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 年 9 月 4 日

基督中心堂 佐敦堂
第五十六屆受洗肢體得救見證集

「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死，神的愛
就在此向我們顯明了。」羅五：8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
的門徒了。」約十五：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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葉盈（基信團）
我從小相信主確實存在，早於 03 年我已
決志信主，但只有信，無信實，亦無順服。遇
到困難時我也會像其他的信徒一樣向神禱
告，求神保守，但心裏依舊相信自己的力量才
是最實際，能靠自己解決問題的，就是我的成
就。至於崇拜，我只會偶然有空閒才出席，為
的不是要榮耀神，而是要吸取一下人生道理罷了。
直到 2010 年，一個我常依靠的人離開了，我的人生似乎沒
有了支柱，每天都哭得傷心難過。這時，一位好姊妹帶着我禱告，
一種奇妙的力量便注入了我的身體，神似乎在親自地安慰我，叫
我心裏有平安和盼望。我回想自己是一個罪人，以往的生活離棄
了神，簡直是一團糟。我哭泣，求神原諒，並立志要與神重建關
係，終身跟隨主，讓主掌管我的生命。
神愛我，在我遠離祂的時候，沒有放棄我。神已經安排好我
的路，或有恩典，或有患難，祂一直以來藉著不同的方式來陶造
我的生命，祂那麼愛我，我為何要離棄祂呢？神在六年前安排我
認識基督中心堂，從此種下了種子，叫我隨時回到神的家，讓我
重新開始我的屬靈生活，上帝的恩典是何等的奇妙！身旁有很多
愛我的家人、朋友、教會的弟兄姊妹，他們都是神所預備的，現
在真的要感謝神對我不離不棄，祂的愛從無變改！
神白白賜給我的救恩是何等珍貴，生命總難免遇到失意和試
探，但感謝神給我禱告的權柄，藉此交託，有聖靈內住我心裏，
再有困難我也不怕，因為神與我同在，祂必引領我走過死蔭幽
谷，向著標竿直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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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詠詩（基信團）
記得我初次踏足教會、接觸福音是 2005 年，當
時因事心情低落，終日以淚洗面，我的中學同
學兼好姊妹便帶我來到基督中心堂（佐敦堂）；
當時的我仍屬血氣和任性，兩個月之後，心情
逐漸平復，且開始學習街舞，自以為已治好傷
痛，就誤作決定，離開教會。
離開主後，原以為很快樂、很自由，但事實並
非如此。那幾年的我，只是愈來愈徬徨，愈來愈想不通，愈來愈
迷失。每天勞勞碌碌，營營役役，渾渾噩噩的，每天充斥著不同
的人、事與工作，足以令我頭昏腦脹、方寸大亂，當時我真不知
為了甚麼而活，只是漫無目的，迷糊地拖著虛空的軀殼吃力地捱
過每一天。我曾以為「事在人為，人定勝天」，只要不斷努力鞭
策自己，成功是必然的。這個錯誤想法使我對自己、對周邊的人
與事期望過高，負面的執著讓我透不過氣來，不能釋懷的同時，
人也變得膽怯和猜忌，甚麼都靠自己，不敢相信人，很鎖碎的事
也足以令我變成驚弓之鳥，白白作出許多無謂的「嘗試」，企圖
脫離當時的困局。原來，由始至終都只是無止境的鑽牛角尖、自
我沉淪、封閉與傷害，不斷把自己推進死胡同。
這段迷失的日子維持了四年多，縱然我作了「逃犯」，但神一直
沒有離棄我。感謝主！2009 年夏天的某天獨自在家中思考，頓然
想通了，心中有了一個很清晰肯定的答案，就是「我不想再這樣
擔驚受怕地過日子，我要返回教會，唯有主才能幫助我」。就是
這麼簡單，主用祂慈愛的手帶領我回轉。經過這幾年的兜兜轉
轉，我終於深深感受到內心的平安、單純的喜樂、生命的真光，
正正就是基督耶穌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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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轉後，讓我深深體會到，我們只是普通人，有缺陷、有限制，
更重要的是我們皆有罪。我們這些不完全的人處身於這個不圓滿
的世代，每天均經歷著軟弱及試練，但憑著基督耶穌的同在，祂
堅固我的信心，引領我當行的正路，凡事可全然交託、信靠、仰
望祂。現在的我，禱告是我的喜好，安穩時感恩，困難時也感恩，
每一天祂成就的，必定是最合宜的安排；每一步祂帶領的，必定
是最美好的恩典。
祂 ── 是基督耶穌，是造物主，萬有的主宰，至高無上的君王，
是昔在、今在、永在獨一的真神。
祂 ── 對我們無條件的救贖，無盡的恩惠，無私的關顧，把無瑕
疵的真愛活畫在我們眼前。
我 ── 是罪人，現終於醒悟，真正掌管我人生並不是自己，也不
是他人，而是為了我們這些卑微不配的世人，甘願自我犧牲，成
就十架救恩的基督耶穌。
從前，時常聽到「信主得救」
，當初未信主時，這原是毫無意義的
四個字。此時此刻，卻是震撼我心的人生意義。只要你願意，只
要你相信，你會發現，這位生命的主一直在你身邊，這份真確的
救恩一向在你心上，而這份永生的福氣一生也在你手中。

詩篇十六篇 2、9、11 節
我的心哪，你曾對耶和華說：“你是我的主，我的好處不在你以外。”
因此，我的心歡喜，我的靈（原文作“榮耀”）快樂，我的肉身也要安
然居住。
你必將生命的道路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滿足的喜樂，在你右手中有永
遠的福樂。

願將一切榮耀頌讚歸予永遠愛我們，賜恩惠、平安、喜樂、盼望
給我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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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蓮妹（基信團）
神在我未認識祂之先，祂已揀選了我。
從小到大，都沒有接觸過基督教，信仰對以前
的我來說，實在太遙遠了。我是一個很傳統的
人，我和父母同住，家裡供奉祖先。因他們年
紀大，我要幫他們拜祖先。近幾年，神安排不
同的人叫我返教會，但因為要幫父母拜祖先的
問題，所以一直沒有返教會。
我有兩個妹妹和一個弟弟都是基督徒，在加拿大的妹妹對我說：
「二家姐，你和弟弟一同返教會啦，我希望將來兄弟姊妹能在天
家見。」她這句說話我一直放在心上。後來我在公司遇到一位基
督徒，她也叫我返教會，但因我還是放不低拜祖先的問題，如果
我信了主，誰幫父母做這事呢？神知道我的憂慮，過了三個月，
有一天信了主的弟弟和弟婦一同叫我返教會，他還說遲些會叫爸
爸媽媽返教會的，叫我不用為這事擔憂。
於是，我便跟弟弟返了教會的真理探索班，在那裡我才真正認識
到這位神是創造宇宙的神，祂是為我的緣故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我便決志相信主。更奇妙的是，我信主後不久，神竟然讓父
母都歸信了祂。神的應許是真實的，聖經說：「當信主耶穌，你
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神真真正正的解決了我的憂慮。此時，我
真的相信這一切都是神的安排。
信主後，神更改變了我內向和常常埋怨的性
格，讓我變得開朗、主動，又學會了凡事交託
和凡事謝恩。
願一切榮耀和頌讚都歸予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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劉璟烽（基浩團）
我從小就有疑問，這個社會那麼井井有條，是本
來就這樣，還是有人刻意製造出來的呢？之後慢
慢發現，很多美好的東西都是人製造或刻意安排
的，例如製造一輛車，或安排一次活動等，都需
要精心安排，那麼這個美麗的世界是否自然存在
的呢？我相信不是的，於是我便想到上帝的存在。
直到有弟兄向我傳福音，讓我知道這個世界有神，祂有主宰一切
的能力，慈愛，公義，寬恕罪人。信主前的我，相信自己，相信
人可以控制一切；但上帝向人啟示，萬事萬物都有定時 (傳道書
3:1)，這改變了我的看法，當我知道事情並非單靠自己的力能成
功時，心中便多了一份平安，少了一份擔憂。面對自己所擁有的，
都是恩典。我有愛護我的家人，有機會藉工作服務他人，我絕對
相信這些不是靠我自己的努力能得到的。信了主後我才更加明白
自己的渺小。
理性層面的考慮，還不如親身經歷來得深刻，每次經歷困難考
驗，心中都自然地向上帝禱告，希望得到安慰和度過難關。類似
的經驗不少，自己、家人生病，工作不如意等，在依靠自己時，
最會想到求 上帝的幫助，就在這些經歷裡，鍛鍊了我對上帝的
倚靠。最叫我刻骨銘心的一次，是有一次和女朋友到外國旅行，
到雪山上玩雪橇，因為曾經試過一次，以為有經驗，便輕視安全
性，導致她發生意外，頭破血流，流血不止，當時在三千米的高
山上，而且語言不通，心中充滿恐懼，以為她會因為我而死去了。
我心中呼求上帝，拯救她的性命，那次上帝聽了我的禱告，拯救
了她，而且沒有太多後遺症，在數月內漸漸康復，令我深深感受
到上帝的恩典，也令我更相信上帝。
「你們要嘗嘗主恩的滋味，便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
了！」（詩第 34：8）是真的，嘗過主恩，使我對上帝更依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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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思祈（基浩團）
自幼在基督教家庭長大，每星期都會跟著父母
到教會返崇拜。聽到的道很多，明白的很少，
放在心中的更少。後來，神用祂的靈去感動
我，在我初中時藉著一次佈道會令我體會到祂
對我的愛：「惟有基督在我們還作罪人的時候
為我們死、神的愛就在此向我們顯明了。」(羅
五:8) 那刻心裡真的被感動，原來竟然有人愛我愛到要為我捨棄
生命，於是那一刻我決志信主。之後每星期自己自動自覺地回到
教會，參與團契，參與少年崇拜及主日學，教會生活看似穩定下
來，靈命好像成長了一點點，知道的多了，但真正經歷的仍很少，
我知道神在我的生命中有一個位置，但我亦深知道我沒有把神放
在生命中的首位，我仍然是一個自我中心、以自己的感受、以自
己的意願為先的人，即使教會生活穩定，即使相信耶穌基督是我
的救主，都從沒有想過為主擺上更多時間，去追求主的道去事奉
主，所以一直以來都覺得自己未夠好，未有資格去受浸，信仰生
命於是就停滯不前。
後來在神的保守下入讀大學，我不但沒有更親近神，在多姿多采
的大學生活、宿舍生活及各樣新鮮事物的“引誘”下，反而與神越
走越遠，亦很少回到教會去聽神的道與弟兄姊妹相交。心裡仍然
相信神，但就是不願意放棄玩樂，不願意放棄休息的時間去追求
屬靈生命的長進。感謝神，雖然我一步一步的遠離神，但是神的
恩典神的愛並沒有離開我，祂不會因為我離開祂而離棄我。反而
祂預備了很多人在我身邊去提醒我，如我初信的中學同學、大學
同學等等，他們那顆渴慕神的心不斷的提醒我，原來信仰生命是
需要不斷的追求、不斷的成長。又如在美國交流時認識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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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每星期的小組，互相分享互相代求，令我感受弟兄姊妹在主
裡相交的美好；而且他們每個主日都會安排弟兄姊妹接載其他肢
體到教會崇拜。並且我在美國的幾個月時間，遇上任何問題他們
都不厭其煩的去幫助我，當中的愛心服侍令我不禁感到羞愧，他
們領受了主耶穌基督的愛，而懂得以這份愛去愛其他弟兄姊妹，
同樣地，我領受了主的愛，並沒有以行動去回應。
順利完成大學畢業後，在神的帶領下我再一次返到教會聚會，嘗
試在屬靈生命上有更多的追求，亦嘗試為主擺上更多去事奉祂，
甚至祈求主給我一份不會影響教會生活的工作。感謝主是體貼人
的主，我現在有一份工作時間穩定的工作，令我可以更專心去追
求。
從前的我總覺得信心不能紮根，不能成長是因為主沒有給我經
歷，以致我不能把頭腦上的知識轉化為自己內心真實的感受，但
在這兩三年，我再回到教會的日子，讓我體會到並不是沒有經歷
主，而是沒有把我的心打開，去思想領受祂在我身上的恩典及作
為。因為我沒有把神常常放在心上，所以我亦誤以為主沒有時常
記念我。主耶穌曾說過：「你們要常在我裡面，我也常在你們裡
面。」(約十五 5:4) 及「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見。
叩門，就給你們開門。」這兩三年的經歷的確令我感受到這兩句
經文的真確性。
感謝主給我這一切的經歷，曾經出走，現今轉回，我明白到這份
信仰的追求是一生的事，浸禮並不是一個“畢業禮”，而我們亦沒
有可能“夠好”去做每件事，因為救恩是神白白賜下的。感謝主這
份寶貴的禮物，亦感謝主對我不離不棄的愛，願主繼續在這條路
上激勵我、提醒我。願榮耀頌讚都歸與我們至高的主。阿們！
－ 9 －

邱奕深（基浩團）
信主前的生活
在工作上的事情，我都會問為何需要做，了
解是為什麼而做，和目標是什麼。因為我認為需
要清楚事情的原因和出發點，不然會很容易走
歪。如船的航行路線，一丁點的偏離，都會令人
迷失於大海。
在個人的生活上，我卻在大海迷失多年，生
活都是為過而過，沒有明確的目標，亦沒有目的，大部份的事都
不知為什麼而做。不過我仍然感覺十分良好，覺得自己即使不是
最好最成功，亦不會算得上是差。
直到參與教會聚會，認識罪的定義，知道不認、不信神更是
一大罪，明白自己的罪是何其大。罪是客觀的存在，不會因自以
為無罪，罪就消失；即使你不認同它，它依然如是，而且是不可
靠自己去勝過罪惡。

信主時的情形
耶穌說：
「我就是道路、真理、生命，若不藉著我，沒有人能
到父那裡去。」
（約 14:6）我明白到，要得到赦免，唯一方法是信
靠主耶穌基督。無論我們如何自我督促反省、做大量善事義工、如
何幫助別人，如果不相信主耶穌基督為我們贖罪而死，並且復活，
我們所做的都是徒然，只會依舊在罪中打轉而不自知。所以我決定
相信主耶穌基督為我而死，接受神白白賜予的救恩，為我人生將來
要做的事，定下出發點，就是依照主耶穌基督所吩咐的去行。
－ 10 －

不過在決志時，我仍懷疑自己是否有資格入神永生的國，因
為我認為自己太差，在心靈與行為上仍做得不夠好，曾想過教會
會否介意這樣的人加入。不過耶穌說：「我來，本不是召義人，
乃是召罪人。」（太 9:13）由此我知道我正是最需要加入教會並
尋求救贖的人。我們不是改善好自己才信主，而是先信主耶穌基
督的救贖，再靠聖經的教導去進步。

信主後的改變
信靠主耶穌基督之後，我找到一個值得我用一生時間去追尋
的目標，我的人生有清楚的目的地，就是永生神的國。距離到達
這目的地還有很長的路要行，不過我不再容易走歪走失， 因為主
耶穌基督透過聖經教導我，為我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上，指示出一
個清晰的方向；而且一路上很多弟兄姐妹結伴同行。更重要的是
「我雖然行過死蔭幽谷，也不怕遭害，因為神與我同在。」
（詩 23:4
上）
成為基督徒後，我一樣不斷受試探，但我開始較會放下自我，
將自己的憂慮和問題，透過祈禱交託給神。現在的我一樣需要吃
飯睡覺和娛樂，我亦會關心社會時事。我與未信主的朋友的分
別，只在於我信創造天地的神、信審判、信永生、並以神的話為
依歸。很希望我能為我身邊的人做一個好例
子，將福音美好的訊息帶到其他人身上。耶
穌說：「我來了，是要叫羊得生命，並且得
的更豐盛。」（約 10:10），希望我的朋友們
都有真正豐盛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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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以琳（基澤團）
「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
切信他的，不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三章 16 節）

Why do I believe in Jesus?
我願意相信 神，因為我有罪，虧缺了 神的
榮耀。第二，罪的工價乃是死，因為我犯了罪，所以我會死。這
不單是指肉體上的死，也包含靈魂會滅亡。第三， 神就是愛，
祂愛我，愛我們每一個，所以 神差祂獨生子來拯救我們。我要
信主，得著永生的把握，這是 神賜給我們的，叫信主名的人得
到永遠的生命。
「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不信的必被定罪。」
（馬可福音十六章 16 節）

Why should I be baptized?
我受浸是以基督耶穌為榜樣，耶穌傳道前也在約旦河裏受洗的，
所以我也應當如此行。我受洗不單是這個原因，也因為是耶穌的
命令。受洗是為表明與基督同死、同埋葬、最後與主一同復活。
我舊有的罪人已被釘死，今後我生命得以重生，我的生命和主連
成一體。
我從小就返教會，在主日學經師母的講解後，我決定立志信主。
就算如此，我的生命，行事為人卻一點也不像基督徒。
我從年幼就已經很反叛、固執，最不喜歡聽從別人說話，每天惹
父母生氣。特別在少年時，上主日學，經常把導師們惹火，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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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中心；我把主日返教會，視為一個習慣和與教友見面的日
子。就算聽過很多聖經故事，卻沒有細想神話語的意思，思想不
成熟，只懂顧自己開心玩樂。
愛說謊話的我常不能為主作美好見證，我能不經大腦就編一個很
好的故事出來，因此我的同學們不曾認真相信我說的話。
我不如別人看我的那麼好。我曾認為沒有迷上打機是件值得驕傲
的事情，後來才發現其實自己同樣被魔鬼吸引著，就是一整天看
書，當然，是指課外書。我沉迷的程度，如別人打遊戲機一樣，
一開始就停不下來，要打完那關或那局才能停下來那種。
我有這"習慣"，從來都不覺得是個問題，因為它是我的興趣，也
是我逃避傷心難過時候的良藥。當我不高興就跑去看書，想藉此
去逃避問題，但是這樣是不正確的，應該求 神幫助，而不是倚
賴其他東西作逃避。
現在我長大了，比以前較為懂事，開始靈修的習慣，知道要認識
神和敬拜祂而返教會，還會思考神的話語，從中改善自己內裏的
不潔。上禮拜堂也不會與別人談天說地，作一些不尊敬神的事。
很奇妙，主就這樣慢慢地軟化我剛硬的心，聖靈也時常在我心中
提醒我，感動我。
現在我不會把說謊當成習慣了，主耶穌感動我不要
再做這種事。有些時候主也會藉著其他人提醒我，
我就不至一直錯下去。我也學會為人付出，當然還
有進步的空間；以前上主日學時我是被服侍，現在
我學習去服侍人。
「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了。」加拉太書三章 27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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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開始明白什麼事是 神所悅納、喜歡的。學習如何對準目標，
將我人生的焦點放在基督身上。我不再願意作個有名無實的基督
徒，行事為人與世人無別，我願一生跟隨主的腳步！我的目標是
主怎麼走，我也要那樣走；祂向那裏行，我也要跟隨。正如耶穌
對彼得和安得烈說：“來，跟從我！我要叫你們得人如得魚一樣。”
我不單只相信這位是創天造地的 神。我知魔鬼撒但都信，但不
能得救，因為魔鬼沒有跟隨耶穌。我要學習更像祂，要將 神放
在自己心中的首位。
我不願意被今生的懶惰、驕傲、情慾，浪費主賜給我寶貴的機會
和時間；但我知道自己的能力有限，唯有向 神請求，求 神住
在我裏面，我的生命才能活得豐盛，活得有價值，有意思！
今天，我願意在眾人面前，承認自己是個罪人，舊有的我有很多
不足之處，有很多缺乏和缺點，我需要主的救贖和寬恕。我知道，
單靠我自己是不能改過，我需要主的幫助。
從今以後，主在我心中是最大的，我以基督為中心，我只作榮耀
神的事！每天專心跟隨主，過祂喜悅的生活。
「豈不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他的死麼？所以
我們藉著洗禮歸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
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裡復活一樣。」羅馬書六章 3-4 節

葉梓文（基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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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由小五開始已在中心堂聚會，開始承認自己
是個基督徒，是中二的時候；在佈道會中，舉
手說自己信主，當時的我根本是渾渾噩噩，不
是真正從心而發的相信。那時做司琴也只是馬
虎了事，每次到少崇時才練，又或者請導師唱
一次就彈。
嚴格來說，在中六後才真正的相信，真正看到
自己改變，連其他人都看到我生命的改變。以往我經常說粗口，
覺得自己見證不好也沒有所謂，返教會只不過是玩，考試就更加
不用返。可是，在中六後內心有一個聲音跟我說，你在說些甚麼
呢？如果在路上，沒有幫助有需要的人，會有聲音提醒自己，你
為甚麼沒有伸出援手？更不用說做一些錯事吧。現在當司琴時我
會認真練琴，認真去準備，專心一意為要榮耀神。
記憶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入夏令會，第一次聽到詩歌會落淚，還
記得是標竿人生：“獻上我生命，作祢的器皿，讓祢掌管尊祢為
王”；以及：“用祢眼光來看我自己，一生活在祢永恆計劃裡。”
第一次真正被神感動，真正感到神為我做的何其多。之後，我開
始認為有必要為神做好見證，要把自己的生命給主去掌權。中七
那年，真是經歷太多神的恩典，在這一年中，有無數次抑鬱的時
候，神給了我不同的經文，不同的詩歌，給我很多安慰。例如：
“我們這至暫至輕的苦楚，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
（哥林多後書 4：17）這樣令我想起在高考時受的苦楚根本算不
得甚麼，對比起耶穌在十架上為我們受的苦，根本是不足為道。

黃靜文（基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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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被人當面毫不留情地辱罵，根本就是
浪費時間，成績絕不會比香港的學生好。自此，
努力學習爭取理想的成績以得到別人的認同和
稱讚，就變成了評定自己價值的標準。可是，
我心裡一點也不踏實，只怕有一天成績不如別
人的話，那我存在的意義就會全然失去。人生
的方向變得模糊，找不到自己的位置，不知該怎樣做才好！不斷
盲目地努力，認為事在人為，自己才是生命的主宰，故做事往往
偏行己意，也常常忽略了身邊的人的需要。
單憑自己的力量是不足的、是薄弱的，難以保證日後也有能
力自救，唯有依靠那創造萬物的永恆主宰。這是跟我傳福音的中
學同學跟我分享的。這怎麼可能？心裡充滿了疑惑、不信、甚至
抗拒。對我而言，參加教會的活動簡直是天方夜譚。然而，主並
沒有放棄我這個悖逆的人，終於在中三選科的一年，神讓我第一
次經歷祂的安慰，表面鎮定的我，其實正為面對眼前的壓力和跟
家人吵架的事而不知所措，竭力找尋方法去解決，只是一直找不
著。正在那時候得到好朋友的邀請，首次踏足教會，仍記得那首
「愛是恆久不變」的詩歌竟讓我的眼淚不住地流，找不著原因。
心裡只是不斷地問：世上真有這樣的愛？我這樣的人配得領受
嗎？哪怕我沒有好的成績？哪怕我跟家人經常吵架？我無法說
服自己，但主救贖了我，叫我得著從祂而來的平安。記得決志信
主後的第一個反應是「相逢恨晚」，因為祂是信實的、滿有憐憫
和賜平安的神。
縱然決志信主之後，同樣需要面對許多問題，但心裡卻有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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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意外的平安。神讓我知道，祂會陪我走過艱辛的路，因祂曾應
許「我靠著那加給我力量的，凡事都能作。」(腓 4:13)。原來在
我認識祂以前，祂早已認定我存在的價值，那不是憑著我的行
為，乃是出於祂的愛。生活因重拾失去過的信心，變得更加積極，
因為我相信主必引領我當走的路。不過，中學會考、重讀中六和
高考，重重的波折再次讓我面對失敗的自己。不斷地問神:為甚麼
我的努力並沒有得到成正比的收穫，偏偏要我承受這樣的打擊？
主一直默言，只利用往後的日子一步一步地教導我，讓我從挫敗
中再次站起來。主從哥林多後書一章四節鼓勵了我：「我們在一
切患難中，他就安慰我們，叫我們能用神所賜的安慰，去安慰那
遭各樣患難的人。」這讓我明白祂計劃的美意。就像《足印》的
故事一樣，我以為孤獨一人的時候，原來是主背著我走的。
當然，有時候我並不懂得學習順服和全然地依靠主，特別是
處理與家人的關係、面對家人無理的責罵時，情緒管理的能力就
會自然直線下降，甚至按捺不住而與他們爭拗。心裡卻害怕：跟
家人傳福音，行嗎？這樣的見證根本不可能。明知道這是主的試
煉，卻在行動上顯得身不由己。懊悔過後，又犯同樣的錯誤。一
次又一次，神明明知道我是個軟弱的人，仍藉著祂的話和身邊的
人給我鼓勵和方向，學習如何做到「靈巧像蛇、馴良像鴿子」(太
10:16)。若沒有主不斷陶造我的生命，我根本不會明白到生命的
價值和意義。雖曾有多次想受洗的「衝動」，卻沒有勇氣面對自
己的軟弱和罪性。然而當明白受洗只是一個開始而非終結時，就
學習把自己交上，主耶穌不是為我做了一個好榜樣嗎？縱然我知
道做不到最好，也希望可以努力做到最好。

潘翠

（基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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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年了，原來我在基督中心堂佐敦堂已經度過
了人生重要的八年。從那個黃毛中四丫頭，變
成現在要準備踏進社會工作的「成年人」
，驀然
回看那段青蔥光陰到現在，主耶穌的恩典一直
滿滿，祂的愛一直都在引導。
我出生在一個沒有太多溝通和用愛表達的家
庭，而且家庭的經濟有時不太穩定。從我有能
力工作開始，已經建立了堅強、獨立和不靠人的性格。
當初踏進中心堂，是受到中學同學的邀請參加暑期的義工計劃
「愛在有情 TEEN」
。本是想著暑假沒什麼事做便做做義工打發時
間。怎料在計劃結束後，中學同學說有姊妹想約我聊天。(心想，
我跟你都不熟，為什麼約我聊天? 一種說不出的奇怪感覺湧上心
頭，但我還是不好意思拒絕而答應了。) 原來，那天她們是跟我
說「三福」，簡單來說，就是向我傳福音。最後我也糊里糊塗的
信了，也跟她們作了禱告，說到底，都是因為見她們那麼努力的
說，希望我相信，所以我又再一次感到不好意思拒絕她們而信的。
信了之後，很自然的就被邀請返團契、返少崇聚會。慢慢地對聖
經有較多的認識。在信主初期很不穩定，在很多事上也沒有意識
去倚靠神，依然是靠著自己的能力，很自然就沒有怎樣經歷神。
當時年紀小，有好幾次都覺得星期六要回團契而不能跟同學朋友
們去玩很可惜。但是感謝主，祂透過弟兄姊妹及導師的叮嚀，讓
我留下來，使我有機會去繼續認識祂、去經歷祂更多。慢慢地，
天父透過大事小事讓我明白，祂一直在我身邊幫助我，時常看顧
我的神。由我的衣食住行這些日常生活事情，到我中五、中七、
讀副學士到升讀學士這些大事，天父讓我知道祂會為我安排，也
安排了同路人及導師去支持及幫助我。讓我明白我自己一個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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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力有限，我自己一個面對所有事情，因為天父是我最好的倚靠。
以前的我，脾氣十分暴躁，好勝心強，只要認為自己有道理，不
怕和人吵架。信主後，我學會多嘗試用愛心包容，嘗試體諒別人
的軟弱，不再埋怨自己的出生，多用基督的愛去愛家人、愛自己
和愛別人。雖然常有跌倒失敗的時候，只要不放棄，我信天父會
幫助我做一個祂喜悅的人。
如果要用一句說話來形容我的生命，我想我會選這句我很喜歡的
詩歌歌詞：「有祢，我生命不一樣！」願一切榮耀頌讚都歸予天
父。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盧依蓓（基澤團）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不在黑暗裏走，必

要得著生命的光。” 約 8:12

從小驕生慣養的我在家中是一個野蠻任性、不
懂愛人的長女，而且從來只有家人遷就我，更
加不容易向人付出。生活環境富足的我整天只喜愛吃喝玩樂，從
小已注重物質上的供應。雖然童年時候沒有甚麼煩惱，但寂寞、
空虛的感覺常常圍繞著我，覺得人生沒有目標方向，變得沒有朝
氣和自信，只會跟著別人隨波逐流。由小學升上中一期間，由於
不熟習新學校環境，亦不懂得與陌生人相處的我頓時變得非常內
向，我將自己封閉起來想保護自己，不願與人接觸，而外表冷漠
的我早已把同學嚇怕，最令我哭笑不得的是班主任竟然在學期尾
成績表上稱讚我斯文乖巧、有氣質，其實那不過是我給自己築起
的圍牆。至於在家中，我亦愈來愈少向家人分享自己的事，以往
的親密不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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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那年的暑假期間，我媽媽的公司同事兼好朋友邀請我與家人
參加教會的崇拜，我開始認識神，知道祂是掌管宇宙萬有的神，
雖然聽道的時候知道自己有罪，但我選擇逃避去面對自己，我依
然是我，那道圍牆繼續起得愈來愈高，而返教會漸漸變成了自己
生活上的習慣。不過，神真的很奇妙，在我還未邀請祂進入我心
內的時候，祂已經開始作工。在我裏面苦悶的心，好像想要掙扎
出來跟我說它不想再孤單的活著，我想改變每天都要過著傷心絕
望的生活，在中二至中五的期間我逐漸向同學打開本來守衛深嚴
的閘門，主動向人示好，在家裏亦開始回復本來童年時候的活
潑，我知道一定是神一直在我身邊保守帶領我的緣故，能改變舊
有的我。
接近七年的浮沉信仰生活中，我終於決定今年受浸加入基督的名
下，我很清楚受浸的目的，因為我信創造天地的主和祂獨生兒子，
我信罪得赦免、身體得復活有永生。很感恩身邊有一班一起經歷神
的弟兄姊妹，能夠互相扶持、成長。此外，感謝神從沒離棄過我，
即使我還會有想逃避祂的時候，神都會透過不同方法、途徑讓我知
道祂愛我，祂讓我真正體會到何謂愛。神更讓我體會到人的軟弱渺
小，容易被試探，尤其是生活在現今世代，自己仍會被世界的東西
所吸引，會跟隨自己的心意行事而忘記神的話語，所以我學會凡事
依靠交託，並遵行神所吩咐的道。盼望我能成為新造和合神心意的
女兒，在這個世界上發光發熱，為神作好見證，成為別人的祝福。
我願意一生跟隨祂，被祂使用，直到永遠。願將頌讚榮耀歸給天上
的父親！
“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約
13:34

李璟俊（基澤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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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天主教小學及中學長大的關係，我從小時便對上帝的創
造，耶穌基督的救贖有所認知，心底亦相信神愛世人以及聖父、聖
子、聖靈的事；然而，身為天主教徒的我，與主的關係並不親密，
彷彿只有在每個學年的開學彌撒及每週的宗教課上，上帝才與我的
生命有關連。升上中五後，隨著學業漸趨忙碌，接近整個心思意念
都放在考試上，思考自身信仰的時間近乎零，可是，我心裡知道上
帝依然愛我，在學業甚或生活上遇到困難時，每當我心中呼求上
帝，祂總會給我開路，讓我感受到從祂而來的平安，久而久之，心
底彷彿有聲音提醒我，與上帝的關係不應停留在如此表面的層面，
然而，一直提不起勁參與宗教聚會，重新認識神。
直至升上大學，在一位同學的邀請下，我參加了基督中心堂的
聖誕佈道會，在短短兩小時中，感受到基督徒對身邊的人的關懷，
一群素未謀面的人竟然可以如此熱烈地歡迎我，導師們更與我分享
他們在信仰上的體驗，令我對基督教的信仰有了初步的認識；漸漸
地，我成為了團契的一份子，參與聚會的時間愈多，愈明白基督教
信仰的背後意義跟天主教的異同；從前，對聖經中罪的概念模糊得
很，自以為靠著好行為便足以抵消言行甚或思想上犯下的罪，可
是，經過團契一次又一次的查經討論，才驚覺自己是如此的污穢，
每天在罪惡面前與之交戰的我是如此的無力，在罪海中浮沉的人怎
能自救呢？除上帝以外，別無拯救！覺悟以後，我更明白在教會親
近主的重要性，每一次的教會聚會均讓我更深的認識上帝，更重要
的是，我可以透過禱告認罪，將罪的重擔卸下，重新得力！
在過去的兩年裡，透過崇拜聽道及主日學的教導，讓我更加深
明自己已被神所拯救，在罪跟前不再無助，因為心內已有聖靈引導
我走正路，雖然偶爾會失足，被罪所勝，但心內確信上帝必會施恩，
不論是透過身邊弟兄姊妹的提醒，或是團契導師的指導，都讓我找
到回轉的機會。感謝神，在學業與工作同時佔據我生活的時候，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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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透過弟兄姊妹不斷的問候和支持，鼓勵我要立志重新穩定的參與
教會聚會，在屬靈上跟他們一起追求，此外，神更讓我在團契或佈
道會上有事奉的機會，在服侍中得到造就，並且與主更親近；為著
我生命的改變和更新，願將一切榮耀、頌讚、感謝歸給天上的父神！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陳錦應、羅金妹（家長班）
我們是很傳統的中國人，家中供
奉祖先而且一直沒有接觸過基
督教。兒女和孫子都是基督徒，
有一天，孫子對我們說：「爺爺
嫲嫲，不要上香，相信主耶穌
吧，神愛你們。」
去年兒子的團契導師和兩個有心的家長，常常到我
們家中探訪我們。她們很有愛心和恆心，並用淺白和有趣的方法將
福音介紹給我們。我們便決志信了主耶穌，而且請牧師拆掉家中的
偶像。
後來，我們便跟隨兒女返教會的家長班。在家長班裏，認識了很多
家長，也認識了這位創造宇宙的主宰，而且相信人死後可以上天
堂。感謝神帶領我們一家信主，將來可以在天堂共聚天倫。

何杏（家長班）
我未信主前，人生有幾點是很明顯的。第一，
我自十幾歲就很喜歡賭馬，因為我想從中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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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我也希望從賭博中獲取滿足；第二，雖然我很想得到滿足，但
無奈卻常常不快樂，總會因很多事不愉快及感到憂慮；第三，我不
懂寫字，為此我很不快樂，我很怕讓別人知道，怕被別人取笑，說
自己是文盲；第四，雖然我活了大輩子，雖然人生經歷很多，但仍
覺得自己沒有人生意義，也沒有目標。
直到好幾年前，我相信了主耶穌，使我的人生產生很大的改變。信
主的情形是這樣的，2006 年 1 月，我臉部神經出現問題，以致臉部
肌肉扭曲，不能如常進食，甚至談話也不暢順。當時我嘗試向偶像
尋求幫助，例如關公、土地等等，但這些假神並沒有給我任何幫助。
於是女兒和女兒男朋友(現在的女婿)與我一同禱告，向主耶穌尋求
幫助。雖然病情沒有即時好轉，但我心好像不再害怕，於是我每日
祈禱，從中心裏得到平安。更重要的是經過一段時間，我竟然完全
康復了！我知道是主幫助和醫治我。我知道自己終於找到了真神。
於是我立時找女兒和女婿為我打破偶像。自此(2006 年起)，我就開
始返教會敬拜、認罪、並成為基督徒了。
信主後，我的人生漸漸有所改變。從前我喜歡賭馬，但信主後我知
道賭博是罪，我開始認罪並認真戒賭，現在我已經有一年多完全沒
有買馬了，我並向主承諾以後不再賭馬。而且自返教會認識神後，
我變得開朗了，我凡事學習感恩，將憂慮交給神。另外，在教會中
我也學習認真寫字，遇有不懂的時候便向主祈禱，我希望將來可以
看到聖經、明白真理。現在我的人生有了目標，每個星期日都很渴
望返教會認識神。我常常準時敬拜，人生變得有了目標、有了方向。
我知道，我的改變都是主耶穌幫我的，感謝主！願榮耀都歸給我主
真神！

吳屏（家長班）
我本是一個安份守己、勤奮工作、照顧家庭的人。
感謝神自己以往都不是一個拜偶像的人。家裏都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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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安設祖先神位。2006 年因丈夫患上癌病，其中一個信主的女兒從
紐西蘭回港探望父親。女兒以往教會的弟兄當時正在基督中心堂佐
敦堂聚會，經弟兄的介紹下，認識到教會長者班的導師。教會導師
與女兒及女婿相約好探望我和丈夫，導師用福音橋和五色無字書向
我傳福音，我承認自己是一個罪人，明白主耶穌愛我、救我釘死在
十字架上，我願意接受主耶穌作我的救主及人生的主。我信主的女
兒常常打長途電話問候我，又鼓勵我返教會。
自 2006 年信主後，內心很平安滿足，性情比以往更和善，更能體
諒及包容別人的不是，每次吃飯時亦會感謝主的賜與。我又很喜愛
返教會，返教會使我感到很喜樂，可以學習很多真理又認識到其他
的長者朋友。
到 2006 年尾，我丈夫因癌症離開世界，他在醫院留醫時，有教會
的導師向我丈夫傳福音，在三個女兒的見證下，我丈夫也願意相信
主耶穌，接受主為他的救主。教會亦為我丈夫安排安息禮拜。我知
道丈夫現正在天堂享受福樂。因我其中一個女兒和女婿是基督徒，
大孫女亦是基督徒，在丈夫的安息禮拜中，感
謝神，我見到很多教會的肢體出席喪禮，又很
關心我們一家，我內心感到無比的安慰。能信
靠主實在很寶貴，我希望未信主的家人能早日
相信主耶穌，自己又能多些為他們祈禱，願榮
耀頌讚歸給父神！

譚美容（家長班）
信主前，因家族的傳統，都會在家中敬拜很多
的偶像。每逢農曆新年，都會到廟宇，為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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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籤，但問我點解要拜，其實我都不知道，只是祖先一直傳下來，
但在燒完香後，心中仍然沒有平安，仍然都是充滿憂慮和擔心。而
且，一直覺得在拜祭的過程中，其實都會令周圍的地方很污糟，但
是實在沒有辦法。
在 2003 年，女兒帶我參加教會的家長班，並因着有一些基督徒到
家中探訪，從而認識了耶穌才是獨一的真神。在 2004 年，家長班
的導師問我，是否承認自己是罪人，當時，自問自己都沒有做過壞
事，怎會是罪人呢？但是，慢慢再聽導師的講解，才明白在神的標
準中，什麼是罪，自問自己都曾鬧人、曾得罪人，在神的眼中，都
是罪人，並只有耶穌才能救我。於是，開始不再敬拜家中的偶像，
在過程中，丈夫都有不悅，但我仍然沒有向這些偶像再燒香和做任
何祭祀的工作。在 2006 年，因丈夫患病，要照顧他，所以沒有回
到教會了。直至 2007 年 11 月，丈夫去世後，我再回到教會，並在
牧師的協助下，拆除家中的偶像。同年，在三福隊的帶領下，決志
信耶穌。
在家長班，感覺很開心，導師們又對我很關心。我本來一個字都不
懂，藉着家長班的教導，我已學懂了很多字，並認識神更多。每天，
我都會讀家長班的金句簿，讀後都有一份平安。而且，學習祈禱交
托，並經歷神的幫助。例如：晚上睡不著，一祈禱，很快便睡著了；
不見了縫紉針，一祈禱，便找到了；為一些事情擔心，祈禱了，就
有一份平安。感謝主！
最後，願將一切榮耀頌讚歸與天父！

駱朝紅（婦女查經班）
我叫小紅，出身於內地貧苦的農民家庭，六歲
已經耕田，做家務，十八歲學業還沒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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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經兼職養家。所以想發達，嫁個有錢人，全家脫離貧窮就成了我
的人生目標。出來社會我曾經商賺過不少錢，也曾跟有錢的高幹子
弟拍拖，後來因為一些不開心的經歷，導致自己染上了賭錢的惡
習，從此一發不可收拾，直到去年我已經成了一個賭了二十年的病
態賭徒，任何關於賭錢的我都沉迷，輸掉的錢也不計其數！我得感
恩，十多年前嫁了一個我好愛的好老公，但是這並沒有令我收斂自
己的賭博行為，經常幾天幾夜不回家，賭得天昏地暗，講好多謊話
欺騙老公給我多點錢做賭注，周而復始，年復一年，我老公終於忍
不下去了，去年四月中他跟我說“你無可救藥，我要放棄你了！”在
那一刻我覺得我自己好像來到了生命的盡頭，我感覺到自己好失
敗，好無能為力，因為賭錢而令心愛的老公被逼離開，但我真的控
制不到自己的賭癮，我曾經無數次用不同的方法去嘗試戒賭，結果
當然是失敗的！所以既然老公都不要我了，我認為只有死才能擺脫
賭博這個撒旦魔鬼，還可以有一筆保險保障我家人以後的生活，於
是我就去找一個做保險的朋友，開始實施我的計劃！
當我見過這位朋友之後，我的人生就起了翻天覆地的變化，當時我
向她坦承了一切，她沒有太多的說話，最重心的那句就是“不如你
星期日跟我返教會啦！”那個時候，我不知道教會、耶穌是怎樣的
一回事（二十年來每天沉迷在賭博中怎會知呢？）但我想我已經到
了絕路，去教會又何妨呢！於是在去年四月十八日我第一次返了中
心堂，在當中我體驗了眾多導師和弟兄姊妹的關心和愛，第二天這
位朋友還通過各種渠道帶我去了一間福音戒賭的機構，在那裡我第
一眼看到的一句話“若有人在基督裡，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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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變成新的了。”這句話即時震撼了我的心！這就是我日夜想追求
的事，我有救了！原來只要信耶穌，就可以做一個新人，當晚我就
決志信主，神蹟也在那時出現了，我就好像那個血漏的女人一樣，
在我心中纏繞了我二十幾年的賭癮竟然消失了，我不再時時刻刻都
掛住賭錢了！感謝主！這年以
來，我不停地返教會，返戒賭團
契，身心都獲益良多，生活每天
都好充實、好平安、好喜樂，老
公見到我信主後的改變，都好開
心好支持我！現在我們的感情
再次回到初戀時的感覺，我家人
對我的憂慮亦消除了。
感謝主！給我這麼多的恩典！
現在我終於明白到“ 當信主耶
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的真正含意！一切榮耀頌讚都歸於天
父！阿們！

黎雪英（婦女查經班）
求學時期，除了小學階段，在一所天主教小學就
讀外，其餘就讀的學校也沒有宗教背景。家人和
朋友中也沒有基督徒，一直也沒有接觸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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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工作中跌跌碰碰，在一個工作了數月的崗位上，認識了一位基督
徒同事。期間，在工作上遇上挫折，她給我的文章和「荒漠甘泉」
讓我得到很大的安慰。期後，我參與教會的崇拜。漸漸地，返教會
已是我生活的一部份，在當中感受那份平安。
從前，常看到事情灰暗的一面，不懂欣賞主所賜予。現在，當遇上
困難或挫折，也不會埋怨，因為知道黑雲背後總是陽光處處。常存
感恩的心、恒切禱告，把事情交託天父，深信祂必為我作最好的安
排。
感謝牧師和傳道人，讓已拜神數十年的母親在離世前也能決志信
主。盼望這厚厚的恩典，也可臨到親人、朋友和很多很多還未信主
的人。

王憲珍（崇拜）
我信主前的生活
我以前生活毫無方向，整天都因夫婦相處關係很不愉快，覺得生活
無意義，不知道生存為的是甚麼？每天只為糊口返工放工，很不開
心，心裏沒有平安、喜樂和滿足。
－ 28 －

我信主時的情形
在 08 年 1 月份的時候，當我姑姐在醫院病的時候，有主內的弟兄
姊妹探訪她，很奇妙的事情發生，他們為她禱告的時候，正當她正
危急彌留之際，禱告完畢，天父就這樣接我姑姐回天家，很安祥地、
很舒服地，我當時還未認識神已覺得很奇妙，我當時很認定這世界
一定有神，一年多後我就在一間一位主內姊妹開的店舖工作，真真
正正認識天父就是那位創造宇宙萬物的神，並認識主耶穌成為我個
人的救主。
我信主後的改變
信主後，我得了很大的改變，心情十分的平靜，不容易發脾氣，很
容易原諒他人，對人多了關心，學懂怎樣去多關心別人，對別人多
了一份體諒，以前的我比較執着和急躁，現在神把我改變，變得比
較溫和，神時常提醒我，便沒有像以前那麼衝動和容易發脾氣，真
的很感謝神的恩情及改變。我現在懂得為主而活，生命充滿動力，
心裏滿有平安，希望神給我傳福音的託付，能
夠做到最好，把這個平安的福音與我身邊的每
一個人分享，也希望他們也與我一樣得着這寶
貴的福音。

陳芷欣（崇拜）
蒙 黎氏伉儷中文翻譯

各位弟兄姊妹：
謝謝你們來我的浸禮。我帶著驚喜與大家分享這
快樂。我相信你們當中很多人認識我；自出母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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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我便開始返教會。不過，你們有些人還未認識我，現在讓我簡單介
紹自己，並主耶穌如何與我同行。
如上所述，我是第二代基督徒，在基督化家庭中出生和長大。謝謝
祢，上帝！在祢的家中被培育多好！我曾多次決志信主，但最認真
的一次是在 2003 年 7 月 1 日 6 年級的畢業營中。我仍然記得當時
決志的情形 - 導師說我們當中一個組員犯了營規，他需要喝一種不
知名的飲料。導師提出了一個懲罰的方法 - 由其他組員來喝這飲
料，而不是犯規的人喝。導師給我們一分鐘來決定由誰來喝。當時，
我沉默了一刻，因為我不想喝那飲料，我不知道那是什麼，也沒有
喝下去的勇氣。最後，一個組員喝了它。我們問他味道如何？他說
那是非常非常惡劣，怪異，有點鹹、酸的。我很高興我逃過了。然
後導師告訴我們，他說一人犯了營規，代表所有世人犯罪；其實每
個人生來也有罪。我這個人應該擔罪。然而，上帝差祂的兒子耶穌
基督來拯救我們，就像一個人願意喝那飲料。我聽後便哭了。我認
為耶穌真的愛我，祂不想我受罰，寧可祂自己為我受苦。因此，從
那次起我決定相信祂。我知道神是我們的天父，耶穌是為了我而犧
牲，祂總是愛著我。
當時我正 12 歲，便決定與耶穌同行，回想自幼上帝已給我很多禮
物，高中時我為何還未受洗？主要因為我還未預備委身。因為我明
白浸禮不只是一種儀式，更是一個委身，告訴其他人我已信靠祂，
並立志跟隨祂，至死不渝。太 10: 32 "凡在人面前認我的，我在天
上的父面前，也必認祂。"所以，我看浸禮是一件極嚴肅的事情，
我自問還未夠成熟去履行這承諾。但現在，我有信心，並真的希望
作祂的門徒、敬拜祂、為祂作工，永不離開祂。
老實說，這兩年我才想到受洗，但起初仍未開始祈禱、讀經的生活，
也未有受洗的渴望。但不知何故，在 2011 年 4 月後，我真的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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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了，但我肯定這不是因朋友的緣故。
（我的室友 2011 年復活節
期間受洗）
。
我知道這兩年間，從上帝而來的祝福數之不盡，尤其當我在三藩市
讀書的時候，沒有遇上任何意外，沒有與人爭吵，在主日學裏有機
會服侍兒童，身體又健康，這全是上帝的恩典。甚至有能力服事有
需要的人，也是上帝的恩賜。我想起一句話："我們的上帝何等偉
大，世人也能看到我們的上帝是何等偉大 ！" 我真知道唯有祂是
獨一的神，是可倚靠的。這兩年間我漸漸確認祂是偉大可畏的上
帝。祂帶給我平安喜樂，常常為我預備最好的。我記得在 2011 年 3
月日本地震後，一位科學家曾預言更嚴重的地震將至，我很擔心它
成真。我哭了一夜，無法入睡。於是，我開啟電腦，聆聽詩歌，頓
覺心裏平安，認定上帝與我同在，我便不再哭了。太 6：34：" 所
以不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
當就夠了"。那時我禱告，求神不要離開我，並時刻與我一起。我
願意跟隨祂，因為祂是可信的。感謝神 ！因為上帝聽了我的禱告；
直到我回港的最後一天，日本再沒有發生嚴重地震。所以，我認定
神是獨一的神，祂掌管這世界，祂是可信靠的，祂也掌管我的生命。
今年夏天，我很感恩參加了教會的夏令營。營地的主題是‘靠著耶
穌過得勝生活’。
在這營裏，我有一個意念 ── 未接受浸禮的信徒，就像運動員站
在一旁觀看，難有機會為主作工。反之，受了洗的信徒可以為主作
工，可以接受更多的恩典和恩賜。所以，我決定今天受洗，不是單
單接受恩典，更是為祂作工，向他人作見證。
最後，我想分享一首詩歌 - "我們可畏的神"。歌詞雖短，但很有意
義，也容易記住。我想我們從中可得著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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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畏的神"
我們的神是令人敬畏的神，
祂用智慧、能力和愛統管諸天，
我們的神是令人敬畏的神。

Hi brethren,
Thanks coming to my baptism. It is awesome to share the
happiness with you all. I guess most of you may know me; I am the
lady who comes to church when I was a baby girl till now. However,
some of you don’t really know me, let me introduce myself briefly
and also how Jesus walks with me.
As I have mentioned above, I am a second-generation Christian,
and I have come to church since I was small as a baby.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a Christian family. Thanks, God! How great to be raised
in your home I have made the decision to believe in God several
times. However, the most serious was on July 1st 2003 when I was at
my Grade 6 graduate camp. I can still remember the scene when I
made the decision to trust God: the camp counselor said one of our
group mates had broken some camp rules and now he/ she needed to
drink an unknown beverage. The camp counselor offered an option
to us in which one of the group mates would drink the unknown
beverage instead of the one who broke the rules. The camp counselor
gave us a minute to decide who will drink that unknown beverage.
During that minute, I was very silent, because I didn’t want to drink
the beverage, I had no idea of what it was and I didn’t have the
courage to drink it. Finally, one of my group mates drank it. When
we asked him how it was, he said it was an awful, weird taste, a 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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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lty and sour, totally awful. I was so glad that I escaped. Then the
camp counselor told us, the one who he said had broken the camp
rules represented all of us and actually all the people in the world;
everyone is born with guilty I am the one who is supposed to bear the
punishment of God. However, God asked his son, Jesus Christ, to
come and rescue us, just like the one who had been willing to drink
that beverage. After I heard that, I cried. I think Jesus really loves me;
He doesn’t want me to receive any punishment by God so He
accepted the suffering because of me. Therefore, I decided to believe
in him from that time. It is because I know God is our heavenly
father, and Jesus is the one who sacrificed for me, and he always
loves me.
Even though I have decided to walk with him (Jesus) when I
was 12, and I know God has given me a lots of gifts since I was a
baby, I didn’t decide to get baptized immediately. Even through high
school years, I didn’t get baptized, mostly because I was not ready
for the commitment. I realized that baptism is not only a ceremony;
as I mentioned, it is a commitment, telling to all my friends and
others that I believe in Jesus Christ and have decided to follow him
from now till I die. According to Matthew 10:32 “Whoever
acknowledges me before men, I will also acknowledge him before
my Father in heaven.” So, I see Baptism as an utmost serious thing,
and I don’t think I am mature enough to fulfill it when I was a kid.
But now, I have confidence, and I truly want to be his disciple,
worship him, work for him and never leave him.
Honestly, this idea of getting baptized has come up in last two
years, however, I didn’t take any action at the beginning, like praying
or Bible reading, and I think I was not that eager to be baptized. Then
in April 2011, I really wanted to be baptized, but I have no idea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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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nd of thing caused this mindset and I definitely know it is not
because of friends. (My roommate got baptized during Easter of
2011). I know that in these two years, the blessings from God have
been uncountable, especially when I was studying in San Francisco –
things like never getting into any kind of accidents, no arguments
with others, many chances to serve the kids in Sunday school, being
so healthy every day, etc. These all are by the grace of God. Even the
ability to serve those in need is a gift from God. I came across these
words: “How Great is our God, and all will see how great is our
God!” I truly know He is the only one that I can rely on. It is true that
in these two years, I became definitely sure that God is the awesome
God. He gives peace and joy and always prepares the best for me. I
remember that after the earthquake in Japan in March 2011, a
scientist had predicted that more grave earthquakes would come
shortly, and I was so worried that it would come true. I cried for a
night, and I couldn’t fall asleep. So, I switched on my laptop and
found some hymns to listen to; I felt full of peace and I think God
was with me, and then I stopped crying. And a verse came to my
mind from Matthew (6:34): ”Therefore do not be anxious about
tomorrow, for tomorrow will be anxious for itself. Sufficient for the
day is its own trouble.” At that time I said a prayer, begging God not
to leave me alone, and to be with me all the time. And I will follow
Him, because He is trustworthy. Thanks to God! God listened to my
prayer; there was no serious earthquake till the last day I was in Hong
Kong. Therefore, I am sure God is the only God, He is the one who is
in charge of this world, He is the one I can rely on and I would like
Him to be in charge of my life.
This summer, I am really thankful that I have an opportunity to
join the summer camp organized by church in July. The theme of the
camp is ‘Rely on Jesus and gain a victorious life. During this cam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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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idea passed through my mind. The one who believes in God but
has not accepted baptism is like the athlete who only watches from
the sidelines, because they hardly have a chance to work for Jesus.
Oppositely, the one who believes in Him and accepts baptism is the
one who can work for Jesus, and who will receive more grace and
gifts than before. Therefore, I decided to be baptized today, not only
to receive grace, but to work for Him and to be a great testimony to
others.
Finally, I would like to share lyrics from a song, “Our Awesome
God”. I think the lyrics are short but meaningful and also easy to
remember. I hope we can keep reminding ourselves of this all the
time.
Blessings,
Sara Tsz-yan
“Our Awesome God”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
He reigns from heaven above ,
With wisdom, power and love ,
Our God is an awesome God.

李淑儀（崇拜）
我在香港傳統家庭中長大，在小學求學期間，我
曾在天主教學校唸書，但對宗教並不熱衷。父母
於重要節日及過年期間定必燒香拜神，求籤問
福，祈求闔家平安，事事順景。由於秉承傳統，
我並沒有考量燒香敬拜的是甚麼神及何宗教。
－ 35 －

我是一個生活簡單的人。我的人生目標亦很簡單。我只希望相夫教
子，每天開心過活，從來沒有質疑我燒香所拜的神是否真實的神。
五年前，我與丈夫跟隨友人參加教會聚會。這是我首次踏足教會，
亦是我親身經歷教會給我的平安。由於我對教會及宗教認知不多，
當我初次進入教會時，我感到有點兒徬徨。可是教會內的牧師、傳
道人及弟兄姊妹給我很大的幫忙，讓我親身感受到主內的大家庭存
在的相親相愛及彼此關懷。
我雖決志信主，但我沒有足夠信心能夠達到主的要求，因此在過去
的五年，我並未有參加浸禮儀式。為了增加我的信心及對神的認
識，我參加了真理探索班、初信栽培班、慕道班及多期主日學。在
學習過程中，我認識到神的大能和慈愛。
自從決志信主後，我將家中一切偶像拆掉，不再燒香祭祖。我願意
做一個基督徒，因為神將祂的獨生子降世為人，憑著基督所流的寶
血，把我們從罪中釋放。我學會了凡事感恩，並藉著禱告，與神聯
繫。
從決志到現在，我真的學會了放下自己，讓神帶領，從而我感受到
兩肩輕鬆、心境平和、了無牽掛。我希望主能夠給我加力，繼續引
領我前行。

盧偉鈞（崇拜）
之前，我對宗教並不感興趣，更甚者，我會覺得討
厭，因為教徒只會喋喋不休，諸般吹捧，還說神有
無邊法力、無遠弗屆、有求必應等。而每個人都可
以經過修煉成佛、成仙的說法更令我感覺是無稽之
談。如果這說法屬實，又何需尋求他神或物保我平
－ 36 －

安，自我施法便可脫離厄困，豈不更為方便。
我曾站在街上與向我傳道的某宗教教徒辯論神存在與否足有三小
時，最後雙方悻悻然離開。五年前，我突然心血來潮，向一位非常
熱愛教會的友人提出我對宗教的看法，並希望親身了解一下他所追
隨的基督，以便堅定我對宗教的批判信心。
一星期後，經友人帶領，我進入了教會。一向做事認真和謹慎的我，
不脫保護自我及以自我為中心的本色，經常與傳道人及會友辯論，
因為我認為真理是愈辯愈明的，任何在世上發生的事情都應有合理
的解釋。可是，我錯了，因為我終於明白到在神的國度內，我有限
的智慧、遲鈍的腦筋和平庸的知識，是不可能解釋及知道主的大能
及作為。
在教會內，我雖頑劣，但傳道人及教友仍耐心地給我講解，無微不
至地給我分享神的愛心，給我愛的見証，讓我這井底之蛙能夠看到
更廣更闊的天空。在充滿愛心的環境下，在一個由教會於中國情人
節舉辦的｢團圓之夜｣聚會中，我向傳道人說出：｢我決志信主｣。
我信主，因祂是創天造地的主，是一位至高的神。祂令我感受到非
一般的愛，而這份愛，只有用心感受才可以領受，亦不拘泥於任何
形式才可獲取。我相信祂的大能，因為祂可以從死裏復活，以寶血
清洗我們的罪，並默默等待着我們回歸。
人活著，為前途打拼是為美好生活而作的進取行為，但這類行為往
往令我們走進了死胡同，不能認清目標而盲目爭取，最後，只剩下
冰冷的虛空。從決志信主的一刻開始，我決定要送走虛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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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五年中，我有失落無助及虛空的時候，我嘗試祈求神給我力
量闖過難關，而每次神都給我恩典，給我足夠能力面對困難，從而
我學會了將每天要面對的困難放下，讓神給我指引前行。
經過五年的時間，期間我參加了多期主日學及兩次慕道班，對神的
認識加深了，亦堅定了我決志信主的信心。今年我會參加受浸儀
式，一心想成為新造的人。願主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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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被釘於十字架，
受死，埋葬；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裡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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