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效法主 榮耀神

默想主愛(1)（梁乃光傳道長老）三月 14

弟兄組/姊妹組(1)21

造就部28

讀經營四月 04

查經（順和哥）11

專題講道(2)（張嘉明）未世信徒的危險18

傳道部聚會25

五月 02 傳道部聚會

09 默想主愛(2)（崔志強長老）

16 團友讀經分享

23 信徒造就(2)

30 小組自由活動/退修(2)

加拉太書五章1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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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團訓

約書亞團 電郵： press.pecjoshu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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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 丐幫、盡組、童心同行、尋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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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問題可與團契導師或直接向司庫聯絡。謝謝！

23/11/2014 Opening Balance -1,023.90
收入 支出

23/11/2014 奉獻 HK$700.00
25/12/2014 冬令會講員車敬 HK$900.00
26/12/2014 冬令會講員車敬 HK$150.00
27/12/2014 冬令會講員奉獻 HK$900.00

11/1/2015 奉獻 HK$14,250.00
18/1/2015 約瑟團團慶禮物 HK$76.90
18/1/2015 21週年團刊印刷 HK$915.20
18/1/2015 21週年團慶蛋糕 HK$350.40
18/1/2015 21週年團刊愛筵 HK$445.00
18/1/2015 冬令會營費及膳食 HK$14,500.00
28/2/2015 奉獻 HK$900.00

Total HK$16,750.00 HK$17,337.50
 Closing balance -1,611.40

約書亞團 23/11/2014 - 28/02/2015 現金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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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支持、建立
「所以在基督裡若有甚麼勸勉、愛心有甚麼安慰、聖靈有甚麼交通、心中有甚麼慈悲憐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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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腓二1-2）

踏入三月，又是製作季刊的時間。眼見弟兄姊妹在各個範疇中承受的壓力不少，無論在生活上、工

作上、事奉上，大家都承擔不少壓力和責任。眼見及此，出版部特意邀請了一些弟兄姊妹跟我們分

享他們在各個範疇中如何經歷　神、信靠　神。在這個生活逼人的日子中，願我們學習互相分享，

互相鼓勵，互相支持。我們也非常歡迎弟兄姊妹自發投稿，把你在生活中的經歷和得著跟我們分

享，達致主內相交，互相建立。

另外，我們實在很榮幸邀請了順和導師為我們今年的季刊題字，每季一組，總共四組字。願意我們

欣賞字體美感的同時，不忘默想一下這些詞語，細味並活出來。

主內

姿婷

常說：「一年之計在於春」，你為這一年訂立了什麼目標呢？

工作上常常也要為小朋友訂立目標和檢討進度。訂立目標的過程不簡單，需要兼顧很多不同的因

素。不過，若能訂立合適的目標，便可以有更大的動機和清晰的方向去追求進步！記得有時候，因

為工作太繁忙，沒有一開始便把目標清晰地記錄下來，結果，又得花時間再做一次，真是費時失事

呢！

這是2015年的第一本季刊，為配合團契今年的目標，我們選擇了一些相關的元素，並誠邀順和導師

以這些元素題字，作為季刊的封面。希望這些秀麗的書法可以成為大家的「視覺提示」，願能一起

向著目標，同心為主努力！

Candy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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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學校的種植小組，看見植物每天一點一點長大，開花，結

果，還有機會一嚐果實滋味，感覺很奇妙！

種植讓我明白，有些事情未必能按我們的計劃，即使花了許多心

機混泥，施肥，淋水，除蟲除草，以為一定大豐收。誰知一場大

雨，一個颱風，可以把所有心機化為烏有，是可惜的，是失望

的，但也從中學習順服天父的心意，學習甚麼才是「順其自

然」。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傳 3：11上）

即使再想它快快長大，也不能拔苗助長，要有耐性等待它慢慢

大，也要接受它可能會長不大，甚或枯萎了。就像每天接觸的學

生，常有恨鐵不成鋼之感，要學習等候和接納… 

想起工友有天說，剛種出來的翠肉瓜果實給果蠅吃去了，真不

甘！是的，期待已久的果子嘛… 但亦得接受，大自然就是這樣的

循環不息。「落紅不是無情物，化作春泥更護花。」雖然似乎是

令人灰心的，但細想卻是一種令人釋然的積極態度，明白到掌權

的是神，我們只管坦然交託好了。

『我栽種了，亞波羅澆灌了，惟有　神叫他生長。』

（林前 3：6）

倘若我們能信，到將來必明白… 

Nancy

這次是今年第一季刊物，編者們都說“不如寫「編者的話」來個好的開始”，作為出版部成員之

一，理所當然要寫少少。

 

「我也要思想你的經營，默念你的作為。」（詩七十七：12）

 

老實說本部要出的刊物不算多，四次季刊加一次年刊罷了，不知道會有多少人細閱呢？不知道怎樣

可以吸引人閱讀呢？這正是令我們傷透腦筋的問題…除了四處找人分享之外，還要用不同內容來吸

引大家閱讀（實在唔容易呀），其實最終目的是希望透過小小渠道給大家多一種方式來默念主的作

為。

凱麗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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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點：Katherine & Edwin家

日期：某個星期日下午

小記﹕

Katherine﹕

小記﹕

Katherine﹕

小記﹕

Katherine﹕

小記﹕

Katherine﹕

小記﹕

Katherine﹕

小記﹕

Edwin﹕

小記﹕

Edwin﹕

小記﹕

小記﹕

Katherine：

你們的兒子叫甚麼名字？

郭柏樂（樂樂）

為甚麼會叫「柏樂」。

「柏」字是爺爺改的，「樂」字是Edwin改，希望他喜樂、快樂做人。

（聽見樂樂的哭喊聲）Katherine，你不用進房看看樂樂嗎？

不用，如果是下午的時間，樂樂若不是喊得太厲害，我都會由他。

我們以為你會有很大的反應。

聽到樂樂的喊聲當然有反應，不過會過多一陣才處理。起初以為自己對樂樂不會太緊

張，但當樂樂入了醫院後，才知道自己原來是很緊張的，不像我想像中那麼冷靜。

為甚麼樂樂會入醫院？

樂樂出世幾天後，就住了醫院2個星期，因為身體發黃及胃酸倒流，嘔奶太多，導致體

重下跌，所以醫生要求樂樂住院。當聽見要與樂樂分開時，就不停流眼淚，再聽見他要

入「暖箱」時，就哭得更厲害，因為我以為入「暖箱」是一件很嚴重的事。現在回想

起，我認為是一件好事，因為樂樂入院後能獲得護士照顧，這讓我們有更多休息的時

間。縱使每日3-8點到醫院探樂樂，其餘時間我們都可以休息。

為什麼會胃酸倒流？

因為樂樂的胃瓣未發育健全。

現在樂樂的情況有否好轉？

其實還未完全康復，可能要等到一歲

左右情況才會好轉。

嗯！嗯！相信你們一定很擔心。

出入醫院時，體力應付得到嗎？

都可以，可能由於順產關係。

今期團友專訪 - Katherine & E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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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記﹕

Katherine﹕

小記﹕

Katherine﹕

Edwin﹕

Katherine﹕

小記﹕

Edwin﹕

Katherine﹕

小記﹕

Katherine﹕

Edwin﹕

你們習慣現在的生活嗎？

樂樂剛剛出世時，Edwin晚上聽到阿B喊聲，整個人都會彈起。樂樂住醫院時，Edwin表示很

掛念BB的喊聲。

Edwin都幾緊張…他可以將樂樂的喊聲錄做電話的鈴聲（哈哈！！）

是的。

其實沒有甚麼習不習慣，基本所有模式都轉變了，起初2-3小時餵一次奶，食完奶、掃風、

換片…，其實沒有甚麼時間休息，不過現在好些。

沒有自己的私人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主要都是照顧樂樂，仍然在適應當中。

新手爸爸照顧樂樂時，有什麼困難？

不知怎樣做，他喊時已經抱住了，但仍是不停地喊。真不知道他是肚餓還是其他原因；有一

次試過將自己的手指放進他的口中，他隨即便咬我的手指（哈哈！！）。

過多一陣，便會帶他返教會，因為我自己也很想返教會。

我們有什麼可以記念你們？

希望可以返教會聚會，記念與Edwin之間的相處，因為大家休息的時間不足夠及教導樂樂的

方法有差異，所以大家的情緒都是一般、磨擦也會較多。

希望樂樂能乖巧多些，及與Katherine磨擦少些。

今期團友專訪 - Katherine & Edw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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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部收到風我轉工了（嚴格來說應該是我被家姐出賣了！ XD），故邀請我分享一下在工作/生活中所

經歷神的點滴。「我的確轉工了，不過我未上班啊！哈哈哈！」那麼我沒有事情分享嗎？非也！只要我

們細心留意，必能在生活和工作中找著神的蹤跡。到撰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我已在「新」環境中苦幹一

星期多了！

「新」這形容詞可圈可點。吃了回頭草，怎能算「新」？但這馬的任務變了，也可算「新」吧！公司是

舊的，同事是舊的，但座位變新了，工作變新了，心態...也變新了。這樣，要談在工作中經歷神，便要從

三年半前說起。放心，我沒打算把這大約一千三百日的經歷一一細說，不然就要寫到地老天荒了！(以下

以「H公司」代表) 

工作環境180轉變，重回起點學習

加入H公司前我是一名研究員，每天主要在實驗室進行實驗。四年的工作變得因循，失去挑戰性，神讓我

漸漸找到想嘗試的工作。H公司總的來說是一間顧問公司，主要提供公司管理和人力資源方面的專業意見

，而我的職責主要是客戶管理。過了四關面試後（這面試過程也有很多神的帶領呢），我終於正式加入

這個陌生的行業。陌生，源於這行業並不是我大學所修的科目，我亦沒有任何有關這行業的經驗，更不

擅長處人的工作。記得爸爸曾說過我太不flexible, 不太適合做那些對人的工作。因此，走進這公司就像你

移民到一個語言不通的新環境。加上公司發生巨變，有經驗的同事都離開了，只剩下我和幾個同期加入

的同事，但由於我們是為其他機構提供資訊和服務的，總不能藉詞說我沒有經驗而有所耽誤。壓力是何

等的大啊！不得不提，那年亦要忙著籌備梓榮和我的婚禮呢！（在此再次感謝曾勞心勞力的你們！）

那麼，我每天是怎樣過的？天天都像打仗一樣，要見客要cold call要回覆客戶的問題等，有時枱頭電話響

不停，有時一天見幾個客戶然後已經五點才開始坐下工作，忙得水也來不切飲也不用去廁所了！我享受

這工作嗎？其實我十分討厭打電話，亦不擅長喋喋不休地與客戶交談。因此每當我要打電話和見客，一

定禱告求主賜智慧和口才。感謝神的保守和恩典，日子一天天的過，我也成長了。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的，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你要謹慎，免得忘記耶和華－你的神，不守他的誡命、典章、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 恐怕你

吃得飽足，建造美好的房屋居住， 你的牛羊加多，你的金銀增添，並你所有的全都加增..... 恐怕 你心裏

說：『這貨財是我力量、我能力得來的。』 你要記念耶和華－你的神，因為得貨財的力量是他給你的，

為要堅定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今日一樣。」（申命記 8：11-13，17-18）

我曾經讀過一篇科學文章，提到人的智慧早就由基因決定，所以我不會忘記得貨才的力量是從神而來。

可惜人的惰性的確叫人很容易忘記神和忘記倚靠神，所以摩西叮囑以色列人要謹慎也不為過！過了一年

多艱苦的日子，我已漸漸掌握工作的方法和技巧，也因此慢慢忘記每天禱告倚靠主。當然遇著困難時也

不會忘記禱告，但只感到不是那回事，問題亦漸漸浮現。

在這裡找著一件東西漸漸地奪去我心，可恨的是雖然從我過往的經驗和心中聖靈的提醒中都知道我的選

擇是不屬主的，也會令自己憂愁的，但我仍選擇偏行己路。當中找到快樂，但其實是「快落」，快樂的

時光很快就過去，我也落在很大的憂愁中。心中少不免埋怨自己為何不好好跟隨聖靈的提醒呢？沒有一

句話比這形容得更好 - 以別神代替耶和華，他們的愁苦必加增。

肢體分享 -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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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安排比神的計劃和時間更好

就在那段自討苦吃的日子，恰巧梓榮要開始輪班工作！那怎辦？神卻為我們帶來新成員 - 小狗「比高」

也。有時晚上梓榮上班了，也有比高陪伴，在公司有多憂愁，回家抱著牠就能得到安慰。（哎呀，牠真

是可愛得不得了！）大半年過去，梓榮和我

在工作上也有轉變。他工作崗位變了，不用

輪班了，卻工作忙碌了和壓力大了。就在同

一時間，神帶領我離開工作了三年的H公司

去到一間中小企，我的工作反而變得輕省

了，也因此可以花多點精神處理家頭細務，

以致弟兄可以不用為家務操心，也可專心工

作！

這新工作是我一位9年前在大學認識的博士

生介紹給我的。神安排我在大學認識他，使

他有機會認識主，也一直保持聯絡。也很奇

妙地他一直都很認同我的工作能力，因此也

帶我到這中小企公司工作。神的計劃令我更意想不到的是，當我離開H公司時，他們也來了一位新老闆，

但這老闆為他們帶來了很多痛苦和壓力。每次與舊同事見面，他們總是在訴苦！不過不久之後他也在H公

司被消失了。到我重新接受H公司的合約時，那HR歎了一句：「我覺得你真係好好彩呀！」我心裡只能

說：「是主！」另一位同事也感歎說：「你返嚟呢個時間，真係好似好有安排咁呀！」我也只能回應：

「感謝神！」

教師不再隱藏，從恩膏的教訓中學習

回去，需要勇氣，因為別人對我已有一定的期望。我仍然在調較自己的心態，不要給自己過多的壓力，

一邊想：「他們主動邀請我回歸，必然覺得我適合。所以不要過份憂慮。」同時也不忘記：「不是倚靠

勢力，不是倚靠才能，乃是倚靠主的靈方能成事。」

三年前進H公司，神賜給我這聖經「人若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呢？人還能拿甚麼換

生命呢？」（馬太福音 16：26）你想我是在這裡工作了一年多後才靈性下沉嗎？不然！其實我的生命早

已不再活潑過來。但神卻不忘記我這忘恩的人，常常提醒我免得我偏離主得太遠。雖然我偏離主，但這

段經文總是在心中迴盪，保守我的心能回轉過來。神實在是最好的教師，能使用不同的人事物教導我

們。我在那中小企公司工作時實在很不習慣，甚至看不起他們，覺得他們工作很有問題，心中禁不住滿

是埋怨和批評。但神卻責備我的驕傲，開我眼睛，提醒我每人總有值得我學習之處。雖然「謙卑」這課

題不是新鮮事，卻明顯在那中小企工作的半年中突顯為我的重點學習主題。誰不知原來神是預備我這心

態去迎接我回歸H公司的工作。一開始提過我的工作變新了，是怎樣新呢？我現在轉到consulting team, 職

責與從前也不同了。從前雖然我也需要在consulting project中參與，但始終只是輔助角色，工作中的要求也

不同。現在我名正言順地做consulting project了，但因為我仍不太熟識這方面的工作，也需要重新學習，並

且要向一位比我年輕的同事學習。不但如此，這條team的同事不是在外國讀書回來，就是曾出國工作有

廣闊的國際視野。若不是神一早預備了我的心去學習謙卑，我肯定我會很憂悶和自憐。感謝神！

寫著想著，原來也寫了很長的分享，不過也不是甚麼華麗的文字，也沒有很動聽的故事。弟兄姊妹，今

天在你的工作或生活中，有沒有得著一個神為你度身訂造的生命學習課題？

互勉~

薇薇

耶和華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 我心裏倚靠他就得幫助。 所以我心中歡樂， 我必用詩歌頌讚他。（詩篇 28：7 ）

肢體分享 - 薇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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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出版部，邀請我分享「選擇服侍少年人的原因」，讓我有機會重新思考自己的事奉。不知不覺間，

我已在初中小組事奉了3年。今年已是第4個年頭，但形式上有著很大的變化，因為初中小組與便雅憫團

於每主日都會在副堂一起唱詩歌、聽道、圍圈分享。若果大家有留意主日周刊，我們便是「少年栽培

班」。

回想起當初，志偉問我有沒有興趣事奉少年人，一班剛升上中學的孩子，幫助他們在信仰上扎根，有系

統地認識神。心裏產生了很多疑惑，為何志偉會揀選我呢？我不是幼班的導師嗎？中學時期已離我很

遠，我真的能貼近一班少年人嗎?我真的能明白少年人的想法嗎?我真的能和少年人溝通嗎？但當我冷靜下

來，我就知道是自己不願走出自己的舒服地帶（comfort zone），因為教導幼班是自己的強項，也是自己

的喜好。若教導少年人則要花上很多心思、時間和心力。故此，我給志偉的回覆是「你試試再找其他

人。若然沒有人願意做，我仍是可以的。」最後，神要我離開自己的舒服地帶，學習順服祂、倚靠祂、

信靠祂，事奉一班少年人。

事奉少年人後，我逐漸明白他們的真正需要是甚麼，也回想起自己的中學生涯。對我而言，我很懼怕環

境的轉變，中學所有的事物都是新的，無論是校園環境、老師、同學、課程；再加上自己沉靜、內儉的

性格，更不知如何是好。過了差不多一個學期，我仍是孤單一人，未能有固定的朋友圈子。感謝主，讓

我在一個佈道會決志相信祂，讓我的性格有著改變，也漸漸適應中學的新生活；到了中五，成績成了一

個關卡，差一點兒不能在原校升讀中六；到了中六，所有的好朋友都未能繼續升學，但又沒有時間與班

裏的同學溝通、接觸（因社團活動關係），所以朋友成了另一個關卡。若不是神的保守和帶領，我相信

自己已經倒下來了。

我覺得現在少年人的競爭很大，他們需要適應的事情也有很多，所以他們的讀書壓力絕對比我大，也比

我辛苦，心裏強烈地產生了幾個想法﹕

1. 很想陪伴他們渡過中學的生涯。

2. 很想他們堅定地認識自己的信仰。

3. 很想他們建立一班在主裏的朋友。

4. 很想他們建立一個生活與信仰合一的生活。感謝主，讓我有機會與不同的弟兄姊妹，一起事奉少年

人，由起初混亂、模糊的一片，到現在大家的想法差不多一致，因著同工的支持、鼓勵、付出，我才能

堅持到現在。

經過3年的時間，我們終於與一班少年人建立了一個穩定的關係，他們很喜歡與我們相處，無論是教會內

還是教會外的生活。完了主日，現在我們會與部份少年人吃午飯，希望更深認識他們。願神大大賜福給

他們，讓他們更深入地認識神，將來一起事奉神!

Soso

1-3-2015

肢體分享 - S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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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組分享

丐幫
於2015年由幫主魏姥姥及張真人創立。

幫會宗旨為P.I.S.，不用解釋。

創幫目標為R.I.P.，意即... Rich in (Heavenly) Pocket！

幫會會歌是（平安詩集51首）

孤單可憐，一丐者坐在路旁，雙目失明，不能看見亮光；

緊握破衣，黑暗中戰兢不停，耶穌一來，使祂重見光明。

耶穌一來，撒但權勢就粉碎；耶穌一來，抹去一切眼淚；

除去幽暗，使痛苦變為甘甜；耶穌一來，萬事都要改變。

昔有一人，被邪鬼附上他身，離別親友，凄涼獨住山墳；

惡者捆綁，傷害己體無人救，耶穌一來，釋放他得自由。

耶穌一來，撒但權勢就粉碎；耶穌一來，抹去一切眼淚；

除去幽暗，使痛苦變為甘甜；耶穌一來，萬事都要改變。

  

盡組
是出自於馬可福音十二：30 你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 你的神，取其

“盡”字。期望來年都能效發主，要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 ，為主而

活。亦希望常能“盡組”番聚會。lol

童心同行
因為想表達同心同行的同時，也帶著單純的心跟隨主，故改名童心同行。

目標：希望弟兄姊妹建立更深的屬靈友誼，同心同行窄路。



 

尋光組 
 

「因為在你那裏，有生命的源頭;在你的光中，

我們必得見光。」(詩 36:9)                   

最近經常思想到羅馬書所描述身體與聖靈相爭

的情況：當不斷在這二個範圍徘徊盤旋之際，這

個輭弱的身體彷彿沒有出路，生活乏力枯燥。有

時又會偶有勝過軟弱，但往往也時勝時敗。但當

轉眼仰望神對人(自己)的憐憫及拯救時，順著聖

靈的引導時，神是信實的，所有的輭弱困苦頓然

一掃以空。感謝神!神是信實的，在一切事上都

能得勝有餘。By kei                         

小組目標...自己好希望組員們可以多 d深入相交

的機會啦，雖然大家都係大忙人, 但係希望大家

返到團契都可以互相分享互相代禱，我諗神都會

好開心我們多 d 一齊祈禱..咁咪可以快少少將教

會裝飾整齊 lor, 愈講愈宏大 tim :P 不過小組目

標梗係要宏大 d la :) by min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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