「團契」或一個「細胞小組」能充滿生命力，不只

來自詩歌的分享或聖經的查考，也來自弟兄姊妹毫無保留地彼此分享神在自己生

命裡的作為，這才會使 神的愛流通於整個「細胞小組」或「團契」。在此，「出版

部」鼓勵弟兄姊妹多投稿，無論是分享屬靈書籍、生活見證、感恩事項或代禱事

項。惟有透過在團契刊物上的分享，才能讓更多的弟兄姊妹知道大家的屬靈狀況

或生活狀況，既能增加彼此的了解、代求和感謝，又能彼此激勵，叫 神得著當得

的榮耀！ 

 

願 神賜福給祂所喜悅的兒女！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什麼勸勉，愛心有什麼安慰，聖靈有

什麼交通，心中有什麼慈悲憐憫，你們就要意念相同，愛

心相同，有一樣的心思，有一樣的意念，使我的喜樂可以

滿足。(腓 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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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事奉分享 

 

淑文 

回想起，我已經有很多年沒有在團契上事奉，以前教會的團契，我所事奉的崗位

都是組長和關顧小組；怎料，今年有著一個前所未有的事奉崗位，就是在「出版

部」做職員。 

 

「出版部」對我來說，既是熟識又是陌生。熟識的是當中所需要應用的電腦技巧(由

於工作的關係，我需要為學前的兒童自行製作功課冊)，但請大家切勿誤會，我的

電腦技巧真的只是一般；陌生的是如何才能讓弟兄姊妹有一個更好的平台，彼此

分享。就「出版部」而言，我希望能透過每季的季刊，增加弟兄姊妹之間的認識

或為有需要的弟兄姊妹代禱或為弟兄姊妹發出感恩的禱告，好叫我們能彼此激

勵、彼此扶持；對「我」而言，我希望自己能存一個謙卑、忍耐和溫柔的心，與

不同的弟兄姊妹彼此合作，為神作一個美好的見證。 

 

於上年的聖誕假期，我有機會閱讀一本屬靈書籍《神引導的秘訣  邁爾特師著》

第一章提及﹕ 

《明白神心意的秘訣》 

1. 動機要純正 

2. 放棄自己的意志 

3. 為心靈尋找資料﹕讀經 

4. 多禱告﹕求神關門，封閉道路 

5. 等待環境的印證 

 

這本書共有七章，每章對我來說，都有著不同的提醒和意義。忙碌的工作、晚上

的進修和進修的功課，讓自己感到迷茫和混亂，情緒也變得波動了，故聖靈不停

的催逼我需要安靜下來，再次讓 神統管自己的心思和意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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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閱讀此書後，整個人真的釋放了，再沒有很重的擔子壓在自己的肩頭上。 

 

大家互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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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事奉分享 
 

Debby 

感謝神！賜我救贖主，讓我有事奉的福份！從前對“事奉”的認識只是從自己角

度出發，想經歷 神的寶貴，使自己的靈命成長。但去年，神讓我看見弟兄姊妹及

神家的需要，明白事奉是要站在主的角度“憂主所憂、負主所負、愛主所愛” ，

真期望自己能更多學習捨己，與弟兄姊妹彼此同心建立教會(基督的身體)，使教會

(每個肢體一同)裝飾整齊，等候主再來。  

 

然而，人的愛心實在是很有限的，要“負主所負、愛主所愛”的，並不是自己能

作的。因此，期望自己今年能更深認識(追求)主、更深愛主，能常親近主，(穩定

靈修)與主結連，因為 神就是愛，使我能支取「主」力，倚靠祂去服侍主所愛的人，

將神所交付給我的弟兄姊妹，除放在心上，還要有行動---恆切地為他們代禱、守

望，活出愛神愛人的生命。 

 

再次感謝神！去年神讓我看見自己的驕傲自大，明白在事務上的服侍，要盡忠，

在商討事情上，也要謙卑，學習彼此配搭，同心合意建立神家。因為天父不是要

我們做好一件事，祂喜悅的是我們「忠心」，『人應當以我們為基督的執事、為神

奧秘事的管家。所求於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林前 4:1-2)』因此，期望自己能在

小事上忠心，因神注重我們所是的，過於我們所作的。 

 

 

 

Wing 

今年是第一年作相交部的事奉! 只要為主作工，什麼崗位也冇所為。 
但近年常感受到弟兄姊妹的 “相交和主內合一”的重要，期望可以在這方面守

望。亦希望以藉相交部幫忙製造更多機會叫弟兄姊妹相交時都多談及主，互相分

享生活上經歷主，值此分享彼此激勵，也成為大家的動力和凝聚力。 
祈求主從中保守及帶領，又叫我們相交部同工及各職部員的同心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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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事奉分享 
 

智豐 

仍記得去年年底，收到電話邀請我作傳道部職員的時候，心裏實是恐懼戰驚！心

裏想到自己沒有經驗，在傳福音的心志上薄弱，且又裝備知識甚少，所以實在覺

得自己不是適合人選。 

 

但是又想到：既是神所安排的，必有他的美意；而且事奉本就是讓我們依靠神、

順服神的事，自己不算得甚麼（當然，自己必須醒察、裝備，好配合神的心意）。

於是，心裏雖然沒底，不知能作些甚麼，但仍是應承下來，願意學習走信靠神的

道路。 

 

林前 9:17「我若甘心做這事，就有賞賜；若不甘心，責任卻已經託付我了。」 

因著主的託付，就理所當然地甘心去作；然而面對自己的不足及虧欠，實在需要

神更多的光照，及自己各樣的擺上，才能成事。感恩能得身邊一班弟兄姊妹的幫

助、支持，亦肯彼此配搭事奉。感謝主，主的恩典是夠用的：過去也是，現在也

是，將來也是。 

 

對於今年的事奉，期望自己能被主多多的光照，叫自己能順服在神大能的手下，

為主使用；希望能在傳福音的裝備上多有學習，不致閒懶；亦希望自己能在職部

員間能彼此配搭得宜，學會如何存合一的心為主事奉。 

 

最後，當然希望大家都能同心興旺福音，叫得救的人天天加增。 

 

 

 

劍峰 

對事奉學習的期望： 

有很多事情不知道怎樣分享，所以我只是分享一點。經過兩個多月的日子，深深

的覺得要學習多一點祈禱倚靠神，因我實在是一個倚靠自己能力的人。另外，我

也希望我能學習好好的在神面前安靜等候，好使我能明白神的心意，不會左搖右

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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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事奉分享 
 

佩珍 

你們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後我不再稱你們為僕人，因僕人不

知道主人所作的事，我乃稱你們為朋友；因我從父所聽見的，已經都告訴你們了。

約十五：14-15 
 
「真正的朋友是怎樣的？」想到幾個特質，例如大家會分享自己的心事，一同喜

樂、也一同憂傷；共處時會想起很多話題，就算沒有話題而靜默，也不會因此而

尷尬，對方總是給你一份親切的感覺。 
近日反省，主也會看我為祂的朋友嗎？祂的事我上心嗎？祂愛人的心情我體會

嗎？祂的‘性格’我又知道多少？祂對事情的看法我又明白多少？最重要是祂吩咐

我的，我又遵行多少？ 
 
可以稱為主的朋友，真是一生的光榮，所以不單是這一年，更加是往後的日子中，

我很希望成為主的朋友。主愛弟兄姊妹的心腸，主對我們的要求，而我在團契作

的事都是主所喜悅的，這就是我對自己事奉的期望。 
 
耶和華說：「我所要作的事豈可瞞著亞伯拉罕呢？」創十八：17 
 
互勉！ 
 

 

 

家禎 

今年我是第一年參與職員的事奉，等候了好一段的時間才決定參與，過程中自己

重新思想什麼是真正的事奉和事奉的真正意義。 

 

最近我們訂了一個目標：要在 3 個月內向 10 個人傳福音，希望自己能夠做個好的

榜樣！ 

 

今年的期望： 

－為己: 希望自己不要虧缺神的榮耀，而是踏實地按神的原則服事，讓神得著榮耀。 

－為神: 福音依然是世人最需要的，因此我希望自己忠心地傳，讓人能得著寶貴的

救恩。 



 8

職員事奉分享 
 

淑君 

作為財政的崗位也不是第一次，但成為團契的財政卻是第一次。回想起來，這個

想法也不是今年的感動了，但一路以來因不同原因，以至沒得機會這樣服侍。 
 
記得早幾年前負責團契冬令會的財政，那時我們還未在營前奉獻的事情上學習得

好，因此同工們往往需在營前預先支付大會營費。當時在服侍上面對這個情況，

有一種好大的感受，就是覺得原來在這個崗位服侍也需要很大的信心。因為我絕

對不覺得有能力為營前支付營費就等於將這個崗位服侍得好；當然，若要將這個

崗位服侍得好也絕對不是自己的能力。反而更深的想到，怎樣才能讓我們的奉獻

獻得更為準確，更蒙神的悅納呢？！怎樣才是真正用信心作神心意的事工呢？！ 
 
不時心裏面也會想想，若因為財政問題，以至我們的教會／團契不能發展福音工

作或其他神心意的事工，那怎麼辦？是停止不辦呢？是放慢速度呢．．．常常聽

到長者說一些很激勵的見證，怎樣以信心成就不可能的事，那份激勵及神信實的

體會是何等寶貴啊！究竟，這樣的見證能否在我們中間發生出來呢？ 
 
若然我們明白什麼是奉獻，那我們就會明白，那份甘心、以及因看見需要而為主

付出的心是何等重要的基礎時，那相信神必定喜悅的。神從來不會要我們將我們

所沒有的拿出來，但當我們有的時候，又有多少時候願意為主給出去呢？！ 
 
雖然不知道作財政對於以上種種有什麼幫助，但記得在初初服侍時，有些日子在

團契開會提到財政赤字問題，大家鼓勵財政的肢體要為這個情況好好禱告了，那

時就有一種好特別的感覺，原來財政不單只要點奉獻、打記錄及支付弟兄姊妹已

有的開支，也是需要有很大信心的祈禱的．．．當然少不了也是為弟兄姊妹甘心

奉獻、以及因需要而為主作出回應的禱告。 
 
今天或許我們不再有這個“沒有錢”的事情擔心，也不會再介意誰要先支付出額

外一筆的金錢而惆悵，因為我們都“有錢”了。但會否這就成為我們奉獻的事情

上更多的軟弱、更多的不足、更多的不倚靠神呢？！求主憐憫我們，叫我們所作

每件事，即使是最小的事上都能忠心到底。 
 
面對著這個崗位，相信神不是要我將「盤數」打理得好吧？！忠心固然是我份內

的事，但為弟兄姊妹真正明白什麼是奉獻及倚靠神的心好好祈禱更為重要。而這

個奉獻所指的不只是團契的事情，而是神「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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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事奉分享 
 

俊傑 

當我知道要寫文章分享自己的事奉，實在是心感不妙，因為今年自己有多重身份

（像特務）！這是否要寫多篇分享每個角色？還是要在一篇中分享所有東西？想

到這裡，事實上兩個結果也不是我想要的．．．唉，只好自己找出第三條路：與

大家分享自己在學校的事奉經歷。我相信無論作甚麼，神也希望人學習更了解他，

同時也更了解自己。所以，希望透過校內的事奉與大家交通，叫大家也能認識我

較“鮮為人知”的一面！ 

 

我在校內是作一個小小的導師，責任是出席團契，與學生（中一至中四）玩及分

組。相對在教會中的服事，這理論上較是容易的，因為我不用想太多，只要出席

就行了！但想不到這事奉卻是我最有難處的．．． 

 

學校團契是在星期五放學後舉行，在這時候，我大多數會出現以下情況： 

A. 很累，想休息 

B. 正與學生討論問題 

C. 處理自己工作 

D. A+B 

E. A+C 

要出席團契，是相當的缺乏動力。特別是想到在團契中玩遊戲，就更叫我卻步（走

來走去，又要投入）。所以，我也記不起由何時開始，我不想作導師，也想用盡

方法缺席校內團契。 

 

這情況維持了很久，一年多，也沒有甚麼出路。有一晚，我在洗澡時（腦子空閒

一點）想起了我起初教書時，對團契事奉的熱心，主也告訴我當中的原因： 

“耶和華啊，求你記念大衛所受的一切苦難！他怎樣向耶和華起誓，向雅各的大

能者許願，說：我必不進我的帳幕，也不上我的床榻；我不容我的眼睛睡覺，也

不容我的眼目打盹；直等我為耶和華尋得所在，為雅各的大能者尋得居所。”（詩

一三二：1-5）這是我事奉的異像，不過我今天覺得，在學校教導學生，取得好成

績，是我的責任；改善教學，也是責任．．．學校不是教會，相對上事奉的重要

性比不上工作，我不期望在校內好好事奉，這是我想退的原因。 

 

老實說，知道了後對我的心情沒甚麼大幫助，但叫我明白自己在事奉上的不足，

而且這不足並沒有在教會的服事反映出來罷了（可能團友們太好，我太樂意服事

了！）。知道了後，雖然還是不想忠心，但多了一個緣由求主憐憫我，因為我沒

法子叫自己喜歡這事奉，但我想，至少主也會支持我忠心出席吧！ 

 

透過這小事與大家交通一點，希望日後也有其他經歷與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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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員事奉分享 
 

姿婷 

感謝天父，讓我有機會在出版和造就有稍微的服事。當我在考慮今年要在哪個崗

位事奉時，心裡很想與弟兄姊妹一同在神的話語中進深。特別想到現今有很多似

是而非的道理，屬世的衝擊，弟兄姊妹實在很需要清楚認識神的心意，以至我們

不會落入迷惑當中。 

我們不單單要單獨地追求主，也更需要與弟兄姊妹一同彼此建立。團刊實在是一

個很好的分享平台，弟兄姊妹可以藉著這個平台，突破「小組」的局限，把大家

在神話語上的領受更輕易地與其他小組（甚至其他團契）的弟兄姊妹分享。希望

大家也能好好善用這個平台，與弟兄姊妹一同在神話語上互相建立。 

但願今年我們各人都能在主的話語中進深，以至我們更認識祂的心意，並且行在

其中，得主的喜悅。 
 
 
 

綺雯 
來年在侍奉上的學習與期望： 

 

學習:  

1) 與同工們有靈裡的交通，建立靈裡面的關係 

2) 像主一樣有謙卑的性情與同工去合作 

3) 為屬靈的事禱告多於為事件表面去求解決方法 

4) 作一個聆聽者為肢體守望 

 

期望:  

1) 學習多仰望神的帶領多於去作事務上的事情 

2) 自己在一個不在狀態的時候仍然可以跟弟兄姊妹相交 

3) 建立更多的屬靈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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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專訪：Samantha 

 

日期：2011 年 2 月 26 日 

時間：下午一時正 

地點：壹號茶餐廳 

訪問對象：張煦風姊妹 (Samantha) 

 

信主篇 

記者：你是怎樣信主的呢？ 

Samantha：我從小認為自己是一個頗聰明的人，而且會考高考成績也不俗，大學

時期，入讀“Speech and Hearing Science”，由於自己是理科底子，豈料學科

卻比較像文科，學科要求高，開始跟不上，唯有轉到另一個科目，這令我的自信

心受挫。加上一直認為自己是個好人，但因參與大學學生組織的事務，為了團體

的利益，發現自己在過程中也曾利用手段、計算、比較等違背良心的事。在這期

間，因住宿舍和參與辯論比賽，認識了文芮和 Chlesia，文芮和 Chlesia 都有參與

宿舍團契的聚會。一次，她們邀請了我出席 旺平 的佈道會(2007 年)。在這次佈

道會中，我明白了福音，也想到自己原來不是想像中的聰明，也承認自己有罪，

需要主耶穌的幫助，最後決志信主，之後一直參加當時的慕道班，也逐漸投入團

契生活。 

 

記者：那麼你信主後有什麼改變？ 

Samantha：改變很大，我的價值觀完全改變了。從前追求屬世的東西：好的工作、

金錢、好的生活條件等物質上的滿足，也會追求虛榮感。信主後，覺得屬世的東

西都是虛空的(姊妹補充她十分喜愛傳道書第一章！)，但決志後的一段日子，我仍

熱衷追求屬地的知識，後來神讓我參與一個 FYP，認識到即使是精確的科學也只

是人對奧秘宇宙一個膚淺的詮釋，了解到人的渺小，破碎了我對屬地知識的崇拜，

漸漸由「自我中心」的地步轉為關心神國度永恆的事情。在 FYP 的過程中，也開

始明白到什麼是愛，想到神對自己極大的愛，也學習愛弟兄姊妹。 

 

健康篇 

記者：印象中你比較容易病，你近來身體狀況怎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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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antha：我從小到大身體都較弱，較容易傷風感冒，而且生病的時間亦較長。

由於工作關係，膝蓋的位置經常出現毛病，有時會痛幾小時，有時會痛半日，嚴

重的更可以痛一整天，極度影響日常生活，我也擔心因為膝蓋痛楚的關係而影響

自己的工作表現，以致失見證。不過，膝蓋毛病也讓我奇妙地經歷到神的大能。

這個星期(21-25/2)，我常常因為膝蓋疼痛導致失眠，往往到了早上才能入睡。有

一晚，我又因腳痛不能入睡，於是我嘗試立即向神禱告，求神醫治，使我能入睡

好好休息，以致第二天能在工作中作好見證。豈料當我發出禱告後，雙腳的痛楚

即時減輕了許多，數秒後更能入睡了。這個經歷以後，我開始明白 神的心意是要

我將更多個人的需要交託給祂。 

 

工作篇 

記者：可否介紹一下你的工作？ 

Samantha：去年 3 月，我開始於香港大學當化學系的研究助理，主要負責研究化

學物質，由於要經常接觸危險有毒的化學物，為我的身體帶來負面的影響，本來

已經身子弱，這更令我請了較多的病假。 

 

記者：嘩！真的頗危險… 那麼你在工作方面還有沒有其他分享？ 

Samantha：其實，我很希望能在工作中見證神。在工作環境中(實險室)，也發現

了兩位福音對象─我的同事。其中一位同事，年少時曾決志，但曾因受一位基督徒

朋友的傷害而對基督教產生疑惑，不再公開承認自己是基督徒，也停止了教會生

活。不過，最近這位同事因母親熱心讀聖經和屬靈書籍的緣故，開始對基督教的

態度有所改變，由負面的看法轉為正面的看法。另一位同事小時候很反叛，家庭

關係複雜，一直都認為這個世上是有神的，不過沒有返教會。故此，我很希望在

工作中能為 神作美好的見證，讓兩位同事認識我的 神。 

 

家庭篇 

記者：家人信主了沒有？可否談談你的家庭狀況，讓弟兄姊妹為你的家人代禱呢？ 

Samantha：家中有爸爸、媽媽和姊姊。爸爸的信仰是天主教，一年只會參加一次

天主教的聚會﹕子夜彌撒，媽媽和姊姊則沒有宗教信仰。爸爸的心較為柔軟，所

以我希望先由爸爸入手，向他傳福音。媽媽對基督教存著負面的看法，由於過往

的經驗，讓她感到基督教很不實在，模稜兩可，基督徒也很虛偽，但幸好她並沒

有反對我返教會。而我與姊姊感情較好，自小我們都是在天主教學校讀書，也稍

稍認識聖經中的故事。她是一位性情剛烈、情緒化的人，極其追求物質的生活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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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雖然如此，但我知道姊姊的內心是十分空虛的，只是心硬，所以盼望姊姊能

認識福音。 

 

靈性篇 

記者：那麼，你自己近來的靈性怎樣？ 

Samantha：之前的一段時間，我因著身體的軟弱(膝蓋毛病)、疲累和體力透支，

混亂了我日常生活的時間，包括﹕睡眠時間、進食時間、與神相處的時間，久而

久之，我因著這些軟弱而變得愛自己、想自己舒服一點。漸漸地，我缺乏愛慕神

的心，長期的冷淡，影響了我對神話語的胃口，變得不想親近神，也不太想回到

教會的聚會中。不過，感謝主，因弟兄姊妹的代禱和關心，自己也有了動力，無

論多軟弱也堅持祈禱，多疲倦也儘量參與聚會，終於自己的靈性再次開始上昇。 

最喜歡的詩歌 

平安詩歌集 372 首 <<我今直往高處而行>> 

 

“我今直往高處而行，靈性地位日日高昇， 

我行天路有時軟弱，求主扶助進入天境。 

求主扶助使我建立，因信站在屬天高原， 

使我逐日所處地位，較之往日有進無退。” 

(節錄) 

 

最喜歡的經文 

“他對我說：「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哥林多後書 12:9 上)



 

14 

團友專訪：佳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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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目標與方向 

 

智恆、煒莉‧組 

智恆 

我想過今年是我們小組好好裝備的一年，因為想到小組中穩定出席的弟兄姊妹中

大部分都是職員，又正當今年團契是職員訓練的一年，這應是我們積極追求的時

候。 
其實也明白弟兄姊妹一起追求並不簡單，平日工作繁忙，有些肢體還需要進修，

所餘下的精神和時間已是很少，但是我想小組的目的不是為肢體加上重擔，反而

是叫人享受相交和屬靈追求的平台，因此求主親自吸引我們在祂話語上進深，彼

此建立，又照明我們心中的眼睛，叫我們真知道祂。 
 
 

煒莉 

今年我們的小組方向 – 突破 

 

2011 年是小組的第三個年頭，大家基本的認識與感情也初步建立了。所以我盼望

今年大家在這個小組裡所得著的有點不一樣。雖然相信活動內容應該沒有甚麼大

變化，都是一些在讀經／靈修／詩歌／屬靈書籍／文章裡的屬靈分享、一些戶外

活動／家訪等，但希望在形式上，深度上等也有一點不同。避免叫弟兄姊妹們有

一種＂例行公事＂的習慣，因為確實往往主的恩典就是這樣浪費了。 

 

“突破＂，很盼望不是甚麼口號、甚麼宏大的目標，而只是對自己一點點“要進

步＂，“要離開慣性＂的要求。【既然蒙召，行事為人就當與蒙召的恩相稱。】“不

進則退＂的確是事實，“停步＂只會叫愛我們的天父更憂心。神等了我們很久了，

或許一個人要開始比較困難、比較孤單，就讓我們互相扶持、一起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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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目標與方向 
 

可欣‧組 

在去年夏令會之後，開始有一個念頭不時在腦中湧現就是很想在團契事奉。但生

怕這只是我自己的想法，因為我想我沒有足夠能力在弟兄姊妹當中事奉，我也沒

有什麼長處。所以我就開始為這件事去禱告。這件事一直存在心裡，到了大概十

月份我鼓起了勇氣向組長說出這件事。感謝 神讓我能夠學習去事奉祂！ 
第一年作組長的事奉，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挑戰。說心底的話其實有點害怕，

害怕自己未能夠將弟兄姊妹時時刻刻放在心想、害怕自己未能體會弟兄姊妹真正

所需的。是 神讓我學習要停下來不為自己想太多，學習去多禱告將弟兄姊妹和 神

國的事情放在心上。 
 
小組的目標： 
今年我們小組會有不同形式的聚會：專題分享、讀書分享、祈禱會、戶外週，並

由弟兄姊妹輪流負責。希望弟兄姊妹能在預備和負責聚會過程當中，更加認識 神

的愛和學習去事奉 神，並加深組員之間的認識和扶持。 
感謝弟兄姊妹願意和我一起分擔。 
一起在主裡努力吧！ 
 

 

洪福‧組 

今年我們小組的目標, 是要接續上一年「突破」的方向, 希望更進一步追求「得勝」。 

 

事實上不單是這一年的目標, 這是長期的操練, 在需要突破的事上一一在主裏得

勝。這不是張狂的事, 這乃是主的應許; 也不怕中途跌跌碰碰, 因為事情的終局強

如事情的起頭; 存心忍耐的, 勝過居心驕傲的。這也是我們所相信。 

 

並且, 我知道每一位組員也是心願在基督裏付代價成長的人, 更相信我們的主會

按我們的地步帶領我們, 操練我們為能以爭戰的人, 為賜福的器皿, 哈利路亞讚美

主! 

 

而今年小組聚會中, 希望透過小組查經, 彼此交通、支持, 一起立志等一同認識神, 

也認清自身的本質。也希望透過聯組聚會, 與別的小組有交通, 彼此守望相助與支

持, 我深信主會在我們各人心中作工, 願主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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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目標與方向 
 

劍峰‧組 

其實今年是自己第一年擔任組長－也是“膽粗粗”自薦，一心想只是學習和輔

助。誰知．．．坦白說自己沒有足夠的禱告和準備，我還在開組時與他們說－我

忘記了為今次小組預備．．．（I am such a terrible group leader）真的虧欠了恩主和弟

兄姐妹們。但我要感謝神，因祂的愛在我們中間－一班可愛的組員們包容並填補

了自己的不足。Thanks, Guys~!! 我們都知道大家這一年都是會很忙的，我想我們的

目標方向是在忙碌中繼續互相守望、代禱和分享神在我們身上的恩典和作為，對

嗎？ 

 
 

俊傑‧組 

在本年度，對我的事奉來說是滿有挑戰性的。屈指一算，我年齡中的十位數已經進了

位。上一次進位時，我還是一個少不更事的年青人，大學也未畢業；今次進位後，我

已經是一個已經成家立室的職青（事實上也快不“青”了）。別人說“十年人事幾翻

新”，我是真正的體會，因為在心態上我也變了一點：更不想在生活上有改變。 

還記得上年度要安排各組的“人腳”時，雖然中間也有一點考慮，但也算快的決定轉

一個新組（即現在的小組）。當中想的有很多：其中一樣是我在新組適應。由我第一

次作組長，我在這方面也沒有問題，所以就以為覺得真的沒有問題了！直至我第一次

開組，我開始覺得自己表現不太自然。之後也有一些分組的時間，我的感受也是相似。

在反省時想，我是太累了嗎？是與肢體們不相熟嗎？但我又知道不是。之後在一次團

契的聚會中，我明白了當中的問題，也知道了今年我自己要學習的方向：就是接受改

變，作一個順命的人。 

在這個新小組中，人改變了，方向改變了，習慣也改變了，但我能否作一個順服的人，

活在當下？在這個處境中，我知道我過去的經驗已經不能叫我再自信，也不能給予我

足夠的安全感，但同時我也知道主要我仰望衪，衪也要憐憫我個人在能力及心靈上的

不足。所以，願這個小組在主的恩典下成長，絕對不是依賴充滿軟弱的我！ 

暫時，我們的方向如下： 

1. 建立一起讀經的平台 

2. 在小組中真誠的相交 

3. 開組有蛋撻吃！ 

希望連我在內，各組員也能享受小組，小組也能彰顯主的愛及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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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書分享 

 

Minnie 

《失敗其實不簡單》 

常言道：失敗乃成功之母，只要屢敗屢戰，必定會有成功的一天。但是，對於我

們的「屬靈失敗」，這些左右銘又是否合用？ 

 
作者提醒信徒，面對失敗的第一步是面對、認罪。面對自己真實的光景，相信你

和我都曾感到灰心喪志，就好像作者提及跟一位年長弟兄談及自己的屬靈光景，

有一些罪認過後又再犯，次數多到沒有臉再去認罪，覺得主也沒有施幫助，這種

認罪也沒有意義。年長弟兄問他：「若你在主面前認這些罪，說：『不好意思我又

來認同一個罪了』，你猜神怎樣對你說？」作者回答：「神一定會說：『你知道就

好！』」我們的答案應該跟作者一樣吧！豈料年長弟兄說：「不對，神會問你：『你

說的是那一個罪啊？』因為在神眼中，你認過的罪已經洗得乾乾淨淨了！ 
 
我們對神的性情一知半解，常用了人的角度來衡量神的「量度」，低估了祂的信實，

愛和寬恕，當我們一而再，再而三地失敗，魔鬼就悄悄地說服我們：「你那裡有能

力勝過這些軟弱呢？神又怎麼可能一次又一次的寬恕你呢？」這時候讓我們再回

到神的話語裡面：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醫治你的一切疾病。(詩 103:3) 
神阿、有何神像你、赦免罪孽、饒恕你產業之餘民的罪過．不永遠懷怒、喜愛施

恩。(彌 7:18) 重建我們對神的信心，重新信靠神! 
 

當信主已有一些年日，只要每天願意透過讀經或靈修親近神，或聖靈的提醒，要

得知自己的失敗並不困難，但是我們有否再進一步，安靜在神面前，檢討為何會

失敗？如果改變？在香港這個忙碌的地方，除了繁重的工作，即使有空閒的時間，

我們習慣用不同的資訊和聲音來充滿着自己的眼球和耳朵，我有一個奇怪的習

慣，即使沒有人在家，也會把電視機開着，因為不習慣家中一點聲音也沒有。即

使晚上有一點時間，也不能好好地去安靜，聽聽自己心裡的聲音，想想自己每日

所作的事和心思意念。即使能夠在安靜中清楚自己的失敗，往往在禱告過後，一

覺醒來，又忘掉那些失敗的教訓。 

 

作者再提醒我們，如果我們不肯從失敗中學功課，任誰也幫不了他。我們面對失

敗有兩種方式：選擇從中謙卑地學功課，或可以選擇違背、忽略。失敗過後，要

跟自己說說話，好像詩篇中的詩人也常跟自己說話：我的心啊！為什麼在我裡面

憂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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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信靠神，作者亦強調計畫的重要，仰望神跟作計畫互不衝突，並應相輔相成：

你所作的、要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箴言 16:3) 作者引述一位傳道

人的一句話：「神從來不會幫助一個懶惰的人。」希望肢體也能透過這本書，一起

學習認清失敗，學着計畫，通過我們的生命來使神更多得着榮耀！共勉之！ 

 
 
 

家禎 

及時甘霖 
平 353「我若是一塊荒地，主就是及時甘霖 ｣ 最近我看了幾本屬靈書，當中的內

容叫我的屬靈生命得著滋潤，灌溉和成長。心田的荒蕪若得著主的滋潤，就能叫

田地再一次填滿。誠意和大家分享當中的點滴: 

 

一. 《失敗其實不簡單》 (劉志雄著) 

一看書名就被吸引來看，其中一部分講到人不肯認錯的三個原因， 1) 抱僥倖/彌

補心態，2)驕傲和 3)害怕。這叫我去想到神要人面對失敗，是希望我們面對自己的

軟弱。我想我們並不缺乏面對失敗的知識，卻需要深入的指導我們去思想和面對

失敗。 

 

二. 《天路歷程》 (本仁約翰著) 
｢失敗｣在天路歷程也會經歷到。｢天路歷程｣的主角｢基督徒｣都面對過一些的失

敗。在過程中，我明白天路上會面對的艱難，也見到神的出路。天路的起頭就是

放棄世界，書中引述很多人物的反應，叫我想起自己所面對來自家人、朋友的反

對。主角的反應叫我更明白和知道這些反對是必然的，因此我無需驚訝。我從作

者見證中得著激勵。作者是個補鞋匠，學識不高，神是講道方面使用他，他分享

在他生命最被建立的時期是他坐牢之時。我就思想神要人去經歷苦難，在神手中

卻有他的美意 (能造就人)。神用人是不在乎人的才幹和學識， 只要人願意將自己

交給神，神也能使用。本仁約翰此著作在當時震驚一時，也招人嫉妒，他的著作

也以故事形式寫成，且與聖經真理非常吻合。 
 

三. 《屬靈領袖》 (孫德生著) 
我曾經歷在事奉上發現自己不懂得處理事奉的壓力; 總覺得自己的時間不夠用; 

事情不知如何處理等等。此書提供了我一個指南，從探討領袖的特質到如何處理

時間、讀書等實際問題，指出了我一些盲點，也讓我知道如何處理這些問題。 
 

我們的心田的確需要主的甘霖才能叫我們滋潤和更新，而屬靈書確是個寶庫，叫

我們能夠得著主及時的甘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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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點滴  

 

 

 

 

 

 

 

 

 

 

 

 

 

 

 

 

 

 

 

 

 

 

 

 

 

 

 

 

 

 

 

 

團慶﹕遠明小組 

團慶 
 

 
香港維多利亞公園年宵之旅 

年初三 團契開年飯 

生活點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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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仔小組開年飯 

    
家禎姊妹生日 

生活點滴 

弟兄姊妹情人節飯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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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 1/1/11-25/2/11 現金簿 

1/1/2011 Opening Balance  收入 支出 10,972.9 

14/1/2011  約瑟團團慶禮物  39.9  

15/1/2011  舒喆嫲嫲喪禮花牌  300.0  

21/1/2011  團慶印刷費  770.0  

20/1/2011  團慶愛筵  2,304.0  

22/1/2011  奉獻 780.0   

22/1/2011  文具  23.0  

19/2/2011  奉獻 600.0   

Total   1,380.0 3,436.9  

25/2/2011 Closing balance    8,916.0 

 
 
 
 
 

約書亞團三月至五月份聚會主題 
日期 3 月 5 日 3 月 12 日 3 月 19 日 3 月 26 日  
主題 查經聚會 相交聚會： 

經文分享 
小組活動 默想主愛： 

神的救恩 
 

 
日期 4 月 2 日 4 月 9 日 4 月 16 日 4 月 23 日 4 月 30 日 
主題 查經聚會 聯團聚會 講道聚會 讀經營 

(沒有聚會) 
相交聚會： 
經文分享 

 
日期 5 月 7 日 5 月 14 日 5 月 21 日 5 月 28 日  
主題 查經聚會 講道聚會 相交聚會： 

經文分享 
默想主愛： 
神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