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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記錄

P.2

16/11/2012 Opening Balance 收入 支出 (940.10)      

11/11/2012 摩西團團慶禮物 55.200          

15/11/2012 文斌,思梅婚禮禮物 49.500          

24/11/2012 奉獻 1,100.000     

8/12/2012 奉獻 500.000        

18/12/2012 冬令會營刊印刷費 312.000        

22/12/2012 奉獻 2,600.000     

24/12/2012 冬令會部份營費 4,060.000     

24/12/2012 冬令會尾數營費 1,530.000     

24/12/2012 冬令會講員車敬 2,400.000     

24/12/2012 冬令會雜費 149.000        

5/1/2013 奉獻 3,800.000     

5/1/2013 但以理團團慶禮物 64.000          

9/1/2013 約瑟團團慶禮物 95.000          

12/1/2013 奉獻 4,900.000     

19/1/2013 約書亞團年刊印刷 1,176.000     

19/1/2013 約書亞團團慶食物 1,170.200     

26/1/2013 奉獻 1,260.000     

9/2/2013 奉獻 400.000        

9/2/2013 講員車敬 300.000        

16/2/2013 講員車敬 300.000        

Total 14,560.000   11,660.900   

22/2/2013 Closing balance 1,959.00     

約書亞團16/11/2012 - 22/02/2013現金簿



先養心靈論

P.3

喬治慕勒

　

主喜悅教導我一個真理，十四年來它帶給我的福氣從未曾間斷過。這個真理就是：

我比以前更清楚地看見我每天第一件及首要關心的事，就是使我的心靈在主裡喜

樂。我首先要關注的事，不是我能服侍主多少或如何榮耀神；而是如何使我的靈魂

充滿喜樂及使我裡面的人得滋養。原因是，我可以將真理擺在未信者前，我可以為

信徒求益處，我可以開解憂傷的人，我可以用很多方法在這個世界中表明我是神的

兒女；但自己卻在主裡面不快樂，及我裡面的人亦得不著每天的餵養及加力，這都

因為忽略了對心靈正確的照料所致。以前我的習慣是每早上一穿好衣服就禱告。但

現在我認為要緊的是閱讀及默想神的話，藉此使我心得著安慰、鼓勵、警戒、責備

及教導；藉著默想神的話，我的心能與主有親密的交通。

　

所以，每天早上我會先默想聖經，從新約開始。當我簡短地求神賜福祂的語話後，

我就開始默想神的話，逐節逐句的查考，盼望在當中找著神的恩典；不是為了講

道，而是為我的靈魂尋得食物。這樣做的結果往往是，數分鐘之後我的心便開始感

恩，禱告或代求，以致我本來不是專注禱告，而是默想，但不久我便會或多或少轉

到禱告裡。當我在認罪或代求或感恩之後，我會繼續看下一句或下一節，並將它們

轉化為為自己或為別人祈禱，一面順著聖經的帶領而去，一面繼續保持自己的心靈

接受天糧的滋養。

　

結果是，我的默想就生發出許許多多的感恩、禱告、代求，而我裡面的人往往都得

著餵養及加力，以致到了吃早餐的時候，除了極特殊的情況之外，我的心已在一個

平安快樂的狀態。神又樂意讓我看到我或遲或早成為其他信徒的供應，雖然我不是

為了公開的事奉而默想，而是為了我裡面的人的益處。

我以前的做法與現在的做法的不同之處就是：從前我一起床就開始禱告，並用差不

多所有時間禱告，直至吃早餐為止。我差不多每次都是以禱告開始，除非當天我的

心異常枯乾，需要讀一讀神的話作食物，使我裡面的人稍有甦醒、更新及復興，不

然我就不會如此作。但結果是怎樣呢？我發覺我花了十五分鐘，半小時，甚至是一

小時跪著，而我還未獲得安慰、鼓勵、心靈謙卑之前，我的思想在首十至三十分鐘



先養心靈論

P.4

喬治慕勒

的閒蕩中受了許多的苦，之後才能真正的禱告。現在我很少這樣受苦了。我的心現

在先得著真理的滋養，在經歷上被帶進與神的交通，然後才對神及人說話（不管我

是如何的污穢及不配），就是祂在我面前祂那些寶貴的話語。我驚奇我沒有早點發

現這個道理。我沒讀過甚麼書提及過這件事，公開眾會也沒有聽見過，私人談話中

亦沒有使我想到這點。但現在神教我明白這個道理，祂使我清楚知道，神的兒女每

天早晨最首要作的事，就是要為裡面的人取得食物。正如我們外面的人，若非先進

食就不適宜長期作工，進食也是早上先要作的事之一，照樣我們裡面的人亦需如

此。我們裡面的人應要進食。裡面的人的食物是甚麼？不是禱告，而是神的話；不

是普通的瀏覽，讓它在我們的心思輕輕流過，好像水流過水管，乃是默想我們所讀

的，在主的話裡沉思，並把它應用在心裡。當我們禱告的時候，我們是向神說話。

若要持續不斷的禱告，又不流於形式化，就需要一點屬靈的力量及敬虔的渴望，而

這個心靈操練的最佳時刻，一般來說，就是當裡面的人藉著默想神的話語受滋養之

後，就是當我們發現父神向我們說話，鼓勵我們，安慰我們，教導我們，降低我們

及責備我們的時候。所以，不管我們靈性如何軟弱，我們都能藉著默想及神的恩而

得著益處。事實上，軟弱的人更需要藉著默想使裡面的人更加剛強。若我們在禱告

之前先有默想，我們不需擔心我們思想會遊蕩了。我這麼強調這點是因為我自己從

它得著極大的屬靈益處及更新，而我抱著愛心及鄭重的態度，勸告所有弟兄姊妹思

想這件事。

因著神的賜福，我從這個方法得著神的幫助及力量，使我比從前更能在各樣深切的

試煉中平安渡過；到如今我已經沿用了這個方法十四年之久，我可以在神面前敬畏

地推薦它。除此之外，在家庭禱告之後，我通常都會讀較多的聖經，這是我繼續在

聖經上追求的操練。有時我會讀新約，有時會讀舊約，並在之後及或在日間其他的

時間禱告。我證實這操練在這二十六多年來年帶給我是何等的福氣。

　

當神的話語在每早晨首先滋潤及快活我們心靈，我們在日間所面對的工作、試煉及

試探之態度比沒有任何心靈之預備是何等的不同。

          　　一八四一年，五月九日



傳道部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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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在團契傳道部事奉，要做甚麼？」

似乎，這問題，我每年年初都問自己。

若說要「搞」甚麼活動，似乎今年不用多想。

已確定年尾將會去伊利沙白醫院作福音聚會，故今年要作的，就是安排弟兄姊妹上

「洗手班」（否則不能進醫院作義務探訪）；以及在年中舉辦些出隊佈道，讓弟兄

姊妹參與事主。

但是，搞好這些活動，就代表我們已事奉得好嗎？

「人是看外貌，耶和華是看內心。」（撒上16:7）

我們該看的，不是表面做了甚麼，而是主看人是怎麼樣。

我們所接觸的新朋友，他們的心靈怎樣，我們關心嗎？

我們身邊的弟兄姊妹，他們能否於主的大使命上盡忠，我們關心嗎?

想起去年年初，傳道部幾位同工開會商討來年方向。商討後，我們都想讓弟兄姊妹

於傳福音事上有更多的幫助。出隊佈道及相關的聚會，除了為著福音的傳開，我們

更希望大家能在傳福音的心志及技巧上有所建立，從而更懂得於身邊的親人、朋友

和同事間作見證，領更多人信主。

到了今年，此想法也沒有改變。

我們仍然希望弟兄姊妹能做個「福音人」，在福音事工上為主爭戰，又能彼此激勵

勸勉。對，傳道部仍然會搞活動，希望弟兄姊妹能參與；但我們更希望的，就是大

家學會在福音事上事奉主，從而把此事奉帶到生活中，讓主得著榮耀。

我們明白弟兄姊妹的生活十分忙碌，可能連集中精神讀經靈修親近主都難；又或者

我們年紀增長，難以像年少時「有碗話碗，有碟話碟」，朋友同事間的真心交流愈

來愈少。面對這些困難，我們為團契守望時，有時也感到無助。我們可以作的是禱

告，祈求主記念和引領，深信主是那位聽禱告的主，又是帶領我們的主。若我們

求，他必開路。



肢體分享

P.6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神                                                                                             可欣

我的工作佔據了生活的大部分時間，在工作中我時常經歷神對我的考驗，尤其在這

兩年，神對我的性情進行了大規模的整理與改變。最近兩年，我需要在工作上作帶

領的角色，這令我發現要帶領別人工作真是很難，很難控制別人做事的成果；就算

給予示範，成果仍是一樣。今年，我班內的助教未能在工作上提供太大的協助，還

要我善後，這真的讓我累上加累。在這樣的心情和沉重的工作量下，我對她的態度

開始變得不客氣；自問一直以來對她沒有過分的要求，只要求她能有認真處事的態

度，但遭到她負面的回應：「你唔好成日針對我，我又唔係無做野。」，我心裏的

回應：「大姐，我點會可以唔針對你呀，啲野做完出唔到街，係課室又幫唔到手照

顧小朋友，重要我時常分心留意你同小朋友相處的每一個動作和每一句說話。」這

導致我需重新安排她的工作，就是等待她完成一件工作後才安排另一件工作，誰知

使她養成緩慢工作的態度，也令我失去耐性，因此我決定自己獨自完成大部分的工

作。其實，我不是屬於那些無理取鬧的人，我有給予足夠時間和空間讓她完成每件

工作。起初我的態度是客客氣氣的，但隨着我的忍耐度減低，我就用了一種不是我

想用的苛刻態度去對她；這也令我開始懷疑這會不會才是我的真個性，於是我不斷

嘗試回想我信主前是怎樣待人的；越思想就越迷茫，因為我開始弄不清哪一個才是

真正的我。有時弟兄姊妹給我的回應，總讓我覺得自己是不對的或太過偏激的，所

以我選擇了與另一個同事訴苦；這也令我較少在弟兄姊妹面前作分享，因為我想避

免自己帶著激動的情緒作分享。

最近有一段說話令我有些反思，雖然我不是完全認同當中所有的意思。這段話的內

容：「別把我的個性和態度混為一談，我的個性是源於我是誰，而我的態度則取決

於你是誰。」原來我發現自己會不自覺地受到別人行為的影響，從而影響了自己對

人的態度。當然我承認我的內心是醜惡的，但如此不自控地、不留情面地對待別

人，被太過自我或自負的感覺拖著走而不知道，實在嚇倒了我。另外，我想到我們

的主，無論他身處的環境有多麼的危險多麼的困難，人們怎樣指證他，源源不絕的

病人來尋找他，祂仍用温柔忍耐的態度去回應。所以，我相信「温柔忍耐」是我每

天需要學習的最大功課。無論對上對下對同輩，我也要以主為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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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在日常生活中經歷神                                                                                             可欣

首次遇見這位助教時，我便知道這是神給予我的學習功課。因為我和她早在大學時

期認識，她是我同系同班的同學，雖然她常坐在我的旁邊，但卻不太認識她，因為

我沒有興趣了解她；然而神沒有放過我，祂要我學習與不同的人相處，尤其我自以

為與人相處沒有太大的問題時；神要讓我看見，讓我謙卑下來依靠祂，讓我知道和

承認自己是一個心胸狹小的人，也會看不起某些人。

神的原意是美好的，但人的軟弱往往傷透神的心。我曾經有多次想放棄學習這個功

課，因為不想捨棄自己的感覺和再受痛苦。但我知道神不會這樣輕易的放過我，因

我曾向神祈禱，祈求叫祂讓我明白自己更多，了解自己是一個怎樣的人，以致我能

敬虔地事奉祂。

承傳突破組的意思這就是我想突破的。雖然我做得不好但我仍會繼續學習溫柔忍

耐。謝謝你們能堅持看到這一刻。想起這個沒用的人時，請你們把我放在禱告中記

念。



今期團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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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結婚已有2個多月了，可否分享一下在結婚當天有什麼幕後鮮為人知的事？
未知大家有否留意花車車頭的一對小狗，它們是兩位弟兄姐妹前一天晚上付出了很
大的努力而令它們安坐車頭的。豈料當天早上駕車往女家接新娘途中，男狗狗不敵
強風洗禮而倒下，半邊身傾側躲在女狗狗背面。當時距離女家還有好一段路程，而
強風在高速公路上不停地吹打男狗狗，我只能擔憂地心裡禱告，同時把車子速度減
至70，並躲在雙層巴士後繼續行駛，途中憂心忡忡。幸得伴郎先生一句「要跌就隨
得它跌吧」，這驚醒了夢中人，因為我知道神在掌管，神要它跌我也沒法子，總之
神給的就是最好，結果我轄了出去，不再理會男狗狗被強風吹致東歪西倒，結果神
保守，一對狗狗完整到達女家，感謝主。

2) 現在二人不可溝通，之後選一個結婚當天印象最深刻的畫面，為什麼？
梓榮：在教堂行禮時，牧師問我是否願意娶方姿薇為合法妻子，我以「爆咪」的語
氣說：「我願意」。因為薇薇說「我願意」時比較細聲，我心想我要比她更堅定不
移地說出這三個字，加上牧師把咪放在我面前很近的位置，因此造就了我一次爆咪
的「我願意」了。這一幕令在席的親朋好友都捧腹大笑了，但我是認真不過的。

3) 一起住之後生活上有什麼改變？有什麼事情很難適應？
我倆在家中都是排行最小的，而且大家在原生家庭都鮮有負責家頭世務，婚後兩人
要合力打理這些庶務二課，實在不容易。感恩的是神帶領我脫離輪班工作，加上二
人都有同一的心志親力親為處理家務，這樣就好辦了，各自分工合作，原來一點也
不感到辛苦，而且忙碌過後也是滿足的。至於婚後的適應，其實也沒有特別問題，
只是有一點點想念家人而已。

薇薇：
當我為梓榮準備戴上戒子
時，他定晴望著攝影師，
這一幕全場都笑了。



今期團友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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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你們的新居有一個地方寫了金句，可否跟兄弟姊妹分享為什麼有那一個idea？有什麼

用？

我們都希望藉著神給我們的家，成為弟兄姐妹的聚腳處，又能夠讓未信的，藉著看見神賜

給我們的恩典，被吸引過來。在家裡的一段小小的經文金句，不但時刻提醒我們主與我們

同在，又能夠打開與訪客談論福音的話題，實在感謝神使用我們和我們的家。至於經文的

選擇，主要希望是言簡意精、帶出正面和得到信靠主耶穌而來的喜樂的信息，因此選擇了

約翰福音十章十節：「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6) 可否分享一件蜜月時經歷神的事情？

從報名時的款待、到整個旅程，都滿有神的恩典，祂讓我們看到祂所創造，並人的渺小。

很難三言兩語說得出，看相片就明白了。

7) 今年有什麼計劃？ 

適應婚後新生活，立志婚後不會離開主，又要多事奉主和多供應弟兄姐妹。



相聚一刻

P.10

約書亞團19週年團慶約書亞團19週年團慶

戶外崇拜



相聚一刻

估下4個BB係邊個ge?
其實4個都係May & Rayson的新生寶寶
Nathan (陳諾謙) 

探訪浩一仔！

Chelsia 生日飯 @ 文芮家
有她最喜歡的雞絲粉皮滿滿兩大盤！！

P.11



相聚一刻

婷婷、煒莉生日飯聚

新年UNO聚

P.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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