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已有 2-3年的夏令會，我未能夠參與全營。今年既能參與全營，又能於第一天得

著聖靈的提醒，真是感謝神!於是次的夏令會，我有幾個很深刻的領會﹕ 

(1) 我們必要經過死蔭的幽谷，才能到達青草地。一直以來，我都認為青草地與死

蔭的幽谷是兩種不同的情況，兩者之間應該沒有甚麼關聯。 

(2) 神不會因我們事奉的果效，增加或減少祂的愛。「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
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
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領你們出來，從為奴
之家救贖你們脫離埃及王法老的手。」申 7:7-8 

(3) 若然我們有愛人的心，必會憐憫人，因為憐憫就是向審判誇勝。隨著日子漸漸

的過去，我憐憫人的心也漸漸減少，常會覺得自己的說話有理、方法正確，所以

別人所做的都是不對或不完全；故此常令自己的情緒產生波動。 

(4) 在神的引導下，我們必須經歷苦和煉，這樣才能除掉我們的劣根性。回想起過

去 3年，神確實給了自己不同的苦和煉，透過這些經歷，我更清楚知道自己有許

多隱而未見的罪；在主的憐憫和愛之下，才能誇勝少許。 

 

soso 

 

夏令會過去了差不多一個月了，未知大家能否繼續實踐你向神的立志呢？但願大家靠

主繼續實踐，與弟兄姊妹同行窄路！ 

 

最近工作上需要處理死因 庭的案件，神也讓我在工作外有一些提醒。騎單車是被塌

下來的大樹不幸壓死；一向安居的住處可以突然倒塌，淹沒幾條生命；原本身體健壯

的紀律部隊人員可以突 然心臟病發，縱然人可以想盡預防慘劇的方法，卻永不能夠

百分百防止下次再有類似事件發生，令我想起聖經裡說：其實明天如何、你們還不知

道。你們的生命是甚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 、 出現少時就不見了。(雅 4:14)

又看見大部分作供的證人，都是未認識神的，因為他們都是謹以"至誠"宣誓自己所講

的是真實，只有少數人是信主的, 才是"向全能上帝宣誓"，有時候看見死者的家屬傷

心難過，卻不認識神，只能心裡求神額外施恩給這些家庭，讓他們有機會認識並相信

那賜我們新的生命的主。甚 願我們也能把握每個和家人朋友或是不認識的人傳福音

的機會! 

 

Minnie 

編者的話 



 

 
 
 
 
 
 
 
 

 

 

 

 

 

 

 

 
 

 

記：不好意思，要你們久等接受我們的訪問。 

淇：不要緊，其實我們也是一邊做我們的事一邊等的。 

 

記：啊，你們團契的聚會時間是....?? 

淇：我們團契由二時正至三時半。所以我們完了聚會後，你們的聚會也未完結   呢。 

稠：不過聚會完結後，我們跟少年人也有其他事做，所以不要緊的。 (編者按：訪問

當天他們正在趕製壁報呢~)  

 

 

肢體訪問 
 

 

 

 

 

 

 

今年年中，我們團契中有四位弟兄姊妹 (遠明、遠稠、慧敏和梓淇) 蒙神所

召，去開展一個新的少年團契 ─ 便雅憫團。今天，我們訪問了其中的兩

位： 梓淇和遠稠，不如就讓我們一同認識他們蒙召的異象和當中的感受。 

 

今年年中，我們團契中有四位弟兄姊妹 (遠明、遠稠、慧敏和梓淇) 蒙神所召，去開展一個新的

少年團契 ─ 便雅憫團。今天，我們訪問了其中的兩位： 梓淇和遠稠，不如就讓我們一同認識他

們蒙召的異象和當中的感受。 



近況篇 

記：相信很多弟兄姊妹也想知道你們的近況，可以講一下嗎？ 

淇：最近都好忙，因為剛開始開學了，而且今年我需要教一批新的中三學生英文，以

及做班主任，很有挑戰性呢！ 

稠：我的工作跟平時差不多，比較恆常，只是年尾會有比較多活動要處理。不過感謝

主，仍然有足夠的時間休息。 

 

異象篇 

記：可以講一下為甚麽你們會去便雅憫團事奉嗎？  

稠：其實追溯到最最初，大概三年前，有肢體邀請我們到初信崇拜中幫一些中一、二

的少年人帶組，後來演變成主日少年組，再後來就成了現在的便雅憫團。 

 

記：原來如此，那麽你們有看見什麼異象嗎？又是在哪個時候呢？ 

稠：在主日少年組的時候，我就開始有異象，很想令少年人在這個歪曲的世代中認識

神。 

淇：我想是在初崇帶組那個時候開始，看見青少年遇見很多引誘以致他們偏行己路，

被撒旦所蒙蔽就覺得他們很可憐。 

 

代禱篇 

記：看來要去帶領一班少年人認識主也不容易呢，那麽你們有甚麽需要我們為你們禱

告支持的呢？ 

淇&稠： 

1) 希望年青人能夠有堅持的心返聚會，現在穩定出席聚會的只有六七個人。 

2) 他們的信仰也是很幼嫩，有表面的認識，但不深入，也不太多是清楚得救。 

3) 因為他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所以也不太熟稔，需要時間相處，彼此了解。 

4) 開學之後，有些少年人需要補習或參加其他活動，希望不會影響他們返聚會。 

5) 雖然導師們跟他們溝通時也有話題，還可以打成一片，但期待互相可以有進深一層

的認識，跟他們傾傾心事。 

6) 導師們需要在工作和事奉上都兼顧得平衡。 

7) 導師們的靈性狀況，因為這畢竟是生命的服事，若果沒有好的靈性，就很難服事別

人了。 



給約書亞團的話 

記：你們有沒有甚麽說話想寄語給約書亞團呢？ 

淇：掛念大家！現在自己的角色不同了，會想念跟大家一同追求的日子，大家多些約

出來吃飯吧！ 

稠：始終我都是在約書亞團長大的，會有捨不得的感覺。感恩的是我可以在約書亞團

長大。我想，大家都長大了，但我仍覺得追求認識神是要繼續的，因為人大了，就很

容易停濟不追求。另外，很懷念大家叫我「細佬」的日子，因為現在少年人都叫我

「遠稠哥哥」了。 

 

記：好吧！今天的訪問到此為止，非常感謝你們抽時間跟我們做訪問，願你們都能夠

在事奉中蒙主賜福。 



 

話語細嚐 
 

經文： 

  
 因為你們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並要為他受苦。(腓立比書 1:29) 
 

 

 

 

1. 請參照上下文，為何保羅會寫出這句經文，『因為』之前是在講說甚麼事情？保羅及腓立比教會

的人正面對甚麼景況？ 

 

 

2.『因為你們蒙恩』- 我們蒙了甚麼恩？ 

 

 

3. 基督如何成就這個『恩』？試默想主耶穌在地上所受的苦和羞辱，祂受苦是為了甚麼？ 

 

 

4. 我們能夠信服基督不是已經足夠了嗎？為甚麼需要為基督受苦？(參腓三 10 彼前二 21)  

 

 

5. 我們為基督受苦的目的是什麼？（參徒十四 22；帖前三 3；來十二 5~11）你是否願意為祂受苦？ 

話語細嚐 



撒旦會議記錄 

 

撒旦向全世界的邪靈招開了一之會議。一開始牠便說: 「我們不能繼續讓基督徒返教

會。不能繼續讓他們讀聖經並從中知道真理。我們更不能讓他們可以與他們的救主耶

穌有一個親密的關係。因為只要他們與耶穌相知相愛, 我們的勢力就必定盪然無存。

所以讓他們返教會但偷去他們的時間以致他們雖彷彿活在耶穌中，但卻無法與耶穌基

督建立真實的關係。這就是我今次開會的目的了。」 

 

接著繼續說：「分散他們對救主的專注及維持他們所有時間都是在那種與主耶穌似有

實無的關係中」 

 

其中一個邪靈叫道: 「我們可以怎樣做到呢？」 

 

撒旦回答：「不斷讓他們忙碌著一些對他們生命不必要的事並且為他們炮製無窮無盡

的計謀去充斥他們的思想。」繼續說：「引誘他們不斷的消耗、消耗、消耗，不斷的

借、借、借」 

 

「說服他們的妻子們去做一份高薪卻長時間的工作及他們的丈夫為著世界的前途而不

斷進修、增值自己、一星期做足七日每日工作至少 10-12個鐘以致他們大家完全無法

享受生活及無時間陪伴他們的兒女。只要他們的家庭快快被破壞，他們自己就連這個

可以舒緩他們從工作中得的壓力的地方都無了。更加連與神親近的時間也慢慢減

少。」 

 

「極度刺激他們的思想以致他們無法聽到神微少的聲音。誘使他們在任何地方都開著

聽著收音機或其他音響器材。讓他們的電視機、光碟機及電腦不停在他們身邊播放，

不單如此，更要在他們身邊所有接觸的環境包括餐廳、店舖都不停播放著不屬神的音

樂。這樣就會阻塞他們的腦筋及打挎他們與耶穌的聯合。」 

 



「為他們的家中辦公室中充斥各種各類的雜誌及報紙。要用各種各類的新聞 24小時

的將他們的腦筋搗碎。於交通工具中用各類型的廣告入侵他們。」 

 

「在他們的信箱及行街時塞滿不同種類無用的宣傳單張、新聞信息、優惠贈卷、產品

試用及思想傳播叫他們看都看死他們、用也用死他們為止」 

 

「不斷讓那些骨廋如柴又美麗的模特兒充斥在雜誌及電視上好叫他們的丈夫們相信外

邊的女士總是更有吸引力以致他們開始對自己的妻子不滿足。讓他們的妻子又因忙碌

過度到不能在晚上時愛他們的丈夫，不單如此，讓她們亦有頭痛。若果她們不能給予

她們丈夫需要的愛，他們就會開始另覓新歡，這樣可以很快的破壞他們的家庭。」 

 

「給他們製造一個名叫聖誕老人的人物擾亂他們正確教導他們子女聖誕節的真正意

思。在復活節時為他們設計復活蛋及復活兔以致他們不會再講耶穌的救贖及耶穌勝過

死亡和罪的能力。」 

 

「就是他們的娛樂也不要放過, 讓他們玩樂得過份而倦死。讓他們因太忙碌而無法到

大自然欣賞神的創造。取而代之，給他們各種各類新奇的主題公園、運動項目、電子

遊戲、電影、音樂會、各類不同的興趣與嗜好，最重要是叫他們過度沉迷。忙碌、忙

碌、忙碌」 

 

「在他們快樂的屬靈同伴相遇中，引導他們參與那些閒言閒語，搬弄是非，彼此批

評，以致他們忙於其中而遠離我們最討厭他們的『良知道德』。」 

 

「切記用那些似是而非，無關痛癢甚至他們會認為有意義的事擠擁他們的生命以致他

們毫無時間去尋求耶穌的能力。不要多久，他們就會很快的用自己以為有的能量（己

力）來生活甚至不釋犧牲他們的健康及家庭，只是為了那些似是而非，無關痛癢甚至

他們會認為有意義的事，這是必定可行的，這是必定可行的。」 

 



這個似乎是一個可行的計劃！邪靈們已經熱烈地開始好叫那些全世界信耶穌的人愈來

愈忙碌，愈來愈匆忙，走來走去，都不知道正在做什麼。然後我們就會發現愈來愈少

時間給神及神為我們預備的家庭。更加無時間去告知其他人關於耶穌的能力可改變生

命。我想問題是：「撒旦的計劃是否真的會成功呢？」你的決定將會成為牠計劃的成

與敗。你可知道「忙碌」的意思嗎？ 

 

 

親愛的弟兄姊妹： 

當你看到撒旦這分會議記錄，內心有否一點微聲卻有力的感動？不要忽略這點提醒。每天找

個理想又固定的時間安靜於主前，自省，與祂親近吧。 

互勉之 

造就部 



肢體分享 

小分享 

俊傑 

“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

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約十五：4） 

 

今天早上讀了這句聖經，心中便立即想與大家分享。因為相似的經文之前讀過了很多

編，也聽過了很多編的解釋，但自己對“我在主裡面，主在我裡面”也是似明非明，

沒有甚麼體會。所以今次很難得明白了一點，雖然只是向前走了一小步，也急不及待

與大家分享呢！ 

 

在概念上，我明白甚麼叫裡面，也有一點明白在主裡面的意思。在這裡說：你們要常

在我裡面，明顯不是指得救（因為得救是本乎神，不用說“要”；而且主這裡是對除

賣主的猶大外的門徒說話）。根據前文，是指人要活在神的道中，包括接收及行道。

但我一直不太明白下文的意思，即“我也常在你們裡面”。 

 

近幾三個月來，自己一直在靈修時看約翰福音。蒙主的恩典，這次讀比之前明白了很

多。但我知道自己的理解雖然強了，但有一些老問題依然存在：如我會忘記了自己在

當天讀了甚麼，或有時候對靈修提不起勁。心中知道自己是軟弱的，但卻總是有一點

點的自滿：因為覺得明白的比之前多了。 

 

這之看到“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我想到了一點：一個真誠要在

主裡面的人，他一定心裡時常有主，就像我們有“掛住”別人的思緒，不會像我一

樣，靈修後雖明白了不少，但轉個頭就忘記了主，不掛住主，只掛住世界和自滿了！

所以，我想主在這裡是要告訴門徒，也要應許他們，一個人若真誠面對衪，心中就常

有衪，這樣的人就會常結果子。 

 

在主這樣的光照下，才明白自己的狀態是何等膚淺。希望與大家一同明白後，也一同

追求衪常在我們的心裡。 

 

（21-03-2011） 

 

肢體分享 



不要猶疑！ 

姿婷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發生了 8.9級大地震，是史無前例的厲害。當我看到災難的

畫面，心裡有一種很悲哀，很難過的感覺，這感覺使我想起數年前的事。 

 

記得在中四的階段，我常常留意一位女同學，覺得她很開朗，很想接近她，跟她傳福

音。只是那兩年，我一直只是在想，並沒有真正地向她傳過福音。直至到畢業了，我

也沒有向她傳過一次福音，往後我們更加沒有再聯絡。 

 

就在畢業後兩年，有一天，我收到她的電話。她說她正在做地產工作，問我有沒有興

趣賣樓（其實我忘記了她問的實際內容）。那一刻，我心裡有個意念：「不如向她傳

福音吧！」只是，很快，我就打消了這個念頭，「別人跟你講賣樓，你叫人信耶穌，

好像怪怪的，不如遲些才再傳吧，慢慢來吧！」於是，我跟她閒聊了幾句，就掛了

線。 

 

再過了數年，又有一天，我收到班主任的電話，他跟我講：「某某同學患癌過身了，

你聯絡班長，相約出席她的喪禮吧。」那一刻我呆了，我很難接受這個事實，我突然

想起很多跟她相處的片段，想起她的笑容，想起她跟我講過的說話。我更加想起數年

前她打過電話給我，曾經聖靈要我傳福音給她，只是，我消滅了聖靈的感動。懊悔，

自責，傷心，難過，心痛...百般感受湧起。我不能面對主，我跟自己說：「到那一

天， 神就會問我，為何我不去傳，為何我要消滅聖靈的感動。」「這會成為我永遠

的包伏，我會一世落在這自責的感覺中。」我跟自己講。 

 

出席她喪禮那天，我看到她的遺體，看到她的喪禮是用道教儀式。看到這一切心真的

不好受。想起我曾經邀請過她出席我的浸禮，之後她眼紅紅的跟我講：「對唔住啊，

我唔知道原來浸禮係咁嚴肅，咁正經架，我以為係黎玩。早知我著得莊重 D啦！」是

的，她曾經踏入過教會，福音曾經跟她擦身而過，只是，其實她沒有真正地聽過一次

福音，也沒有可以接受福音的機會。 

 

懊悔，自責的感覺還在，我在神面前流淚認罪。當我覺得不能赦免自己的時候，我仿

佛聽到 神的聲音：「好吧，我赦免了你，只是這要成為你的鑑戒，以後，你要把握

每一次有機會傳福音的機會！」感謝 神，就在那一刻我感到全然的釋放。那種蒙主

赦罪的喜樂真的非筆墨能形容。 



記得一位肢體講：「我們要忘記那些軟弱失敗的事情，卻要記住那因為失敗而懊悔的

感覺，這樣，我們才會小心奕奕地走每一步。」是的， 神不是要我們在懊悔自責中

過日子， 神想我們在失敗中學習轉向祂，投靠祂。 

 

今天，倘若 神讓你的心裡想起一個人，你又聽見一把很微小的聽音說：「去傳福音

吧！」去傳吧！不要猶疑，更不要用一大堆「合情合理」的藉口去拒絕。因為，你不

知道，這一次會否是你最後一次見他的機會。願我們都一同為主的國度努力！ 

 

互勉之 

 

（後記：此文章寫於 2011年 3 月 12日，因為知道教會最近推出一領一傳福音運動，

故跟大家分享，願我們一同為 神的家努力！） 



 

轉工篇: 
最近有幾位姊妹轉工，大家可以在禱告中紀念她們新工作的適應和見

證！ 

 

 

CHELSIA: 

兒科診所的營養師 

 

薇薇: 

人力資源顧問 

 

 

DEBBY: 

醫院文職工作 

 

 

 

 

NANCY: 

小學老師 
 

 

 

生活點滴 



 

新力軍篇： 

 

約書亞團又增添一個 B啦！恭喜 JOYCE和 RYAN！ 

希望小朗在神的愛中快高長大！成為神家的新力軍！ 

 

 

 

 

 

 



浸禮篇： 

相信大家還記得我們一同分享 KATHERINE 和 CANDY 受浸的喜悅！ 

為她們感恩的同時願意我們一同經歷主更深！ 

 



 

 

 
日期 聚會內容 負責人 

9 月 3 日 查經 順和哥 

9 月 10 日 外出佈道 傳道部 

9 月 17 日 講道－活出屬天生命 曼輝姊妹 

9 月 24 日 傳福音見證分享 約瑟團肢體 

10 月 1 日 團友聖經分享 團友 

10 月 8 日 查經 順和哥 

10 月 15 日 道－聖靈所結的果子 待定 

10 月 22 日 見證－肢體相交生活（１） 待定 

10 月 29 日 聯組相交 各組長 

11 月 5 日 查經 順和哥 

11 月 12 日 講道－聖經人物（保羅） 待定 

11 月 19 日 待定 相交部 

11 月 26 日 見證－肢體相交生活（２） 待定 

 

九月至十一月聚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