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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團

查經（順和）九月 06

專題聚會        主題：福音戒毒異象分享13

專題講道        主題：兩約之間20

弟兄組（@文俊家）/ 姊妹組（@穎兒家）聚會27

查經（順和）十月 04

團友讀經分享11

各部負責聚會（相交部）18

出擊佈道（傳道部）25

講員：葉慧賢傳道

十一月 01 查經（順和）

08 專題講道        主題：忙碌中的相交生活

15 各部負責聚會（造就部）

22 默想主愛

29 小組自由活動

講員：主光哥

基督教巴拿巴愛心服務團

講員：羅國豪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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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5)聯團講員車敬 
便雅憫團團慶禮物 92.30

150.00

Total 242.30
Closing balance 281.20 

523.50 收入 支出Opening Balance

*如有問題可與團契導師或直接向司庫（綺雯）聯絡。謝謝！



夏令會分享

P.2

Debby

愛是……不計算人的惡……（林前 13：5）
今次夏令會，我最深刻是有關饒恕的那堂道，講員提到：彼得詢問主耶穌「饒
恕得罪我的人七次可以嗎？」其實這問法已反映彼得計算別人的惡，沒有真的
饒恕人，因為遺忘是在饒恕之後，沒有真饒恕，就沒有真遺忘（見參考資料）。

接著，主耶穌的回應是「當饒恕七十個七次」，這是主完全的饒恕，正如　神
在基督裡饒恕了我們一樣（弗 4：32）。其實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會受到別人
的傷害，從幼兒到成年，隨著年齡的增長，受傷害的苦毒也會越積越多，只是
我們有否正視它呢？聖經教導我們「一切苦毒、惱恨、憤怒、嚷鬧、毀謗，並
一切的惡毒，都當從你們中間除掉。並要以恩慈相待，存憐憫的心，彼此饒恕，
正如神在基督裡饒恕了你們一樣」（弗 4：31-32）。這真理是知道的，但卻不
容易行出來，講員教我們祈禱求主加力，並要從心裡饒恕別人。

講員之前的兩堂道都提到要跟隨主的腳踨行，就要學習主耶穌的柔和謙卑，才
可享安息（太 11：28-30），每次聽道或唱詩有「享安息」的訊息，都使我聯
想到寶貴的救恩，心裡總是很感動，因為我們被各種罪轄制，在世沒有平安，
是主的大愛及憐恤，用自己的性命及寶血救贖我們，使我們得著釋放，可以享
安息。聽到「饒恕」這堂道，好像兩種訊息，其實也是要我們學習主的柔和謙
卑，因為有柔和謙卑的心，就能從心底裡饒恕別人。若含怒，就會積出苦毒，
即會給魔鬼留地步，心中苦毒（罪）影響靈命的長進，最可惜是失去主的平安，
不能真的享受安息。饒恕的過程是將內心的苦毒逐漸釋放的過程（見參考資
料），從罪中得釋放，便能享安息。

除此之外，我想到天父的饒恕就好似……我的兒甥兩歲多時，他做錯事，但他
口硬，不願認錯（可能他太年幼，不懂用語言表達）。當時我很痛心，很想責
罵他，讓他知錯及認錯，但怕他以為我不愛他、不會原諒他，又怕他會遠離我，
所以我盡力按耐自己的怒氣，選擇了沉默。等了十五分鐘，他突然叫我幫他沖
涼，好像已忘記了自己的錯，最後他於沖涼時認錯了，其實我已一早饒恕了他。
在等候時，我一直都很想饒恕他，因為我愛他，能諒解和包容他。這經歷讓我
體會及明白天父的心腸也是如此忍耐、包容及愛我們，同樣天父都想我們用愛
心包容及饒恕人。

參考資料：我心柔和謙卑－饒恕的密匙（1）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b9f150f0100cm2w.html



P.3

健輝

感謝主，被出版部邀請分享令會的感動時，真心的嚇了一跳。自己不是擅於文
章寫作，又不是擅於有系統分享衪亮光的人，故此收到身為出版部部員的太太
邀請時，我不免猶疑了，但我在想能分享主的感動是衪的恩典，能夠見證衪在
非常不配人的身上所作的事，是一種福氣，所以考慮後還是應邀分享。
 
先與弟兄姊妹們分享一節經文記載於彼前 2 章 23 節，聖經如此形容主說：「他
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

又與弟兄姊妹分享一首詩歌，令會所唱的會歌「君尊義僕」，詩歌第一及二節
又這樣形容主：

自問是一個很喜歡將信仰與生活結合的人，因為自己覺得若將生活與信仰分
開，這個信仰對自己而言好像很不實際，這並不是說利用信仰去解決生活問題，
雖然我很多時都會向主為生活禱告，但其實一直都是希望將聖經的教訓引到生
活層面，去嘗試努力活出這個信仰。但聰明的弟兄姊妹們應該會知道我通常失
敗居多，不要說活出，俗語的講：唔丟假已經偷笑。為何如此說 ? 原來活著的
是自己的肉體，是自己的需要與感受，隨著自己的心意去活著，口裡說跟隨主，
為主而活，但實際是希望主為自己而活，滿足自己的需要。所以隨著人的性情
有很多敗壞的性格，如：貪婪、爭競、憤恨、嫉妒等等等等…..。

其實當自己知道可以去令會的全營後，很快就去安靜心靈想去見主，原因是因
為枯乾，冇生氣，好清楚知道太耐沒有安靜主前去等候衪，又隨著生活不斷的
放縱自己，沒有去約束自己的心常去留心衪的說話，縱有靈修禱告也是乏味盎
然，所以希望藉令會去重修與主的關係，求衪去恩待這個滿有罪污的人。感謝
主，衪說衪是慈愛無邊的主，只要肯伏下來等候，衪必要再親近。

夏令會分享

貧窮嬰孩天上來，進到世間，掩祂光榮；不求供奉，卻服侍，為救眾生，
捨祂性命。副 : 謙卑上主，君尊義僕，召我們跟從祂腳蹤，身心所有，每日
獻作活的祭，謙恭敬拜，君尊義僕。
在園中掙扎流淚，選擇擔當眾生重罪；拒己心意，遵父旨，慈愛的心痛傷
破碎。副 : 謙卑上主，君尊義僕，召我們跟從祂腳蹤，身心所有，每日獻作
活的祭，謙恭敬拜，君尊義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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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分享

的教會祈禱會，領會的弟兄已先分享上述的詩歌，心裡邊唱邊想的時候，被這
兩節的詩歌緊緊的捉住了，當在令會的日子更是很喜歡去細想這詩歌，第一節
去形容主捨棄天上的豐盛，來到地上變得一無所有，不單一無所有，為愛人的
緣故不受人的服侍，反而去服侍不配愛的人，甚至連命也不要，為人罪的緣故
被掛在十字架上。第二節形容這個主不是沒有感情，衪在客西馬尼園掙扎，與
自己的內心交戰要不要這個苦杯，最後不順從自己，謙卑的遵行父的旨意。

很被詩歌激勵，我的主衪從豐盛到沒有，衪沒有可惜，甚至乎祂連權柄也不要，
甘願的受著人的限制，更加令我感動的是詩歌第二節，主選擇擔當眾生重罪，
很被”選擇”這二字吸引，因為一向覺得選擇背後必然有代價需要付出，例如
選擇去半島酒店食自助餐，要付出比食茶記更貴的價錢，又例如選擇加班開工，
你要付上休息甚至陪家人的時間，自己覺得要捨棄眼見的事物可以靠一時既勇
氣，但心靈上的痛苦我覺得往往比肉身上的痛苦要來得更加更加大，何況面對
心靈的選擇 ? 要令肉體暢快抑或喝這苦杯及行這十架路時，聖經說我的主面對
決擇而禱告，當時汗如血下，心裡憂傷幾乎要死。這是一個何等困難的決擇，
但最後主還是只將自己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當衪用無比的謙卑伏下，行
上這苦路時，他被罵不還口，受害不說威嚇的話，這樣的犠牲讓我十分十分之
感動，主以身作則作了最好的榜樣教導自己應如何在地作一個能見證衪的僕
人。衪讓我看見在地凡事上要以最謙卑的方式去生活，不論生活上遇到順境或
逆境，是喜還是愁，也要像衪一樣凡事交託那按公義審判人的主，即使碰上人
的挑戰，生活的困難，也要想起主在地的時候也是這樣行過，衪希望我能學效
衪，因為主說衪的軛是容易的，擔子是輕省的，只要學效有主的模樣，不論肉
身的生活或是屬靈的生活也能平安輕鬆。

最後我要將榮耀頌讚歸衪，因為能活出信仰不是因為自己有能力，而是主已先
行在前頭，叫自己能跟得有盼望、喜樂。雖然我知道環境還是會有順有逆，但
相信只要存心順服、謙卑，凡事以衪的心意為先，我信我能勝過起跌，盼望弟
兄姊妹能共勉之，在此再一次感謝我天上的主，坐著為王的父，阿們。



名字：梁俊傑（呀傑） 
生日：6月 19日 
職業：中學教師（生物科） 
居住地區：調景嶺 
家中兄弟姐妹：1弟 
信主年日：2002年 
最怕的是：大型昆蟲… 
最喜愛的零食：Kitkat 

名字：林劍峰（Kevin／劍） 
生日：3月 20日 
職業：Therapist 
居住地區：黃大仙 
家中兄弟姐妹：2妹 1弟 
信主年日：11年 
最怕的是：沒有 
最喜愛的零食：cookies, ice-cream, 

chocolate 

名字：莊慧敏（敏敏／Manman） 
生日：10月１日 
職業：Training & Operations 
居住地區：黃大仙 
家中兄弟姐妹：1弟 1妹 
信主年日：10年 
最怕的是：離開神。老鼠（動物） 
最喜愛的零食：薯片 

團友知多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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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范舒喆（May姐） 
生日：5月 7日 
職業：幼兒教育 
居住地區：小欖 
家中兄弟姐妹：沒有 
信主年日：自 1996年 
最怕的是：有毛的動物 
最喜愛的零食：Chips 

名字：孫慧敏（Candy） 
生日：12月 28日 
職業：言語治療師 
居住地區：觀塘 
家中兄弟姐妹：1妹 1弟 
信主年日：2007年 
最怕的是：會飛的東西 
最喜愛的零食：沒有 

名字：葉凱麗（Koie, 小麗, 麗麗…） 
生日：9月 28日 
職業：程式員 
居住地區：長沙灣 
家中兄弟姐妹：1妹 
信主年日：唔記得 
最怕的是：煩、悶、曱甴 
最喜愛的零食：薯片 

今期團友專訪

P.6



名字：蔡麗明（亞蔡） 
生日：3月 8日 
職業：幼師 
居住地區：葵涌 
家中兄弟姐妹：1兄 1弟 
信主年日：約 6年 
最怕的是：問題重重的時候 
最喜愛的零食：雪糕 

名字：鄧志霖（Thomas／T Tang） 
生日：9月 23日 
職業：HR 
居住地區：大圍 
家中兄弟姐妹：１姐 
信主年日：2002年 6月 23日受浸 
最怕的是：被人煩 
最喜愛的零食：卡樂Ｂ薯片＋可樂 

（兩樣都要原味） 

名字：周諾衡（阿衡／Charles） 
生日：8月 8日 
職業：老師 
居住地區：深水埗 
家中兄弟姐妹：1兄 
信主年日：差不多 5年 
最怕的是：很難想到最怕，但害怕
飛曱甴、失眠、未能預計的突發事
情、9月 1日開學上班等 
最喜愛的零食：很少食零食 

肢體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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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黃遠明（阿明／Jonathan／明仔／ 
明哥／明叔視乎稱呼者年齡） 

生日：1月 19日 
職業：保險／社工（視乎什麼日子） 
居住地區：鑽石山／彩虹／牛池灣（不同

部門對我家區域劃分都不同） 
家中兄弟姐妹：1弟 
信主年日：約 20年 
最怕的是：膚淺來說是小強，有深度點來

說是虚偽 
最喜愛的零食：BBQ味卡樂 B 

名字：梁海倫（Helen） 
生日：12月 12日 
職業：文職人員 
居住地區：長沙灣 
家中兄弟姐妹：1弟 
信主年日：12年 
最怕的是：蟑螂 
最喜愛的零食：Kinder繽紛樂 

名字：方姿婷（婷婷） 
生日：1月 6日 
職業：文員 
居住地區：大埔 
家中兄弟姐妹：1妹 
信主年日：約 20年 
最怕的是：懸掛太空的星球 
最喜愛的零食：苦味朱古力 

肢體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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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謝穎兒（阿Wing） 
生日：4月 6日 
職業：建築設計師 
居住地區：藍田 
家中兄弟姐妹：1弟 
信主年日：2006年 
最怕的是：四腳蛇 
最喜愛的零食：乳酸味軟糖 

名字：危思明（Amy／危明） 
生日：10月 5日 
職業：教師 
居住地區：九龍灣 
家中兄弟姐妹：一個由細到大都

可愛的妹妹 
信主年日：14年 
最怕的是：DEADLINE effect!! 
最喜愛的零食：和天天一起  

吃薯條＋茄汁 

名字：何諾文（諾文） 
生日：6月 22日 
職業：行李車助理員 
居住地區：黃大仙 
家中兄弟姐妹：１姐 
信主年日：8年 
最怕的是：狗 
最喜愛的零食：咩都食 

肢體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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