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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團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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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友訪問：德仁，思明，天天
日期：2012年7月30日
時間：晚上7時30分
地點：陳宅

7月29日主日出版部開會，商議秋季團刊可以訪問哪一位團友。結果我們
想到了剛剛成為人父人母的德仁和思明。他們的小孩陳若天出世後，究竟
對他們的生活有什麼改變？而神又如何在當中引領著他們呢？

7月30日我們在陳宅一邊用膳，一邊湊天天，一邊做訪問……

德仁：仁
思明：Amy

最近你們工作是否有些轉變? 可否分享?
仁：

     不用輪班，德仁可以在晚上照顧太太和兒子，神真的早已預備。

Amy：

上年九月由IT部轉了到人力資源部， 終於不用輪班了。其實內部
調職多靠人際關係，我在沒有靠攏的情況下，竟然調到職，實在
是一個神蹟！而調職時要做的測試題目，後來有人告訴我根本沒
有人答對，所以真的十分感恩。

今年會全職照顧天天。因為任教的小學上年開始縮班，很多老師
都已經被辭退。其實上一年我原本也會被辭退的，但因懷孕的關
係，可以完成這一個學年才離開。但十分心感恩，如果是我自己
先走的話，我只能拿走部分公積金的錢；但若是學校因多了超額
教師而辭退他們，公積金户口仍可保留兩年。所以，當我在後年
再找工作的時候仍有公積金户口。



今期團友專訪

P.3

天天出世之後有什麼湊B心聲?

最難忘？
天天多病，例如有牛奶蛋白敏感，某些牛奶會令他出濕疹和痾血便，
所以出世到現在我們轉了多種不同牌子的奶粉。現在給天天飲豆奶就
沒有問題了。

最緊張？

 

有一次天天因尿道炎發高燒，我們要在凌晨四
時左右帶他去醫院看醫生。原本我們以為看完
醫生就可以走，沒想到他嚴重到要留院。第一
次跟天天分開，有點心痛。但過程亦有 主在當
中保守：天天打針的抗生素因為不能太準確地
對付他身上的病菌，以致他可以好正常地睡覺
和飲食。（一般來說，打了抗生素針會睡得不
好和吃得不好）

另外，原本很多醫生建議要幫天天做檢查，而
測試中需要用到放射性物質。我們當然不希望
做這類測試， 因為放射性物質始終對身體有
害。幸好德仁有一次跟一位當放射性治療師的朋友食飯時提及到天天的
情況，他 (朋友) 聽了之後認為不用做那一種檢查，所以我們放下了心頭
大石。

 天天留院兩星期，2月14日情人節出院，仲可以趕及同思明影畢業相！

最搞笑？
德仁想了一會之後第一樣回答的是： 「執便便！痾到周圍都係！」
Amy：很多不同的小事都令我們感到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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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們歸納了以下兩點：
似好多不同的人： 似爸爸、媽媽、婆婆、公公、
五哥（仲有我們發覺地下鐵有一個廣告的小孩也
很像天天！）

愁眉深鎖：我們發現天天經常愁眉深鎖，多愁善
感！即使有時笑的時候也是皺著眉，真的不知道
他是笑還是哭！

在不久的將來有什麼計劃? 對天天有什麼期望？
仁：

     不用輪班，德仁可以在晚上照顧太太和兒子，神真的早已預備。

Amy：

在不久的將來有什麼計劃? 對天天有什麼期望？
 “我們真的很感謝天父，由天天出世到現在，我們都見到 主的豐富。除了物
質的預備外，各樣不同的預備也有，以致我們的家人都可從中看到主的工作。”

      聽過德仁和思明的分享後，真的感受到天父的作為是多麼的奇妙！

      亦深深感受到天父真的在他們中間看守他們一家。感謝主！

現在的工作都是當學習，稍後打算轉工，但需要看看市場情況。
希望天天可以信主和建立良好的人生價值觀。我跟他第一個說的聖
經人物就是約瑟。希望他可以好像約瑟一樣，在不同的環境中都能
生存，都能依靠 神。”

我會全職湊天天和做代課老師，下年九月再找工作。沒有什麼特別
計劃給天天，沒想過要他入名校，只要他開心和身體健康就滿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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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出版部給我們一些篇幅，與大家有一點分享與交通。在此，希望首先與大家分
享我們的崗位，因為“團長靈修”這名稱有點抽象呢！

團長與靈修是十分緊密的伙伴，因為我們是負責編排團契聚會，如全年的聚會主題
及內容，也有在聚會中事奉人員的安排等。雖然在實際運作上，團長與靈修基本上
是一同事奉的，但在團長一方的服事，會側重於聚會的行政安排；而靈修的一方，
則是觀察弟兄姊妹的需要，和團契的屬靈氣氛，在安排聚會時給予意見。有時候，
我們也會像別的部一樣，負責舉行一些聚會（如團慶及夏令會分享）。
所以，先不要以為團長就像是班長，靈修就是神秘人員，說穿了，也只是在團契中
承擔一點點東西的肢體。

在這基礎之上，盼能與大家有一點交通。我覺得在我們中有看見，也需要弟兄姊妹
了解這份看見，我們才可一起向前走。這看見是甚麼呢？是我們在聚會經歷的心態
變化。具體來說，就是在我們持之以恆的聚會安排中，我們需要在心態上有一點
更新。

由我們開始在團契聚會，我們每月大體上是經歷著主題不同的“運作方程式”。在
此“方程式”中，每月的團契以查經、講道會、默想主愛（見證會）、團友靈修分
享及各部負責聚會組成。所以如果我是新朋友，我會說：「你們每月也在做相同的
東西！」雖然如此，我明白這樣的安排是必須的，因為可確保弟兄姊妹們每月也可
在不同的主題上吸收得完整。但同時間，弟兄姊妹也會因習慣了這變動不大的聚會
模式，覺得聚會缺乏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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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如此，可以想多一點不同類型的聚會，每個月有一點新意如何？」這也是我
曾經想過的問題，但我認為這不是一條出路，因為屬地一點說：「人的創意總是有
限的罷！」更何況我們在團契中聚會，如果要由新意主導，大家也不用再回來了，
因為我們已經離開主要我們聚會的心意很遠了！「唉，好像怎樣作也不行！要怎樣
面對這現象呢？」這就需要我們在心態上更新。

「不再有黑夜，他們也不用燈光、日光，因為主 神要光照他們。他們要作王，直到
永永遠遠。」（啟廿二：5）
這節經文說出教會，即是我們，在永恆中的地位。我們是要與主同作王，直到
永遠。我近來看了一些釋經的書，弟兄在作王的事上提到一點，是我們平時沒有留
意的：在地上的人作王，是收取子民的豐富養活自己；但在天上作王的人，是運用
主的豐盛牧養子民。

弟兄姊妹，我們現在要預備好將來作王。在聚會中，我們的心態需要更新：要受聚
會供應是沒問題的，但在收取了主的供應後，需要使用白白獲得的去供應別人，這
就是我們將來作王時所作的。我們沒有，也不能以無限的創意主導我們的聚會，但
我們能以更新的心參與聚會：不單是受供應，也是要供應人。這樣，我們還能等待
到永恆才開始學習嗎？願大家也一起努力，學習作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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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分感恩能參與今年的夏令會! 當中最深刻的提醒，是在3/8/12的靈修
中：不義的，叫他仍舊不義；污穢的，叫他仍舊污穢；為義的，叫他仍舊
為義；聖潔的，叫他仍舊聖潔。看哪，我必快來！賞罰在我，要照各人所
行的報應他(啟 22：1-12) 。「今天，我們一切都可以改變，但到了那日
一切都不能再變!」噢! 現在要努力哦!

“總要察驗何為主所喜悅的事。”

今年夏令會比較有感受的是我們都應“討神喜悅”，從前自己的思考總會
去想 神會否容許我做某些事情；當這樣去思考時，很多事情／反應也是可
以的，但現在的行事準則不同，夏令會後我會試試去問自己做的事是否神
所喜悅，最大的分別竟然是自己在看聖經時的感動比以前多了，相信是主
給自己知道這樣行是合祂的心意吧。傳道書裡有這樣的一句話：“神喜悅
誰，就給誰智慧、知識和喜樂。”討 神喜悅相信是我們一生也要學習的事
情，願弟兄姊妹一同加油！

夏令會過去了，相信我們各人在信仰路上也會繼續有起跌的，願意我們也
一同學習羅馬書中的一句話：

“我們堅固的人、應該擔代不堅固人的軟弱、不求自己的喜悅。 ”

互勉之!

惠棋

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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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令會可說是暫時這麼多屆令會中最不能集中的一年，只是一場小小的
病就將自己打倒了，由不知是否該入營到完成整個令會，由不知應否去看
醫生到吃了幾天的成藥，足以知道這個人也不是常常注目永恆的人，地上
的事仍不時將自己打岔了。但無論怎樣，也期望自己在當中所得到的提
醒，被神感動過的「位」，都能更加持久的存留下來，成為自己向前走的
動力。

其中有兩點感受好深的，兩點也沒有筆記下來，但卻忘不了（由於沒有記
下來，若有偏差請糾正）。其中一點是一位主席提到有前輩說所羅門的一
生，「是賺得全世界而賠上自己的生命」－作傳道的人。當思想所羅門的
一生，又去思想所羅門所寫的箴言及傳道書時，這句話更叫自己認同不
已。所羅門用一生去享盡所有福樂，但到最後換來的是很多人生的慨嘆及
勸勉的說話：「總意就是敬畏　神、謹守他的誡命、這是人所當盡的本
分。」結果他當上了傳道者。不知他是用整個人生還是在作王的４０年時
間去領悟？！假設他用４０年時間去領悟這一切，然後才能專心的服侍
神。那麼，在這個年代能被主用的人會否也要等上４０年的享樂或經歷才
能領悟人生，再去作傳道的人呢？看來主再來的日子應該近了。

另一點是在最後一堂訊息中，講員勉勵我們眼望永恆是去見那位愛我們的
主，而非去等候見離世的親友。雖然我真的沒有刻意去想，要向家人傳福
音是為了將來可以見到他們（看似很冷莫…ＸＤ），因為我覺得傳福音也
是人所當盡的本分之一，所以無論是否會見到他們，我也要這樣做吧。但
當天講到這裏時，我想起這又是很多人的寫照，不知這是因為在喪家中安
慰人的說話還是有時基督徒都很易將眼目放錯了位罝？但那天講員語重心
長的說這話時，這又成為自己在令會思想良久的一個問題了。

除了這兩個提醒外，自己也有兩個感動位，第一個感動位是看見神在弟兄
姊妹身上的工作，真的是一步一步的，這很證明神真的會在等候祂及愛祂
的人面前顯現。或許是自己在令會中不太集中，所以很期望在弟兄姊妹的
分享上得到什麼似的，因此，我總會留心聽弟兄姊妹所領受的，希望能以
稍微感動自己。雖然結果不如理想，但重要的是聽到有肢體內心的改變，
以至行動的跟隨，這就成為了神愛人的印證，也就是將一個一個的「小兒
子」帶回家了；也同樣成為自己一個小小的動力，知道自己也不能
落後了。

淑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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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感動位是，在團契分享中有肢體提到在令會開組時被問到一個問題，
問題大約是：「你有無覺得自己好愛過神？」這條題目幾乎將沉睡的我拍
醒了。其實這條題目真的簡單到不能再簡單，就著這小小的問題，本能上
應很快答完便繼續聽肢體分享下去，但我卻被這問題捉得深，捉得緊了。
我不能具體的說出愛神的經歷了，但肯定的是，我知道自己真正愛神的時
候必定是按著祂的旨意，甘心樂意的行祂喜悅的事，為的是要討那位愛自
己的神喜悅。（既然信心要加上行為，為何愛不需加上行動呢？）這樣不
但我能感受到自己愛神，也同樣感受到神愛自己。心裏面覺得很難過，因
為不知自己沒有真正愛神有多久的日子了；也不知我所作的，有多少是算
為愛神而作的事呢？又有多少是算為愛自己而作的事呢？唯願當望見永恆
的時候，所有所作的事情都能調較得合主心意。

淑君

很感恩，雖然未能參加全營，但當中的信息很豐富，值得慢慢默想和
消化。

今次夏令營以「永恒」作主題，因此講員講道也以此為中心思想。原來我
們作為基督徒，不應只注目在今世的私慾和享受，像荊棘裏的種子一樣，
聽的道被貪財的心塞住了，結果不能結好果子。我們應該眼望永恒，期望
主再來，主滿有榮耀地駕雲降臨，那時我們便能滿有福樂，與主永遠
一起，教會就會作主完美的新婦。

在今世，我們要跟隨耶穌作忠實的僕人，背起十字架走那條窄路。當中有
苦難，但詩歌中說到，今世的苦難是到天上不能感受到的，因此要寶貝那
些為主受苦的經歷和機會。願我們一起討主喜祱，不要抱怨地上的苦難，
乃要以主的旨意為先，多禱告，明白神的旨意，好好走那條十架路。

靈修方面，應每天都有恒常的讀經、祈禱，得着主的話語，選擇最好的時
間與主親近。這樣顯示我們重看與主的關係，願意用最好的時間花在靈性
的進步上。

主既愛我們，為我們預備住處，為我們這班罪人犠牲，受苦、受死、受凌
辱，為要我們能與衪有份，願我們珍惜主對我們的恩情，讓主得着滿足，
讓教會成為主完美的新婦。

Min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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