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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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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拉太書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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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問題可與團契導師或直接向司庫聯絡。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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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賜我們靈活的嘴唇和舌頭，讓我們每天都可以自然地表達自己。當遇見的人和事漸多，

便知道能這樣隨心所欲說話實在不是一件必然的事。可是，要勒住舌頭，不讓自己亂說話，卻不是

一件容易的事，聖經也說：「舌頭就是火，在我們百體中，舌頭是個罪惡的世界，能污穢全身，也

能把生命的輪子點起來，並且是從地獄裏點著的⋯ 惟獨舌頭沒有人能制伏，是不止息的惡物，滿了

害死人的毒氣。」（雅3：6, 8）

天父給我們嘴唇和舌頭，總有他的心意，也讓我們可以說造就人的話、說讚美主的話、唱優美的詩

歌。不過，「惟獨出口的，是從心裡發出來的，這纔污穢人。」（太15：18），所以，惟有靠著主

的幫助，保守自己的心，才能更好控制言語、唱詩歌時才能真正的口唱心和。

說到唱詩歌，不知道你會否想起一個人物？他／她使我們能齊聲唱出耳熟能詳的詩歌，又幫助我們

學習那些未曾聽過的詩歌。對了！就是司琴。司琴常常幫助我們，我們對他／她們又認識多少呢？

今期季刊，出版部訪問了團契的三位司琴，讓大家更了解她們，也希望能幫助大家更同心的事奉

主、唱詩獻給他！

Candy

九月又開學了！感謝天父讓我過了一個悠長假期，當中也能夠好好休息，從新得力！

假期中，看了一部戲，相信不少肢體也看過，就是《玩轉腦朋友》。最深印象當然是其中一位角色 

– 阿愁（因她非常像我們的一位肢體呢~ 你們猜是誰？哈哈！！）。當中有不少的思想… 天父給我

們不同的情緒感受，究竟為何？人們都想獲取快樂，追求快樂，但天父教我們要常常「喜樂」，喜

樂不代表沒有經歷困難，因為保羅就是多受患難而能夠喜樂的；喜樂也不代表要不斷正面思想，因

為終有一天會「撐唔住」，倘若「撐住」我們的是地上的人（包括自己）、事、物，這些快樂很快

便會過去… 我相信「阿愁」有她的存在價值，因為愈是經歷愁苦、哀傷、黑暗，愈可以捉緊神，經

驗神最深刻、不離不棄的愛。「一宿雖有哭泣，早晨便必歡呼。（詩30：5）」有神同在，是我們喜

樂的來源。

分享點點祈禱的經歷，上學年接收到學校新的行政措施，心裡一直隱隱不安，加上放假前仍有許多

未知數，擔心新學年各種的挑戰，恐怕自己這年真的應付不了，也想過若應付不了該不該中途請辭

… 但決定靠禱告交給天父安排後，才放鬆不少，心裡踏實地知道無論遭遇何事，天父總不會棄我於

不顧，那又有何懼？！結果，恩典夠用，回去開會才知道學校某些措施改變了，事情最後沒那麼

糟，感謝神！

最後，希望弟兄姊妹為我代禱。今年又是任教小一寶寶！知道後，切切懇求天父給我更多的愛心和

耐性，因為說真的，這些其實自己都很缺乏…寶寶們很可愛，今年也特別喜愛他們，甚願他們小小

年紀也能認識神，所以自己的見證很重要。另外就是爸爸的身體，之前小腸氣和前列腺出了問題，

感恩的是他現在好多了（除了掛尿袋不方便），現在正排期動手術，醫生說一次過兩個手術一起

做，減少麻醉多一次的風險，但他年紀大也曾中風，風險也較高，爸爸的意願是希望動手術，請記

念爸爸的身心靈和家人的心情。

Nancy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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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動心靈的安慰者

最近愛上一齣動畫，故事大概是講述一個小女孩內心裡面，各樣的情緒如何影響她。其中有一幕是

這樣的：女孩子的童年玩偶在回憶著，他跟女孩子有很多很多美好的片段，想著想著，說著說著，

他就哭了。代表著快樂的阿樂想來安慰他，於是要他「別這樣吧！開心點啦！」這個小玩偶還是不

斷的在哭。這個時候，代表著憂愁的阿愁慢慢走過來，悄悄坐著，聽著，輕輕說出一句：「我明

白，當時你一定很傷心了。」小玩偶仿佛缺堤般大哭。哭完了，心情就平伏了。

這一幕並不算是電影的高潮位，卻觸動了我的心。有時候，我們傷心、難過、痛苦、失望⋯那個時

候，我們需要的，往往不是一句：「別這樣吧！開心點啦！」就能夠平伏到的。一個輕輕的拍肩

膀，靜靜地坐著傾聽，從心底回應「我明白」，這樣才能夠真正觸動心靈，安慰傷心的人。羅馬書

12：15「與喜樂的人要同樂；與哀哭的人要同哭。」同理心比千言萬語更勝萬倍。

說到最觸動心靈的安慰者，必定就是主耶穌。主耶穌也曾與人一同哭，在拉撒路死後，他的兩個姐

姐都在哭，主耶穌看見他們哭，祂也哭了。主耶穌是全知全能的，祂必定知道拉撒路必定會復活，

為甚麼祂不是跟他們說：「你們別哭吧！你們太小信了！」主耶穌並不是這樣的，祂內心柔和謙

卑，祂體恤人的軟弱，體恤人對死亡和離別的痛苦，祂哭是因為祂愛馬大，祂愛馬利亞。

面對著軟弱失敗，有時候我們也會灰心喪志，像彼得一樣。經過雞叫，他猛然醒起主對他說的話

「他要三次不認主」。彼得對自己灰心喪志，主耶穌卻不是立時去責備他「看看看！我不是老早提

醒了你麼！你果真不認我了！」主耶穌並不是這樣，而是先給他肉身所需，再用溫柔的對話讓彼得

重新站起來。

弟兄姊妹，你又曾否面對困難、面對灰心喪志、面對傷心難過⋯當你遇到這些境況，你有沒有去到

那真正能夠觸動你心靈的安慰者面前，求安慰、求醫治、求幫助呢？

願我們都從主那裡得著最觸動心靈的安慰，也用主耶穌的愛去安慰身邊的人。

主內

姿婷

編者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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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薇薇：

Lynette：

SoSo：

編：

薇薇 & 

Lynette：

SoSo：

你們當了司琴多久了？是怎樣開始的？

我中四已經開始當司琴，霎眼已經15年了。當初細細個學琴就是因為喜歡彈詩歌，其實

自己不喜歡彈classical，所以其實彈琴的基本功沒有練好。（婷婷爆料：當年薇薇不時會

在教琴老師上來前才趕快練琴，試圖蒙混過關…）很記得未正式當司琴前，珮華在團慶

中找我在Drama中演司琴，當時要彈「聖哉聖哉」，很深印象是自己技巧唔得… 第一次

在團契彈「盡忠」… 第一次夏令會彈琴… 總是會記得這些零零碎碎的片段…

應該是08年9月開始在團契服侍。當年在美國讀書期間有番教會，當時也會留在教會練

琴，彈琴也算是自己的恩賜，也在考慮事奉的方向。畢業前參加了一個讀經營，當時營

中缺了司琴，我被邀請當司琴，當時只有一天半天時間預備，只好盡力把握一分一秒去

練琴，當時很深的體會是神帶領著我去彈琴。

當初是因為想當司琴，同時也因為工作需要（註：幼兒老師很多時需要彈琴）而學琴

的，直至現在也仍有在司琴班繼續學琴。記得初時當司琴彈琴的時候會手震，現在經驗

多了，手震的情況也改善了。

你們認為怎樣才能成為一位好的司琴？

除了技巧上彈得準確，更重要的是能夠帶動弟兄姊妹投入詩歌中敬拜神，有時要感受一

下詩歌的內容，感受一下會眾的氣氛，維持詩歌合適的節奏，所以司琴自己的靈與神緊

密聯合很重要。

也要有心，並願意付出、去裝備自己。

今期團友專訪 - 司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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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

Lynette：

SoSo：

薇薇：

SoSo：

編：

薇薇：

編：

Lynette：

薇薇：

SoSo：

編：

薇薇：

Lynette：

SoSo：

當司琴曾經遇上甚麼困難？

要追收詩歌，如果遲遲都未收到我會主動追收，否則便會練唔切。另外，當自己的狀態與詩

歌的內容不乎，可能未必能夠投入，未必能夠同領詩者同心，流於應付了便算。所以如果可

以提早收到詩歌，可以早點預備，情況便會較好。

有時太遲才收到詩歌，真的會不夠時間去消化歌詞，以及預備自己的心去表達詩歌的意思。

所以，若能在星期三晚或之前收到詩歌，便可以有較充裕的時間預備。

不知道弟兄姊妹有否留意，彈琴時自己會留意到自己的狀態。當自己靈性麻麻的時候，會好

留意到自己彈錯，這就面對一個矛盾，當靈性不好的時候仍要做司琴，因為請別人替代也很

怪，總不能連團契也不回去嘛，這個時候便惟有好好祈禱。其實我覺得彈琴真的可以幫助提

起自己的靈性。當靈性低沉時，一直彈詩歌，可以幫助自己重新得力。另外，當司琴久了，

有自己的看法和做法，難免會出現一種「評論」心態，所以更要學習不與別人比較，只要自

己盡忠，向神交代便好了。還有些趣事，例如有些詩歌本來沒有副歌，領詩者會話彈副歌，

便不知怎樣反應。有時候詩歌有5節，領詩者會話「唱晒」全部4節，便不知要不要彈第5節

…

當遇到靈性不好的時候，真的很難彈得好。我會先安靜自己，另外，有一次在司琴班當主席

時有一位做評判的姊妹分享，遇到這些困難時，可以祈禱求神幫助去專注彈琴，我也正在努

力學習。

另外，有沒有一些感恩的經歷分享？

記得許多時當司琴的日子往往碰上自己的生理期，有時候會很痛，奇妙的是每每一坐上琴櫈

便沒有痛，下來又再痛，足見神每次也有夠用的恩典。另外，有些時候坐在琴前望著鋼琴上

的黑白鍵，也會感謝神的恩賜，音樂是神送給自己的禮物。怎樣當司琴講台上不會教導，感

覺神就是自己的老師。

你們最喜歡彈哪些詩歌？哪些最難彈？

我喜歡彈澎湃的詩歌，例如《敬79敬拜主》、《平10祢信實何廣大》。比較難彈的例如《平

113耶穌奇妙的救恩》。

最喜歡有很多，但不喜歡太過幽怨的詩歌。比較難彈的例如《敬21感恩頌歌》。

最喜歡彈慢及抒情的詩歌，可以有多些默想的空間，例如《敬231親近更親近》。我也怕彈

較哀怨的小調歌，例如《陶造我》，因為我通常是配chord彈，平日較多彈大調的詩歌，較

少彈小調的。我也同意《平113耶穌奇妙的救恩》是一首比較難彈的詩歌，因為拍子快、也

複雜。

有沒有甚麼代禱事項？

記念自己與神的關係和來年事奉的方向。

感恩最近靈性有點提升，記念往後事奉的目標和方向。

學習當遇到困難時，能祈禱求神幫助去專注彈琴。

今期團友專訪 - 司琴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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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這短短的四日三夜夏令會裡所得的提醒和感動實在是超過我所想所求的。

我個人原本也沒有期望能在這令會裡得到甚麼或有甚麼感動。因為今年是第一次有四、五位初中的少年

人參加全營，所以營前只盼望可以好好的陪伴他們，讓他們可以好好享受這幾天豐富的筵席，學習聽神

自己的說話，好好的思想神。

加上我六、七月份的工作十分忙碌。面對上司、同事、日常的工作、特別的工作項目等…精神和心靈也

筋疲力竭，情緒也受影響；心裡只想稍稍離開當中的環境，在令會中把整個人重新安靜下來。

或許，人的方法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但我們的主總有祂的一套。

在安靜的時候，主給我的不是安慰，反而是用上年的獻心咭狠狠的給我兩記耳光。因著上年的感動和領

受，我立志要"柔和謙卑、不驕傲、不自恃…"。但今年再次看到這個內容時簡直無地自容，第一個反應是

…"幹嘛我對這個內容一點印象也沒有?""今天的我不就是這裡的相反嘛？"第一次如此討厭自己，我問天父

："我可以扔掉這一個我嘛？" "不可以，因為這個就是你。這個你是不會離開你的，你打消這個念頭吧！" 

"那我怎麼辦？我怎麼辦了？" "昨天的講道不是說人沒辦法把自己處理好嘛？唯一的救法就是叫耶穌充滿

自己" "即是怎樣？" "你來叩門吧，你不來求，我怎麼給你呢……" 就這樣，我的心再次在主裡面溶化了。

另外，今年也嘗試學習"聽而遵行"。感謝神叫我在見證會裡經歷了"脫離卑賤"的自己。其實回頭看，站出

來分享見證又不是甚麼大事，全都是我們自己教會的弟兄姊妹，但是我想往往神本身的榮耀就是這樣被

我這個人虧缺了；見證祂的機會就是這樣被我堵塞了。我對自己說，就是從椅子前站起來，那你便在"脫

離卑賤"行近一步了，不讓這個人成為攔阻。確實就是這一步，心裡面的喜樂和雀躍真的不知怎樣描述出

來。

再者，還有第二件叫我雀躍的事…就是"離開不義"的學習。記得講員提到曾經有一弟兄因為欠巴士公司車

費，所以他把所欠的款項連同一封道歉信交還給巴士公司，這見證讓我想起我在中學時偷了表妺的東西

。這麼多年我們倆也沒有再為意再提起這一件事，既然今天天父讓我記起了，（以前的弟兄也提供了解

決事情的做法）那我又有樣學樣的買了些禮物、寫了封道歉信，交給表妹，好好的面對、解決這件醜事

。原來，雖然那事過了這麼久，而且大家也差不多忘記了，但是那份"離開不義"的輕省和喜樂是如此的真

實和實在。但願天父爸爸看見了也稍稍覺得欣慰。

確實，夏令會對我而言，是天父每年給我的一份很好很好的禮物。當中的每一堂道，每一次安靜默想的

時候，每一個提醒，每一片藍天、青山、綠水，都讓我知道祂有多麼的真實，祂對我們的相交有多麼的

期待…

互勉之

煒莉

2015 夏令會分享 - 煒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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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會中最記得的，就是第一堂講道，講員提到：「我們要對信仰認真；若只聽道而不肯委身行道，就

如同把耶穌的話當作孩童戲耍一樣。」

是的！自己信主已有一段時間，卻少有認真去想委身事奉的事。很多時候，自己只求成為一個在外人眼

中看為合格的基督徒﹝甚至只想像買保險一樣，得「天堂入場劵」便一勞永逸﹞，卻鮮有認真看待信仰

，看待主在我們身上的心意。

知識頭腦上是明白的：主要我們與他同工，叫我們在當中經歷他，並叫我們在當中與他有更深的關係，

主亦甚願在當中賜福給我們，叫我們脫離世上的纏累，擔子得以輕省。腦袋明白這事，但在行道上，自

己卻沒有實質經歷這些事。教會中崗位的事奉，也只是按崗位的需要去作事而已，沒有去著重與神的關

係和經歷。

自己本身沒有甚麼使命感，只是隨波逐流而已。感謝主，讓我在令會中再次反思，自己對主的道有多認

真呢？實在自己對於主的愛，回應實在太少，亦不太懂以愛心去服侍身邊的人；在聖經的真理上的認識

也是不夠，卻又不肯去擺上更多時間，在真理上進深。

在神面前有以下的立志：

‧在家庭、工作、生活中作更好的見證，在言行舉止中榮耀神

‧學習多了解別人的需要，以愛心去服侍身邊的人

‧願意進深神的話語，多看屬靈書去裝備自己，應付末世的洪流衝擊

坦白說，「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以上的立志，需要更多時間、更多靈裏的更新、

更多神的保守和帶領。現在還沒有確實的計劃和目標，但願神施恩開路，好叫自己能在各事上蒙神光照

，在主的愛中經歷更多。

智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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