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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2011 Opening Balance 收入 支出 4,532.00     
10/12/2011 講員車敬 300.000        
17/12/2011 講員車敬 300.000        
24/12/2011 奉獻 200.000        

4/1/2012 卡 60.000          
7/1/2012 但以理團團慶禮物 104.000        

14/1/2012 約瑟團團慶禮物 42.300          
21/1/2012 約書亞團年刊印刷費用 1,808.000     
21/1/2012 約書亞團團慶食物 1,339.500     
4/2/2012 奉獻 4,200.000     

Total 4,400.000     3,953.800     

17/2/2012 Closing balance 4,978.20     

                                                  約書亞團4/12/2011- 17/02/2012現金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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話語細嚐

我在　神面前、
　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
　　憑著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
　　務要傳道．
　　　無論得時不得時、
　　　　總要專心、
　　　　　並用百般的忍耐、
　　　　　　　各樣的教訓、
　　　　　　　　責備人、
　　　　　　　　警戒人、
　　　　　　　　勸勉人。
　　　因為時候要到、
　　　　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
　　　　　耳朵發癢、
　　　　　　就隨從自己的情慾、
　　　　　　　增添好些師傅．
　　　　　　　　並且掩耳不聽真道、
　　　　　　　　　偏向荒謬的言語。
你卻要凡事謹慎、
　　　忍受苦難、
　　　作傳道的工夫、
　　　盡你的職分。 （提摩太後書四：1-5）

1) 

2) 

3) 

「時候要到」所指的時甚麼時候？
為什麼因為這個時候要到，我們就務要傳道?

經文中提醒我們傳福音時應有的態度是什麼？
具備這些態度有什麼重要性？

「務要傳道，無論得時不得時。」試思想一下保羅的事奉生涯中，他是否忠
於主給他的託付？
再回想我們自己，我們又有否在主給我們的事奉裡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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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團友專訪 (MARY)

今期很高興，請到親愛的MARY接受訪問! MARY和CARTER婚後於美國生活，原
來轉眼就兩年了，真的有這麼久嗎?

很開心見到您哦! 您在美國生活好嗎?
OK呀!(開心聲調) 學習緊! 整體上有神祝褔!

您在美國的教會聚會得好嗎?
那邊團契不論在靈性、屬靈知識、心智、信主年日等各方面都相對較
為初淺，要學習的功課很多，例如：團契知識份子多，要學習謙柔比
較難，不過謙柔是每個人都要學的功課，有時我會選擇避開不接觸某
些人，以免在相處時聽到一些我不想聽到的說話。希望未來我們團契
各人於屬靈分享和相交方面有好的學習和成長。
回港後比較兩個團契，我很喜歡這裡(約書亞團)，因為大家說話裡面
真是很謙讓，是帶著愛的，並不是假裝的，也沒有傷人或無謂的說話
。大家要繼續努力追求啊!

新婚生活好嗎?
感恩我們不常吵架! 而且今年我們開始有一起祈禱的時間，希望我們
的關係是靠神建立! CARTER今年做團長，感恩他明白到事奉不是工
作，而是要和主有好的關係，他自己也想在靈性上有長進呢!
(MARY笑)

小記：
MARY：

小記：
MARY：

小記：
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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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團友專訪 (MARY)

在那裡的工作好嗎?
我在三藩市YMCA短暫實習，但其實自己未清楚在哪裡落腳，未來要
靠神的帶領。

有什麼感恩事項嗎?
剛和家人旅行，享受和媽媽手拖手獨處的時光，希望這好印象有助媽
媽返教會啦! 妹妹今個月尾都回來了，會長住，貓兒已回到了!

有什麼大家可以為您代禱?
1.

2.

3.

4.

5.

6.

謝謝您哦!  :)

小記：
MARY：

小記：
MARY：

小記：
MARY：

小記：

美國教會兩位牧師中，走較保守路線的一位要離開了，餘下比較年
輕的一位，現在要請一位新牧師。

教會要找合適的地方作搬遷，盼望不會太影響弟兄姊妹的聚會。

希望教會有活潑的屬靈氣氛。

記念到間中有些弟兄姊妹會轉往靈恩教會的情況，他們可能想在靈
性上有突破，但基礎不穩，就給靈恩的教會吸引了。

家人早日信主。

前面工作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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肢體分享

讀《主愛相隨十八載》，我的心跟你們互動著。
棋：
魏生：
May：

也給大家一封家書。

曾經想過要宣教去，但主深知我軟弱。遠的蒙古新疆去不了，卻被派來對面海的
一個小角。但原來隔了一條河已有不同的文化，小女子喊著念家。天父就讓我久
不久有機會在你們中間，打邊爐吃放題歇歇息。

我在這裡很自由。我常說，我可以在這裡打筋斗穿拖鞋「桐」高腳，因星期一至
五，教會裡只有我一個。(有姊妹替我多加一項：死了也無人知)
一個人當然也有壞處。教會的in-tray不會被壓爛，因這裡有一個人肉in-tray，會
走會叫的。人肉in-tray的腳開始buckle，心志鉛筆快要刨到紅色擦膠位。
這些時候，讀聖經讀到主被藐視、誣告……心想：這些小女子只淺嚐，但已夠我
灰心傷心憤怒。但再讀《主愛相隨十八載》，心又想：既然「在世上，你們有苦
難」已一一應驗，「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又怎能不落實呢？ :)
再跟大家分享兩年感恩感動事便收手了……

1.

2.

祝願 約書亞團
主愛相隨十八載
人和讚聲溢殿外

主內
詠雯姊妹

馬上回應了你的呼召，同唱「以馬內利」~
教會裡有一些封了塵的trays，要不要給你？keke…
會為ACMC禱告。

數個月前，神安排了兩位教會內的肢體與孤單小女子同心禱告。深感教會缺
乏禱告，我們便學習每週用半小時跪禱。父神體恤孩子們的軟弱，知道若禱
告不見果效，小孩們便會失去學習動機。只三個月，我們便經歷了幾次禱告
馬上蒙應允！有些事情是放下幾年沒禱告，一禱告，翌日便有結果！天父，
我知祢等我們回到祢座前求已很久了……

最近讀一本在書室隨手拈來的書(呀，我是有付款的~)，讀這書的時候，眼濕
濕，也彷彿回到昔日坐在會眾中靜聽主話的時候。感動的未必是它的內容，
卻是前輩終生忠心服侍的情懷與心志。這些老掉牙的話，坊間已有不少人嫌
「沉」氣，但前輩還是忠心地寫下去。無他，正如他的大女兒所形容：「他
心有所屬，因為他常嚮往天上更美的家鄉，就是那與主面對面，論功行賞的
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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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各部

職員：
部員：

職責：

今年方向：

「我不以福音為恥：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猶太人，後是
希臘人。」（羅1:16）

智豐
感謝主，仍讓我能有機會在團契傳道部有事奉的機會。
想起去年第一次作職員，沒有經驗，很多事情做得不好，卻總算靠著主恩渡過了
今年是第二年，總希望比去年做得好，作無愧的工人。

對於來年傳道部的工作，簡單來說有以下的期望：
1.
 
2. 
3.

以上的目標，需要自己更多的擺上，更需要恒切的禱告。
求神親自看顧，並希望所作的事，能蒙主記念，不枉費時光，白佔地土。

智豐、耀基、家禎
文俊、錦籣

1) 安排團契佈道出隊事工，叫神的傳福音能夠廣傳。
2) 陪談、栽培及關顧新朋友。

鼓勵弟兄姊姊作福音工作，配合教會主題，建立傳福音的心志。

期望能配合教會今年「恒常佈道，共建神家」的主題，做好佈道和傳福音的工
作。
期望能建立弟兄姊妹傳福音的心志，領更多同事、朋友和家人到教會當中。
期望自己能做好見證，在生活中抓緊傳福音的機會，讓身邊的人更多認識神。

感謝神在2011年裏，
有一班同心的弟兄姊妹
在傳道部服侍，為主福
音工作努力!今年，阿
衡同NANCY會去到不
同的崗位服侍，但願神
的恩更多臨到他們身上
，繼續為主發光!

傳道部



介紹各部

耀基
再一次去到傳道部服侍，神給我看見人真正最需要的，是神自己。當走到不同人
羣當中，無論是教會附近的街坊、親友、弟兄姊妹，或是同事，甚至是不同國籍
的人，每人都面對不同的景況，為著不同的東西努力。在這個節奏急速的時代，
人得著的，往往都是短暫，人需要歸回到神面前，人真正心靈的景況，才能得著
滿足，叫神就得著喜樂。福音工作，神已經託付給我們每一個，叫我們與祂同工
。
去到這個崗位當中，神給我有一班很同心，一起為主福音工作努力的弟兄姊妹。
但願在這一年裏，神親自同你們每一個心靈講説話，並藉著不同的服侍，一同禱
告出隊，叫我們眾人得著主更多。在現今社會裏，作福音工作必定不容易，但神
的應許是信實的，神的恩典是足夠我們用的，神必定叫我們勝過難阻，叫我們去
完成祂的美旨。
在服侍當中，神給我最大的考驗，就是生命的鍛鍊，要知道神給人的感動是什麼
。福音工作必然是要作，但人能作的事情可以是很多，恐怕自己的意思出了來，
不能叫神的家得著益處。當事奉或生命裏有其它東西混雜時，較難能聽見到神的
聲音。但願主繼續憐憫這個有限的人，一同遵行神的旨意，為神的家努力。

家禎
2011年我接觸了一些住唐樓的福音對象。2012年我發現神將得救的人數一個一
個的加給教會。他們因工作或家庭的緣故，星期六日不一定能參與聚會。令我感
動的是，他們的心很單純，在生活中很容易察覺到神的恩典和保守，也常感恩。

新的一年， 我希望自己不徒受主的恩典，獻上神給我的那一份!

「我要傳這快樂福音，到各處黑暗之地；

對人人為主作見證，指引罪人得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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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各部

造就部

職員：婷婷、敏妮
部員：朱仔、Candy

感謝主，讓我們有機會事奉祂。2012年造就部的異象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夠每天穩
定讀經靈修，與神建立良好的親密關係。為配合這異象，我們會舉行/協助舉行一
些讀經聚會和提供一些輔助式的讀經材料，讓弟兄姊妹能夠有更多機會安靜主前
，認識祂的話語，包括：話語細嚐、窄路涼亭、教會讀經日和退修營。願意弟兄
姊妹天天考查聖經，行祂所喜悅的事，蒙神喜悅！

雖然弟兄姊妹在生活上經歷不同難處，難免有疲憊的時候，但如聖經所言：「但
那等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
卻不疲乏。」（以賽亞書40：31)，只要我們多親近神，必能力上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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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各部

相交部

職員：梓榮、穎兒、綺雯
部員：諾衡

方向：
1. 相交生活不只在教會, 與弟兄姊妹在生活上一同經歷神。
2. 與弟兄姊妹建立到彼此分享和分擔。
3. 在團契中以外的生活建立到靈裡分享。
4. 與新朋友一同投入團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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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紹各部

出版部

於2012年，我們出版部有以下的成員﹕
職員：Vicky、soso
部員：Nancy、凱麗、阿海

今年出版部會出版5本刊物─「春」、「夏」、「秋」和「冬」的季刊和1本感恩
年刊。出版部是一個溝通的平台，讓弟兄姊妹透過文字或圖畫或相片，與其他弟
兄姊妹分享有關各樣的事情，無論是生活見證、屬靈書籍分享、讀經分享等等；
另外，也讓團契各部與大家分享有關他們的資訊。故此，我們在此呼籲各弟兄姊
妹努力地向出版部投稿，好叫你們的分享能成為弟兄姊妹的激勵和幫助，也讓弟
兄姊妹有機會更認識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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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介紹

喜樂若天組

小組弟兄姊妹
文俊，耀基，偉漢，樹文，嘉曦，德仁，若天

淑文，佩珍，錦蘭，孫慧敏，嘉明，海倫，雪花，麗明，莊慧敏

小組名稱由來
不少組員期望今年可以更喜樂，再加上陳若天BB的誕生，是一件很寶
貴的事情，所以便以「喜樂」和「若天」命名。「喜樂若天」是一種

存到永遠，無論是福或禍，都能如泉水湧流，不斷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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窈窕組

小組弟兄姊妹
智恆、Arthur Hong、佳海、俊傑、健輝、梓榮

淑君、日儀、家禎、樂然、瑪莉、嘉希、姿婷、煦風、袁媛

 "唔好以為窈窕組呢個形容詞係用來形容呢個小組嘅大細，形狀或特徵
等。其實裏面包含了好豐富嘅屬靈意思呢!!!

當我們走天路時，必須追求聖潔以至進窄門才能到達豐盛的美地，但追
求聖潔以至進入窄門並非易事，必先放棄來自世界不同的吸引，以及一
切可厭惡的"己"生命。因此，當我們思想到這些捨棄的問題時，這個"窈
窕"的概念就成為我們小組的追求目標了。"

各小組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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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介紹

突破組

小組弟兄姊妹
阿劍、振昌、遠稠、遠明、諾文、志霖

可欣、惠棋、 文雅、桂嬌、綺雯、詩慧、秀玲、毓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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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小組介紹

HoneyCom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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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ndy返團契：2006年
2) May & Rayson 結婚：2010年
3) 佩珍返團契：1992年
4) 遠稠返團契：1998年
5) 譚偉然出世：2008年12月1日
6) 可欣信主：2005年
7) 洪福返團契：1997年
8) 健輝，凱麗結婚：2008年12月21日
9) 諾衡信主：2009年
10) Donald信主：2003年
11) 綺雯返團契：1996年

劉健輝(9年)
最喜歡的經文：「烏斯地有一個人名叫約伯；那人完全正直，敬畏神，遠離惡事。」(約
伯記 1:1) 
黃敏妮(7年)
最喜歡的詩歌：是那一天在十字架之下(平162) 
馬桂嬌(10年)
座佑銘：主知道就夠了。 
郭洪福(15年)
座佑銘：「培養渴慕主的心是信仰生命力的根源。渴慕，一切來得事半功倍， 感恩不斷
；相反，一切變得力不從心，拉牛上樹。」
最喜歡的詩歌：你心裏渴慕救主耶穌(平177) 
熊曼輝(17年)
最喜歡的經文：「這不在乎那定意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發憐憫的神。 」(羅
9:16)
蘇惠琼(20年)
最喜歡的經文：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
的神必與你同在。」約書亞記 1:9 
姚麗賢(11年)
最喜歡的經文：你們要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當叫眾人知道你們謙讓的
心。主已經近了。」腓 4:4-6
最喜歡的詩歌：在那靜靜的加利利海邊(平 67) 
梁永泰(35年)
最喜歡的經文：以弗所書全卷
最喜歡的詩歌：主耶穌是我良友(平 23)
黃栩傳(32年)
最喜歡的經文：你們就是意念相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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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不可結黨，不可貪圖虛浮的榮耀；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
己強。」腓 2:3-4
最喜歡的詩歌：主阿我神我每逢舉目觀看(平 14) 

12) Mingo信主：2004年
13) 煒莉信主：1999年
14) 陳若天出世：2011年
15) 智恆信主：1999年
16) 文俊返香港：2003年
17) Lynette受浸：2009年
18) Debby返團契：2006年
19) 梓榮信主：2008年
20) So So受浸：2007年
21) 俊傑，惠棋結婚：2009年11月
22) 劍峰返團契：2007年
23) Minnie受浸：2010年

小遊戲答案

年刊遊戲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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