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此 特 別 鳴 謝 各 弟 兄 姊 妹 的 幫 忙， 

令《Teen Teen 嘗主恩》第二期得以順利出版：

•	謝謝 G-neters 和各組導師幫忙提供資料；	

•	謝謝阮芷晴、李思靈、陳思言和郭健楠傳

道撰稿分享；

•	謝謝胡翠霞採訪和整理；

•	謝謝李煦澄、米楚君的漫畫推介；

•	謝謝李思靈設計封面；

•	謝謝黃暉媛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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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的話                             
楠傳

籌備這一期《TeenTeen 嘗主恩》之時，正

值炎夏。暑假對於一眾 Teen 來說，絕對是多姿

多彩、百花盛放。各類的暑期興趣活動和熱熱

鬧鬧的夏令會，相對於較為平板和恆常的學園

生活，總是令莘莘學子難捨難離，期待有放不

完的暑假。想到暑假即將完結，少年人又要完

成作業收拾書包之時，今期的主題正好配合如

斯場景：Format。一切將重回規律，一切將返

回恆常，是為 Format 的前夕。

今期的專題稿特以 FORMAT為題，嘗試

以少年人的語言寫出 Format 的意思。而在 < 各

組對 Format 的看法 >，更是原汁原味，由

G-network 各組	( 包括新升中的少年人 )	表述他

們對 Format 的看法。今期有三個聚會的報導，

包括「我是零佈道會」、青少年主日和青少年

夏令會	—	G-files，藉此在開學前回顧暑期間我

們共建的珍貴回憶。< 開學加油站 > 和 <DSE 加

油站 / 歡送會 > 是一眾導師對少年人的鼓勵，

無論是升中還是升大專，在這 format 的時刻，

總有同路人在你們身旁支持鼓勵喲。<90 後

「講」場 >	是今期的新專欄，內容是少年人和

導師之間的信仰對話。盼望讀者們除了在閱讀

不同專欄中認識少年人外，也為少年牧區的事

工禱告主，今期 < 代禱事項 > 特別以大專牧區

的 P.A.L.M. 精神為框架，盼大家能以多方面為

我們代禱。

筆者在少年時深受一句說話激勵﹕「在平

板和苦悶的生活當中，需要的不是片刻的激情，

而是恆久的忍耐和更強的韌力」。深盼少年人

在回顧和數算暑期的精彩之時，不忘預備重回

規律、返回恆常之中。暑期精彩，開學如常。

主的恩典常在，如常的天天嘗主恩。

目錄



Teen Teen 嘗主恩 第2期 1

FORMAT
楠傳

「Format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在邀請眾弟兄姊妹為這一期《TeenTeen 嘗主恩》撰稿	/	繪圖之時，

這是遇到最多的一道問題。縱然熟識電腦的朋友，可能容易掌握 Format 的意思，不過為著大家的都能明

白，我想到了一個更容易理解的事例，這就要從 Puzzle	&	Dragon 和怪物彈珠說起了！

記得在神學院第二年寒窗，上帝為我預備了一位年青

的學弟。學弟不單不時一同在宿舍禱告，更為我加添了年輕

的觸覺，介紹我玩其時熱玩的遊戲：Puzzle	&	Dragon。當

我仍在胡里胡塗的時間，學弟教曉我開始這遊戲的第一步，

這步驟至關重要，名為「刷首抽」。若然首抽出現右圖的畫

面，相信已是相當不俗的結果。但是若然出現的是可恨的

銀蛋，那麼就要啟動「刷首抽」的過程了。請大家留意這一

步，這一步就是 Format 了！要在手機應用程式的位置，選

每當遇到令人不滿的結果，總可按下「清除資料」，無

限次的再來，直到滿意為止，這總是一件值得慶幸的事。但

是，反觀現實，我們的生命又豈是一個應用程式，隨時按下

「清除資料」一再開始呢？

近來看到一位年輕人在臉書中放了一張兒時照片，留了

一句﹕「懷念這段時光」。回到過去重新經歷或改寫一些事，

是不少人的心願，但是《聖經》中尼哥德慕提出了一句很有

意思又很實務的問題：「人已經老了，如何能重生呢？豈能

再進母腹生出來嗎？」( 約翰福音 3:4)	是的，沒有人生來有

如白紙一張，寫上字句、繪圖完畢，又可以擦去重來。不！

我們總有原生家庭、時代的遺產、特殊的經歷等，讓我們成

為一個獨特的人。( 與其說 Format 的意思是推倒重來、不滿

意就清除資料直到滿意為止，倒了如說 Format 是回到最根本

設定的意思。)	Format，就是回到最根本的底線，就 Puzzle	

&	Dragon 和怪物彈珠而言，最根本的底線就是遊戲的應用程

式本身，一日不刪除遊戲的應用程式，一日仍可以按下「清

除資料」，作次「首」抽。那麼，作為信徒，我們 Format 的

底線又是什麼呢？「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

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5:17)	認識耶穌基督，

是信徒生命的起點，也是 Format 的底線。

接續尼哥德慕的問題，是一句熟悉的經文﹕「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獨一的兒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致滅亡，

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3:16)	即使我們不能推倒重來，再進

母腹生出來，但是上帝的愛和耶穌基督的拯救，是信徒生命

的起點，也是 Format 的底線。

每當遇到令人不滿的結果，再次來到滿有慈愛的天父上

帝跟前吧！只有祂，叫我們得著滿足，繼續往標竿直跑！

取 Puzzle	&	Dragon，然後選取清除資料，事就這樣成了！再進入遊戲，重新再抽，直至抽到滿意的寵為

止。玩了 Puzzle	&	Dragon 不久，就推出怪物彈珠了。身為舉一反三的學兄，我深明「刷首抽」的重要，

若然遇到如斯慘況	( 十抽四星 =.=!)，當然就要 Format 了！別猶豫，按下清除資料吧！	

FORMAT



Teen Teen 嘗主恩 2016年8月第2期

2

用 Yahoo 奇摩字典搜尋 format，結果是：	1.	n. 名詞	(1)	出版物之開本；版式 (2)（電視、廣播

節目等的）形式；編排；安排；	2.	 vt. 及物動詞【電腦】格式化。但作為 G-neters，Format 會否有多

一層的意義？讓我們看看 G-neters 如何以 Format 為題創作及他們各組的創作意念：

求祈組

導師：彭鏡宇、陳惠娥、楊廷丯

組員：梁潔瑩、陳思憓、劉彩霞、許妤穎、徐君婷、

梁雄輝、陳浩文、趙俊昇、吳晉泓、朱俊軒

各組對Format的看法
翠霞 ee 整理

求祈組的創作意念：
我們小組的名字叫「求祈」組，小組是中四及

中五的同學，雖然我們返教會的資歷尚淺，很多聖

經的教導也不會完全明白，當看見世界的事情，或

許會有悲傷、失落的時候，也不懂如何向上帝祈求，

但上帝會幫助我們、教導我們如何去禱告，破舊立

新，重新建立禱告生活，絕不「求其」！

BanaNo 笨欄爐組

導師：王賡偉、張諾珩、高日進、陳志聰

組員：馮卓禧、周偉明、楊擎天、胡婉盈、

陳思言、李珞、李思哲、陳靖茵、

陳永凱、劉信傑、劉信謙

笨欄爐的創作意念：
我們的作品是每人設計一張自己專屬的 UNO

牌，再拼成一副UNO，每張UNO牌都是精心設計，

代表著我們都是神獨特的創造，每一個人都是特

別的，但我們都不是完美的，就像 UNO 一樣，需

要眾多不同的牌才能夠發揮功效，缺了一張牌就

不能玩下去了。我們相信透過互相學習，彼此守

望，才能一同走神的道路，作主精兵。

各組對Format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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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青組

導師：陳達宏、潘婉儀、彭倩敏

組員：許瀚予、許文㬢、黃洛怡、

陳怡鵬、溫晉豪、王綽盈、

陳彥熹、任踔恩、李健熙、

金子朗、許芳瑜

立青組的創作意念：
上帝從米異（米田共）中提拔了窮乏人，使他們與王子

同坐。認識上帝前，人對罪本為無力。藉著耶穌基督，我們

得以站立於主的真道上，把不合上帝心意的意念 Format、

Delete，可以 Redo，並用喜樂的心情，為主打拼。

寵寵寵組

寵寵寵的創作意念：
借用韓語拼音「종」（chong）的諧音，代表我們的

組的名字。而圖案也是利用我們組員的名字拼砌而成，

代表著我們每個個體都要在這個小組裡成為一體。而我

們組的名字由三個寵字而成，分別是神「寵」愛我們、我

們也要「寵」愛組員、希望大家也因此「寵」愛我們。

導師：郭健楠傳道、余冠鋒、郭裕佳、王佩盈

組員：黃俊宏、李煦澄、李思靈、許妤悅、葉嘉雄、

江定賓、邱卓恩

各組對Format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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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請組

導師：彭建宇、張歴珩、阮芷晴、

黃俊琛

組員：胡子銘、周炫耀、福崗謙悟、

米楚君、湯栩絢、陳紀茵

明天請組的創作意念：
現今最常見的其中一種 format 就係 QR	code，

所以我們這一組以 QR	code 的模式 , 將我們全組的

人名重新排列，形成我們組獨有的 format。

深信愛我們的天父也很想我們能 Format（格式化），

把自己清空，將祂的道放在心中，忠心追隨那位「反倒虛己，

取了奴僕的形像，成為人的樣式。」（腓立比書 2:7）來救贖我們的主耶穌！

興趣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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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期我們再訪問多 3 位 G-network 的導師，看在他們少年時代，最影響他們的人或事，好讓

G-neters 更了解他們，也繼續激勵 G-neters，叫他們不少看自己的年輕，只看神的作為！

導師的少年時代
翠霞 ee

‧第二集

    不一樣的「大姐姐」

陳惠娥（Ivy、小矮肥），任職小會計，在 X 年的

911（9月11日）受洗。她是個善解人意、隨和、又玩得、

有活力和「潮」的媽媽級導師。她和我們分享在她少年

時，最影響她的人：

「可能你有所不知，曾幾何時我是一個吸煙、喝酒、

通宵蒲吧（留漣酒吧）、隨波逐流的年青人。幸得爸媽

的嚴厲管教，最終雖不至墮落，卻仍具備邊青的素質。

那些年，我恆常出席教會聚會，卻只是教會裡的基督徒，

教會外就跟未信的人沒兩樣。日子久了，也習慣了表裡

不一的生活，甚至把它合理化說成；『要在現實世界生

存，就是要這樣啦！』某天，一位患重病而且已到末期

的年老弟兄，邀請我為他代撰生平，以便日後刋載於他

安息禮拜程序表中，因此有幸第一個得知他不單曾經歷

二次大戰、日佔、國共內戰、文革等這些艱難時期，他

還身患各種奇難雜症，每每就是以為治好了一個病，卻

不知道更嚴重的就在門外。長期病患、身在亂世就是最

常見眾叛親離的原因，老弟兄的情況也沒有例外。然而，

他卻一直堅持信靠基督，思想行為都在散發著基督的香

氣，用他的平安和喜樂見證基督與他同在同行的恩福，他口裡沒埋怨、心中沒疑惑。完成文章後，

我心情激動了一段時刻，他的故事大大激勵了我：要好好跟從基督，以生命見證主！這位老弟兄就

是我敬愛的華弟兄——華南雲弟兄！」

領導大家族的「大阿哥」

彭建宇（小宇、彭總），現職 Supply	Planner（供應鏈策劃），

在 2006 年受洗。他樂觀、友善、很玩得、做事認真、有領導才能。

他熱心事奉，擔任基督少年軍導師多年。他和我們分享在他少年時，

最影響他的事是參加了基督少年軍：

「參加了基督少年軍，讓我能從小就在教會中成長。在基督少年

軍的日子，從作隊員的參與到為人導師的事奉，讓我在技能、紀律

服從、價值觀、待人接物和《聖經》的學習等各方面得到造就。及

後我憑著在基督少年軍所受的栽培，參與不同的事奉崗位和主日學，得以從不同導師和前輩的分享

和關心中繼續學習。感謝主的恩典，好讓我至今沒有在人生的路上走差，也許表面的我尚算是個良

善的基督徒，但回望過去、甚或現在的自己，骨子裡卻是個喜歡犯罪、苦毒和憂慮的人。相信若果

當初我沒有在教會和一個蠻不錯的家庭中成長，今天的我不會是現在這個模樣。」

導師的少年時代‧第二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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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愛還愛的「阿 Sir」

王賡偉（王 sir），任職會計，在 2009 年受洗。他和善、

很玩得、做事認真、樂於助人、「有型」的鼓手、有演技（演

繹暑聖不同角色的「超班」演員）。他熱心事奉，擔任基督

少年軍導師多年。他和我們分享在他少年時，最影響他的事：

「我年少的時候，是一個懶惰、內向、容易緊張、焦慮

和不懂自律的小朋友。而最影響我的事，想必是加入了基督

少年軍。記得當年 32 分隊在曉麗苑招募，母親在我不知情的

情況下替我報名，我當時心底是極度不願意的，但只有小學

二年級的我，不懂亦不敢反抗，只好不甘心踏上少年軍之旅。

或許是母親也看見我的不足，才替我報名。沒想到這樣的我，

很快就適應了學習《聖經》、步操、專章技能等，蒙上帝的

恩典，加上有一班願意委身的導師教導我們，一步一步帶領

我尋求信仰，所以在小學時就決志信主了。我認為神讓我藉著這些經歷感受到祂的恩典和愛，我也

要以同樣方式去傳開祂的愛，便決定在 G-network 事奉，使少年人在年輕時便能接觸信仰，找到真

理。」

代禱事項
楠傳

【A】Agape

彼此相愛

「我們愛，因為上帝祢先

愛我們。愛我們又教導

我們去愛的天父上帝，

求祢使用我們年輕的生

命，由少年時學習參與

在祢愛的群體之中，繼

承歷世歷代信徒的見

證，在世代中以愛讓眾

人認出我們就是祢的門

徒，以愛 format 這世代

的恨怨，因為主基督的

愛已經顯明，得勝了。

阿們！」

【P】Praise
讚美上帝

「創造諸天，鋪張穹蒼，

將地和地所出的一併鋪

開，賜氣息給地上的眾

人，又賜靈性給行在其

上之人的天父上帝，祢

配得讚美。諸天述說祢

的榮耀，穹蒼傳揚祢手

的作為。就在地是空虛

混沌，深淵上面一片黑

暗之時，祢 format 了世

界，讓祢創造的人能以

活在美麗的世界之中。

我們願盡心、盡性、盡

力、盡意，一生為主所

用，傾力榮耀祢，願榮

耀都歸祢，阿們！」

【M】Mission

福音使命

「愛世人的天父上帝，

如經上所記：報福音、

傳喜信的人，他們的腳

蹤何等佳美！深願主使

用我們的腳蹤，無論踏

足何處，也使用我們散

發屬祢的香氣，叫未蒙

拯救的人得聞福音。昔

日我們如何由未信及至

經歷因認識主祢而有的

好處，經歷生命 format

的過程，我們同樣求主

使用我們成為他人的祝

福，因祢道成肉身已

成為我們的榜樣，阿

們！」

【L】Learn
學習真理

「賜下寶貴聖言的天父

上帝，《聖經》都是祢

所默示的，於教訓、督

責、使人歸正、教導

人學義都是有益的。願

恩主的話時刻光照我們

的前路，致使我們能在

祢的真道上直奔。求主

format 我們一切自以為

是的判斷標準，單單以

祢的道成為我們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阿們！」

代禱事項

除 G-network 外，宣秀家還有一群更成熟的年輕群體——Palmunity。今期讓我們以 Palmunity

的 P.A.L.M.	精神，作為禱告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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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中
G-neters

升中 G-neters	介紹
達宏

陳怡鵬
點稱呼：阿鵬

興趣：無

任綽恩
點稱呼：足卓

興趣：玩

黃洛怡
點稱呼：水各

興趣：睡覺

許瀚予
點稱呼：西楚霸王

興趣：無野 ( 鍾意食嘢 )

許文曦
點稱呼：SAM

興趣：足球 ( 右閘 )

李健熙
點稱呼：求其啦

興趣：籃球

溫晉豪
點稱呼：ANDREW

興趣：小提琴

金子朗
點稱呼：FELIX

興趣：喜歡看書，

講冷笑話、

吃美食

王綽盈
點稱呼：綽盈

興趣：畫畫

許芳瑜
點稱呼：CANDANCE

興趣：唱歌

陳彥熹
點稱呼：阿熹

興趣：打機

升中G-neters 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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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零佈道會
翠霞 ee 整理

4 月 2 日 G-network 邀請了鄭美美傳道在「我是零！？」佈道會分享訊息，當日非常成功，除了兩

位青少年外，其餘三十幾位青少年都站立決志信主或立志重新將生命交給主！哈利路亞！讓我們追訪

不同的參與者，來看看神的工作：

導師的構思

是我們希望透過這次佈道會傳達給青少年的訊息。《聖經》中說：『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乃

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創世記	1:27），『神看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創世記 1:31 上）

要知道每個人都是天父美好的創造，祂亦看重我們每一個，這點對於青年人的自我價值基於甚麼而

建立是十分重要的。

在現今的世代，社會鼓吹的風氣是要孩子從嬰孩開始鍛鍊十八般武藝，琴棋書畫樣樣精，入

名校，上大學。就以上年『孟母與非洲鼓小朋友』的新聞為例，母親每月花幾千元讓小朋友上興趣

班，包括游泳、非洲鼓、唱歌、朗誦、中英數，特意花大筆錢搬到名校區居住，小朋友在鏡頭前一

邊聽著母親自豪地吹噓著各種安排，一邊把手輕輕放在緊鎖的眉頭上，黯然地搖頭。似乎這樣的小

孩並不是少數，而是生活在香港的年青人必須面對的挑戰。在宣秀的年青人因為考試、做功課、做

project、學校活動、課外活動、補習等各種理由而請假，而上帝則是排在 waiting	 list，這是一個

值得所有基督徒反思的信仰生活態度。『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

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約翰福音 15:7）『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

你們了。』（馬太福音 6:33 上），《聖經》中教導信徒，在凡事上先尋求祂，祂必與我們同在，為

我們安排最美好的，應當把神放在最先，讓祂作生命的主宰，而不是跟隨世界的步伐而奔命，為世

俗的事佔據人生。

『我是零！ ?	』佈道會，希望讓年青人使用不同的角度重新審視自己的價值，以信仰角度去了

解甚麼是生命中至為重要的。從此每位年青人不再是零，是聖靈同在的基督精兵。」

「這是一個把所有人和事價值化的世代！一般有關『人』的認可價值都建基於學術成績、技能

的掌握及種類、事業成就、薪金、財富等等，孩子自出娘胎便被安排了五花八門的多元學習，期望

更能把這些價值提升。縱然父母大多都不同意現今教育制度，卻仍往往不自覺地淪為教育制度一分

子！這些扭曲的價值觀催毀了孩子的身心靈，『我覺得自己是零』不下一次從本來應該朝氣勃勃，

對未來充滿盼望的青少年口中說出來！佈道會就是要告訴年青人——我們是神所寶貴、所珍視的，

神的愛大得在世上沒有數據可以表達，而在神眼中，他們都是無價之寶！『能以和眾聖徒一同明白

基督的愛是何等長闊高深，並知道這愛是過於人所能測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滿的，充滿了你們。』

（以弗所書	3:18-19）」

王賡偉

陳惠娥

我是零佈道會

「『我覺得自己

是零』，2005年《星

期日檔案》訪問雙失

青年阿源時，他用這

句話總結了自己的

價值。從此，『我是

零』代表了自我價值

低，放棄自己的人生

觀。「作為青少年基

督徒，應該抱有怎樣

的自我價值？」這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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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他們的情況，身同感受。諾諾比姐姐幸

運，因為他懂得走路、諾諾有時會發出聲

音，但當他的媽媽分享時，他又十分安靜。

諾諾比姐姐有力，能在別人攙扶下站起來

和走路。我見過姐姐的同學，他們也和諾

諾差不多。我在小時候常祈求神醫治姐姐，

希望她可以懂得走路、說話和跟我玩耍。

世界上有很多奇難雜症，我希望有更多像

林教授不放棄幫姐姐找病因的醫生，相信

鄭姑娘的心聲

「透過零分小子呂宇俊、3 隻手指的鋼

琴家黃愛恩及輪椅上的畫家三人的見證，

以及浪子的比喻（路加福音 15:11-32）、

在神凡事都能（馬太福音 19:26）和耶穌來

了是叫人得生命（約翰福音 10:10），『願

青少年一生跟隨主，活出豐盛的生命！』」

「感恩：佈道會見到青少年投入專心聽

道，為未信的願意決志信主而感恩，為信

主的少年人願意更委身跟隨主而喜樂！」

會有很多人得益。

見證分享後是鄭姑娘講道，我見大部份人也站起

來決志，這次是我第二次決志。感謝神讓諾諾、思行

和我能成為祂的兒女。」

「呂宇俊和 3 隻手指的鋼琴家的生命見證都

很激勵，提醒我就算遇到困難都能靠著神

去克服！」

陳思言

李思哲
中： 黃愛恩

左： 呂宇俊   右： 輪椅畫家

我是零佈道會

G-neters 的得著

「佈道會那天，我們先在

副堂吃東西，有 pizza、壽司、

薯片、蝦片、雪糕、飲品、

特別有我最喜歡的利賓納，

大家都垂涎三尺、津津有味、

不亦樂乎。

吃過豐富午餐後，是敬

拜時間，由高進、小矮肥、

王 Sir、歷爺帶唱《若你能看

見》等詩歌，因為負責見証

的 Susanna 有一位智障的兒

子——諾諾。我覺得諾諾的

情況很像我的姐姐——思行，

原來像姐姐的人也不少。我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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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主日
思靈

‧7 月 16 至 17 日

年輕——少年主日

「相信大家打開程序表，在事奉人員中會見到許多陌

生的名字，因為今天會由 G-network	的青少年負責崇拜事

奉。」

這句說話在 16 和 17 日中聽過不少遍。相信大家一

踏進教會，平日熟悉的招待人員全都變成了黑衣人，跟大

家打招呼的事奉人員，也改成了一張張陌生的面孔。一進

場，又見一班黑衣人在禮堂各個角落中遊走。大概此時，

你心想不妙，你開始想了又想，擦擦眼睛，我難道進錯場

了嗎？你半信半疑地坐下，打開了程序表，又更加疑惑，

平日眼熟的名字通通不見了。但你放心，你沒有進錯地

方，因為今天正是青少年負責的少年主日。

身為 G-network	的一份子，有幸能在 17 日的少年主

日中擔任讀經員，實在是機會難得。

成崇跟青崇的分別可大了，程序多而複雜，長而又

「人人要照自己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上帝各種恩賜的好管家。若有人講道，他要按着上帝的聖

言講；若有人服事，他要按着上帝所賜的力量服事，好讓上帝在凡事上因耶穌基督得榮耀……」（彼

得前書	4:10-11）

天父給予我們各式各樣的恩賜。你會唱歌，我會讀經；你會處理行政工作，我會與人相處……在

服事的過程中，我們必須按着上帝所賜的力量服事，為了讓上帝得榮耀。我們不必羨慕別人所擁有的，

因為我們有屬於自己的恩賜。但願我們能夠勇於嘗試，迷失的能找回自己的位置、自卑膽怯的能被神

堅定，而已經被堅定的能繼續成長、互相扶持。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

前書	4:12）

踏入 10 時正，會眾也紛紛

預備就坐，序樂也隨即響起，接

著唱詩、獻詩、讀經……一切也

順利得很。

作為青少年的我們，常常會

質疑自己的恩賜。即使別人三次

認同自己，也會感到自卑。即使

別人主動邀請自己參與事奉，也

會再三推辭。即使別人給予你工

作崗位，也會感覺迷失，認為自

己還是太嫩了，沒有本事，還是

讓給前輩。

長。眼看開始時間快間快到，各人預備著自己的工作，練歌、set	PPT、控音，而我，便心裡默默地重

複又重複念著經文，同時，擔憂也漸漸湧上心頭。擔心預備不足、擔心會出錯、擔心自己沒有資格……

青少年主日7月16至17日



Teen Teen 嘗主恩 第2期 11

青少年主日

7月16至17日

青少年主日7月16至17日



Teen Teen 嘗主恩 2016年8月第2期

12

DSE 加油站 / 歡送會
Agape 導師

離別是成長必經的階段，而	G-network	的一班 DSE	畢業

生也要離開，升上大專團契，繼續人生新的階段。歡送會當日，

有	DSE	組員分享在	G-network	的點點滴滴的温馨時間，也有

一起玩遊戲的快樂時光。當然不少得頒發證書的時間，也象徵

著要從	G-network	中畢業，是大家的成長印記。最後，還有為	

DSE	組員加油的環節，組員都將祝福貼在他們的證書上，代表

著大家都一同成長，也一同面對放榜這個殘酷的考驗。

郭	 「江東子弟多才俊，捲土重來未可知。」每個人都有他

嘅期望，如果達標，恭喜曬。如未及，就反思吓。你的努力如

何，你的前景也必如何。

琛 Tree	根得你地冇理由唔得。

潘	 「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

守一切，因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發

出。」箴言 4:23

小宇	 「不要效法這個世

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

們察驗何為　神的善良、純全、

可喜悅的旨意。」羅馬書	12:2

蛇 我仍相信天父對每個人都有祂的計劃，今天或許繞遠了

路，目標好像更遠。但想起神領以色列人出埃及入迦南，縱使

艱辛，祂也賜下雲柱火柱和嗎哪伴隨。所以，不要灰心，記著

你仍然有你的路要走，而這是神所計劃，永不走歪的路。

離別在即，導師們也有一些說話

送給一班	DSE	組員：

DSE加油站/歡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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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畫

小提示：
下一集會公佈男女主角Q版設定

(作畫君死亡flag)

男主角

女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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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後「講」場 少年人和導師 / 傳道對話

就快考試，仲返唔返教會呢？

回想起在 G-network 的日子，每隔數個月就會聽到你們分享：「快要考試，下星期未能出席聚

會。」面對這情況，你們大概會有三種可能的感受：

或許讓我先分享下自己缺席教會聚會而有的思考。身為基督徒，我每星期也會參與教會聚會，

即使遠走他鄉，仍堅持每星期天到教會崇拜。只可惜身處加國這期間，有兩個星期皆因事而缺席聚

會，亦因此令我漸漸進入了不停的反思中：一方面，缺席崇拜令我感到自責，自覺沒盡信徒本份 ; 另

一方面，也會思考究竟上帝會如何看待我的缺席？會責罵我嗎？但上帝不是滿有慈愛憐憫，願意赦

免我的不足嗎？

後來我想到，我認識的上帝，不是處處挑剔的上帝，祂應該不會看著教會的出席表，然後按此

判斷我是否一個合祂心意的信徒。基督徒亦不應高舉律法主義，只著重做到所謂的好行為。當然，

遵行上帝的吩咐是不能忽視的，但神更看重我們行事為人背後的心態和動機。因此，經過一番反思

後得出的結論是：基督徒務要常存敬畏神的心，以生命敬拜上帝，並以此推動自己，堅

持恆常聚會，有團契相交的生活 ( 參希伯來書 10 章及約翰一書 1 章 )。

最後，我想分享自己在學時期的一些經歷，藉此勉勵年少的你。我自小在教會長大，每星期出

席教會聚會從小已成為一種習慣。後來，我明白信仰對我的意義，明白敬拜生活及團契生活在信徒

生命裡的位置，因此，即使要考試，甚至要考公開試，我也會堅持每星期出席聚會，參與團契，皆

因我不僅是學生，更是基督徒。於我而言，出席教會與學業成績未必有必然關係，為了溫習而缺席

教會，未必可以保證你成績突飛猛進，關鍵反而在於時間分配和學習的心機。所以，當你下次要準

備考試，計劃缺席 G-network 前，不妨多思考，定必會有不同的想法和領受。

第三，困擾：清楚教會對生命的意義，
明白每星期出席聚會的原由，未能出席

或會令心情忐忑。

( 我會特別希望你細閱我的分享。)

第二，有些少不自在：把參與教會聚會視之
為習慣，未能出席就會不習慣。

( 我會鼓勵這類年青人，認真思考到底是甚麼

令你堅持這個習慣？思考過後，你必會更清楚

教會對你的意義。)

第一，無感覺：教會生活對我亳無意義，可
有可無，所以出席與否根本無關痛癢。

( 我會為這類年青人禱告，希望上帝親自感動

你，讓你經歷到祂的真實。)

90後「講」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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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宇導師
「書到用時方恨少。」縱然不是每科都感興趣、都

成績優異，但是所聽、所學的必有其用武之日。

Ivy 導師
好期待在新一年繼續與你們一齊成長，

見證神豐富完備的恩典！

王 Sir
新一年新開始，給自己一個好的

開頭，活出精彩的信徒生活！

阿蛇導師
讀書並非人生的全部，不過卻是身為學生當盡之本份。學習

除了得到知識之外，更重要是對自己的身份負責任。因為在

本份上盡責，是要讓人看出基督的樣式，作信徒的榜樣。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提摩太前書	4:15）

阿 Poon 導師
新學年將開始啦，希望各位繼續在自己

崗位上盡忠，無論是知識上、靈命上都

有所增長！

諾諾導師
不要少看自己的能力，你可以成就大事！

加油！ fighting ！

達宏導師
願各位在學校中榮耀上主！

郭傳道
靠主勇毅不屈，主內追求成長； 

為主見證福音，校院發現神蹟。

開學加油站
翠霞 ee

開學加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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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夏令會	G-files
晴

「Well	Well	Well，Wellcome	各位，相信大

家都已經知道，有案件發生咗，而家我正招募

緊一批特工，而我需要嘅係你哋嘅幫手……」

當日，禮堂被佈置成一個屍體失蹤現場，

一個戴着面具的人說了這番說話，一眾 G-neters

就在懸疑中開始了這個營會。

營會當然有營歌，但今次營歌特別之處在

於，它缺少了一句歌詞：

神恩典豐富永不改

十架彰顯大愛

三天裡血都流盡

教我深恩都記緊

耶穌可改變我一生

讓我得享這盼望

接納我儘不停犯錯

我要將一生都給主獻出 ~

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很想知道吧 ><)

郭傳道說只要我們破解了案件便能破解歌

詞，所以少年人都十分期待。

接着，一眾「準特工」接受了一連串的測試，包括飛簷走壁、橫練鐵布、通臂神猿、凌波微步等等，

還有 Running	G	競技，少年人在沙田公園玩撕名牌遊戲。他們歷盡艱辛，花盡體力，在汗水中終於完

成所有任務，正式可以開始查案了。

青少年夏令會 G-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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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正式成為特工之後，第二日早上隨即

開始查案。籌委們安排了四個偵探遊戲，

分別代表有關耶穌復活的事，包括攻防戰

( 祭司的陰謀——馬太福音 27:57-66)，傳

乒乓球 ( 婦女——馬太福音 28:1-15)，導

師知多少 ( 以馬忤斯的門徒——路加福音

24:13-35)，魚樂無窮 ( 打魚——約翰福音

21:1-14)。雖然任務難度甚高，但一眾「特

工」憑他們的超卓能力，仍輕鬆透過遊戲

獲得線索，去推測到底誰人的屍體失蹤。

G-files

青少年夏令會 G-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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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餐過後，就到了 Treasure	Hunt 的環

節，特工們根據籌委給的線索，尋找指定

checkpoint，並且完成提示卡上的指定任

務。儘管天氣炎熱，但他們仍然走遍了很

多地方，努力完成所有任務。他們還剩下

了很多時間可以去享受下午茶呢！

‧
G-fi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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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來到了晚會的時間，各組特工們分別匯報他們的調查結

果，還有組別以話劇形式匯報，創意無限！他們都猜中了失蹤的屍

體是耶穌。G-neters，果然有偵探頭腦呢 !

籌委還邀請了一位神秘嘉賓分享了

他以前「暴風少年」的見證，說畢，黃傳

道便從講台後走出來，一眾 G-neters 特

工都驚訝不已。接着，郭傳道宣講了有

關「我們就是基督耶穌復活的證據」的信

息，提醒了一眾 G-neters 我們一生都要

作基督神蹟的證據，少年人亦聽得非常

投入。

點慶幸我自己是攝影師，不用參加。哈哈！

翌日，我們玩了一

個全新的遊戲，名叫「麻

雞捉鷹仔」，導師成為鷹

仔，每隊 G-neters	 均需

派一人身貼牆角，其他組

員搭膊頭，去捕捉位於場

中的導師。原來每位導師

都深藏不露，個個身輕如

燕，輕易就能避開攻擊。

看着他們玩的樣子，真有

其 後 在 唱 詩 環 節，

G-neters	 用他們手上的手指

電筒隨節奏擺動，氣氛十分

高漲，音樂亦很澎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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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一個任務，籌委派了一人一塊的拼圖，去拼湊一幅圖畫。拼湊期間，才驚覺這不是一般的

拼圖，而是看起來像一幅扭曲了的圖畫，難度很高，看起來是不可能完成的，連籌委也說不確定能

否完成。但經過 G-neters	 30 多分鐘的合作，終於完成了。原來這是一個 3D 立體畫，要從一個特定

的角度才能看到完整的圖案。非常神奇！原來沒有事情是 Impossible 的！少年人們一起坐在旁邊與

3D 立體畫合照，為這個營會畫上了一個完美句號。

每一位基督徒，從小到老，都必須參與見證基督復活的使命，並且直到我們離開這個世界之前，

我們作為主耶穌見證人的身分都無法擺脫。基督徒們在傳講「耶穌從死裡復活」的信息，見證耶穌是

神的兒子、是基督、是生命的主。教會因此也被建立起來。基督徒的見證從此充滿著世界各地方各

角落。直到今天，我們這一代的基督徒也必須承接著這個大使命，因為主耶穌要求每一位基督徒都

要參與這個福音的神聖任務，去見證這位又真又活的神。	盼望我們的生命都能彰顯出耶穌是又真又

活的與我們同在，我們能在這個世代中成為耶穌的見證人。

「一生都作基督神跡的證據」( 解鎖歌詞 )
青少年夏令會 G-fil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