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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月銀

我大哥約85歲時信耶穌，信了耶穌後把以前飲酒及賭博的習慣一下子便戒掉

了，那時我覺得耶穌很勁、很犀利。

未信耶穌前，我對任何事都不感興趣，感到非常孤單，沒有平安，因此我的朋

友送了一隻玉鈪給我，請我戴着它便有平安，此外我亦有吸煙壞習慣。

因我孫女參加筲箕灣浸信會崇拜後，並認識鄰居郭雅玲(教會幹事)，她經常探

訪我們，知道我孤單寂寞，便讓我認識耶穌，還帶我返筲箕灣浸信會參加長者

崇拜，每次參加崇拜我都覺得很平安，參加小組後得到李傳道、何太、各組長

關心，同時認識許多朋友，大家暄寒問暖，使我覺得很溫馨及快樂。 

自從信耶穌後覺得耶穌在我左右，無論是飲茶、去街祂都陪伴我、保護我，好

像爸爸愛護子女一樣，所以我甚麼也不用害怕，同時對吸煙已沒有興趣，並把

它戒除了，祂真是多麼犀利，所以連朋友送給我那隻玉鈪也退還給她，因為玉

鈪不能使我平安，只有耶穌才可以保護我、使我開心。

受浸者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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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麗娟

我是巴基斯坦和中國混血兒，自幼跟隨父母信奉回教，對於回教習俗及禮儀只

是聽從父母吩咐我怎樣做便怎樣做，亦不覺得這位神會保護我。

一晚我途經公園，有一群人在那裡唱歌，歌聲非常悅耳動聽，他們所講的道

理，聽到後覺得舒服及平安，自此每星期都到公園參加敬拜，漸漸與他們熟

識，棠哥便帶領我參加筲箕灣浸信會長青崇拜，參加良善區小組後得到李傳

道、何太、各組長等關懷備至，倍感溫暖，亦教懂我禱告，當我身體不適或有

困難向耶穌祈求時，祂必垂聽，必保護我。記得以前信奉回教，禱告時那位神

也沒有回應及幫助。

現在我確信耶穌是我的神，並相信祂會保護我、帶領我，我必須倚靠祂、敬畏

祂。我母親生前及弟弟知道我相信耶穌也沒有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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馮秋菊

三年前我丈夫因未期癌症住醫院，因女兒返筲箕灣浸信會，邀請教會牧師為我

丈夫施行灑水禮加入教會。當時丈夫身體軟弱不能行動，需要兩個人合力攙扶

才可站立。但接受灑水禮後，有一天半夜裡，他竟然可以自行起床站在床邊，

叫醒睡夢的我，當時我非常驚訝又開心。

雖然丈夫三個月後離世返天家，看到他離世前有平安，加上女兒邀請我返教

會，我於2019年4月開始返教會主日崇拜，一個月後返週四長青崇拜，與及開

始參加小組聚會。

信主後，認識很多好多好姊妹，常常為我祈禱，感受到她們溫暖的愛。我於

2002年曾做腰骨手術，於6年前腰痛復發，4年前我的膝頭腫痛。感謝主，現

在我的腰痛和膝痛已完全消失，主醫治了我，榮耀歸給主。

我決定一生跟隨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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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婉端

十多年前我的兒子和母親相繼信耶穌，他們有勸我返教會，但是因為工作忙碌

拒絕他們的邀請。

直到我數年前身體越來越差，認識一位教會姊妹(惠玲)向我傳福音和邀請我返

教會。於是2018年參加 教會舉辦的音樂晚會，聽到台灣合唱團所唱的詩歌，

令我非常感動，當晚決志信耶穌。之後恆常返教會主日崇拜和參加小組聚會。

信主之後，有主內弟兄姊妹為我祈禱，我的身體逐漸健康起來，困擾我的病

情，至今已康復過來，心情也平和很多，感謝主。

我願意靠著耶穌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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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麗芳 (受浸轉會 )

我小學及中學都在有基督教背景的學校讀書，所以自小都有接觸聖經，聽很多

聖經故事。工作不久之後，認識一些基督徒的同事，他們邀請我返教會，不久

便接受洗禮，覺得這是很順理成章的事。隨後幾年，我全心事奉，返崇拜、詩

班、 團契，以及教兒童主日學，回想這些都是形式上的行為。因為信仰的根

基打得不夠札實，對聖經知識不深，同時外面世界的誘惑又多，每當遇到不合

自己標準的事情，就會非常不滿，不懂把事情祈禱交托主，漸漸便遠離主的

道。

直至2018年做了一個頸椎手術，手術醒來後，有一個奇怪的意念：「如果在

手術枱上，有什麼意外，我就無機會上天堂了」。當時覺得自己不像一個基督

徒，很希望自己好像浪子故事中那個小兒子一樣，可以返回天父的懷抱，得到

天父的接納。

感謝神，祂早已為我預備重返天父懷抱的道路，祂讓我想起樂器班認識的一位

同學，她離開樂器班去教讚美操，所以我出院後便聯絡她。她帶我返筲浸的讚

美操班，隨後更加入了細胞小組。

返筲浸後，參加了啟發課程，及一些裝備，與天父重新建立關係。由從前的自

我中心變為以天父為優先 ，慢慢學習放下心中的量尺，明白到凡事都有天父

的美好旨意，讓我學習順服跟從。我也發現，現在的我多了一份對人的接納和

欣賞，感到比以前開心多了。願榮耀歸給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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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麗絮 (受浸轉會 )

我是在2007年信主的。透過身體的病患，讓我更多經歷神。

在2007年4月，我做了一次身體檢查，發現身體內有一個腫瘤，當知道時簡直是晴

天霹靂；加上其後得悉，有一位姊妹患有這類似的病而過世，我感到慌亂不已，淚

珠奪眶而出，內心充滿惶恐。幸而，得到一位姊妹安慰和分析，我的心才安定下

來；往後一一經歷到主的同在和保守。記得有一次崇拜結束後，講員願意為有需要

的肢體禱告，有一位姊妹帶我站到台前接受講員的祈禱。她簡單而有力的為我禱告

說：「求主為你預備一個好醫生，好的細胞留低，不好的細胞全部攞走。」事情於

是順利地發展，一位醫生好詳細解釋病情，更成功地為我完成了手術。過程中，感

受到牧者和姊妹切實的支持和鼓勵。這次病患的經歷，堅固了我對主的信心，我便

接受灑水禮加入教會。

因著一些人事變遷問題，我逐漸減少返教會，其後更停止了聚會。其後，透過兒子

學校認識一位同學家長，她是筲浸的姊妹。因著大家都是基督徒，所以有時間我們

便一起茶聚，彼此關心和鼓勵。直到2018年知道筲浸有讚美操班，這位姊妹邀請

我一起參加，之後我恆常跳讚美操班，隨後我更參加崇拜和小組，固定出席教會的

聚會。

在2019年1月，我到東區醫院覆診，發現甲狀線出現問題，醫生建議我可以選擇做

手術，當時我決定暫時不做手術。一年後我再覆診檢查後，醫生親自打電話來，要

求我盡快做甲狀線手術，我才開始擔心。與此同時，我想起有姊妹曾經講過，她的

甲狀線出現問題，但醫好了，我便立即聯絡姊妹介紹醫生給我。當日大約四時打

電話預約，七時便可以見醫生，醫生好詳細解釋我病情之後，建議我立刻安排做手

術。還記得我於2020年3月9日入醫院做手術，大約早上八時登記入院，因疫情關

係，親人不能陪伴我；而手術時間安排在下午二時半，在等候的過程中，我感到好

孤單。感謝神，有一位姊妹透過電話訊息傳來一首詩歌《交托主恩手》給我，是她

親自唱的歌，我聽後感到好安慰，得到好大的鼓勵。之後手術非常順利完成，其後

康復理想，我頸部的疤痕也不太明顯呢。感謝主的安排，我好感謝神帶我來筲浸，

能夠認識幫助我和與我同行的好姊妹。我願意加入筲浸這個大家庭，成為新造的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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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愛嫻

2009年一場大病，令我徘徊在生死邊緣，改變我人生下半場。

我患上一個十分罕見的病。醫院請家人前來見我最後一面，在這個時候，剛巧

院牧探訪，我哀求他為我祈禱。院牧為我祈禱後，奇妙的事發生了，有一位醫

生從瑪麗醫院專誠來東區醫院來醫治我，然後送我去瑪麗醫院治病，使我生命

得以延續。雖然如此，我沒有因此而相信主耶穌。出院後好不容易捱過了頭五

年艱苦的歲月；大病後，我眼睛受到嚴重破壞，因為我太過擔憂，希望身心健

康一點，我選擇了其他宗教信仰。

神好愛我的家人，祂在不同時間帶領我的家人一個又一個信主，有我的父母和

六位兄弟姊妹。2015年我的父母、家姊和兩位摯友患上重病。最後家姊患病

後信了主，危疾得醫治；父母和摯友卻相繼離世，我內心極其悲傷。2017年

颱風天鴿襲港翌日，醫院來電著我馬上去醫院見我媽媽最後一面。當天街上

滿佈颱風吹襲後的垃圾，我等了很久都沒有的士，然後突然有一部的士在我眼

前， 然後我馬上搭了這部的士，讓我在媽媽離世前十分鐘趕到醫院。當時只

有我一人在媽媽的病床旁邊，我唯有叫媽媽：跟住主耶穌，你見到光就跟住耶

穌走啦。回家後，我想了很久，為何獨有我這個非基督徒能夠送別媽媽，還叫

她主懷安息呢？我把這事記在心中。

直到媽媽離世大約一個月後，某日於公園，我被邀請一同跳讚美操，加上家人

的鼓勵，看看耶穌能否幫我解開枷鎖？於是我參加了筲浸的崇拜、小組和跳讚

美操。發現讚美操的歌詞全是主對我的安慰，令我得到平安和喜樂。教導我不

要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神的作為是好奇妙的，相信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得到益處。一切事的

發生都是按照神的計劃進行，只要信靠神，祂就賞賜我們最好的禮物，那就是

救贖。

感謝主我能夠被揀選成為祢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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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志明 (受浸轉會 )

我生長於一個貧窮家庭，身為長子的我，自幼便在充滿責打的環境成長。常常

被媽媽鞭打，我家共六姊弟，我是長子，成長過程充滿憤怒及恐懼，在缺乏愛

的環境中，常離家出走，常幻想有個烏托邦可以開心生活。

成長過程遇到不少基督徒向我傳福音，但都一一拒絕，甚至上過查經班，但很

快就停止了。感謝主，衪沒有放棄我，藉着探訪朋友的時候她妹妹每次都向我

傳福音，就這樣！福音種子便埋在心裡。人的盡頭，就是神動工的時候，當我

面對人生低谷，很想不開的時候，忽然腦海中產生了返教會的意念。

耶穌說：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太11:28)

於是我找曾叫我返教會多次的姊妹帶我返教會。第一次返教會時，我感受到弟

兄姊妹的熱情，又感受到有愛在當中，教會生活帶給我豐盛的另一個人生。當

我認識耶穌之後，我人生觀有很大的改變，從前對任何事都缺乏信心，現今在

基督裡我是一個新造的人，藉着倚靠主一切都變成新的了。

記得有一年復活節崇拜，講耶穌為愛世人犧牲，而大受感動！令我想起和父親

的關係很疏離，很是慚愧，完了崇拜後，回家斟茶給父親認錯，從此和父親的

關係得着改變，感謝耶穌。

主又預備服侍的機會，無論在教會或今日的街頭服侍都是主的恩典。今日我努

力建立和耶穌的關係，學耶穌、像耶穌。最後有一段經文常常去提醒我：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浸。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28: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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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遠標

未信主前生活是比較平淡、不充實的，從小到大都有「人死後會到哪裡？」的

恐懼，信靠主後便沒有了，感恩小兒啟楠2016就讀培理幼稚園，在蔡主任的

鼓勵下我參加了主日啟發班，開始認識筲箕灣浸信會。然後每星期日返崇拜聽

牧師講道，2018年參加了教會夏令營，太太的姊妹介紹Jason給我認識，鼓勵

我參加小組聚會，從而更深認識主耶穌並在小組中決志信主。

詩篇37章3-5節：「你當倚靠耶和華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實為糧；又

要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並倚

靠他，他就必成全。」

信主耶穌後，我們家庭的關係更親近，每星期日晚上會聚在一起分享今星期的

苦與樂和祈禱彼此祝福，當每早祈禱和祂說話的時候，會感受到主的幫助和作

工，祝福大家，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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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雪芳

我信主的過程不是一帆風順，但從小我就覺得世間是有一位造物主。主宰我的

生命，情感。我們人能看到的、能理解的東西太有限了。

未信主之前，時常心中有不饒恕、怨恨、心情很差，會有很多不滿，遇到不開

心，總會問神，怎會選中我。永遠看到他人的幸福快樂。其實，虛心學習聽主

的道（聖經的話語）都令我感受主的愛。神是對每一個人，祂都有獨特的計畫

和安排。

信主之後，屬靈知識的增加，原來幸福快樂來自不一樣的果子。屬靈的果子越

多，身心靈收益越多。喜樂的果子，能使我更有信心和滿溢的盼望。有恩慈果

子，給我有滿有饒恕的大能，心存慈憐。做人做事，都不會有積怨。還有很多

果子，等待我去採摘，希望能夠從日常生活來實踐。

今次可以受浸加入筲浸，感謝有永芬、惠萍姊妹為我受浸的路祈禱。長達40天

為我禱告。 還有澳洲的綺碧姊妹問候和鼓勵。

帶着感恩的心，期待受浸當日可以順利進行，成為主喜歡的女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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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麗

我信主的路上，遇過很多波折。在小學五年級的時候，我向媽媽提出我想受

浸，但媽媽是拜觀音的，並且是個非常敬虔的佛教徒，所以極力反對，我是家

中的獨女，當時我抱著尊重媽媽的心，放下了這個念頭，自此我再沒有向她

提起此事。我的第一任丈夫也是位佛教徒，結婚後受他的影響，我沒有再去教

會，也沒有親近、認識神，甚至跟隨他朗誦佛經。當時隨丈夫移民到加拿大，

其實神有曾挽回我，祂藉著丈夫的堂姐多次邀請我到教會，我雖有應邀出席，

但奈何禮拜堂環境確實太舒適，每次牧師一開口，我很快就會入睡。因實在太

不好意思，幾次過後也再沒有去。

多年來我拜了不少偶像，希望尋找到心靈裡真正的平安，但沒有一個宗教能給

我。就這樣一直迷失，直至近年與現任丈夫回港生活後，心裡一直有感動要回

轉歸向神，想向祂祈禱，加上我的第一任丈夫離世，家中也再沒有其他宗教壓

力，我決定開始尋找教會，重新認識神。碰巧在一天外出時遇見一位朋友，寒

暄中發現原來他正在返崇拜的路上，當時我心想我不正正在尋找教會嗎，便請

他帶我到他的教會。雖然最終我沒有留在他的教會，但這令我重新開始了我的

信徒生活。

2019年再次重返教會並決志信主後，神改變了我，從前我是因害怕、恐懼而

去拜偶像，組長帶著我以禱告清理這些垃圾後，現在的我是喜樂，在神裡常常

感到滿足，特別在筲箕灣浸信會，在小組中感受到耶穌和弟兄姊妹的愛。我對

神話語也更渴慕，常常看聖經。神更感動我要去傳福音，讓我帶領我現任丈夫

也回轉，他從小也在基督教家庭長大，但在教會有過不好的經歷令他遠離神。

我邀請他每天早晨與我一起祈禱，起初他並不喜歡，但他說在我身上看到轉

變，人變得喜樂，少了壞脾氣，現在不但每天與我同心禱告，甚至會督促我祈

禱，返教會。

感謝主改變我，重新接納我，我願意受浸加入教會，作好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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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嘉儀

回想起信主前，無論是家庭、工作、人際關係或是自己，可以用焦慮、抑鬱、

負能量極重、沒自信、自卑及忙亂形容我信主前的人生，沒有什麼優點可言，

或者當時的我也看不到自己的優點。自從婚後當了媽媽，記得有段時間，情緒

高低起伏。自從2016那年，清明節後的一天起，女兒便就開始咳嗽，斷斷續

續咳嗽了兩年多，我很擔心因此胡思亂想，開始尋求神靈保佑，又找風水師，

做了許多事，但女兒一點好轉也沒有，自此情緒跌落谷底，經常失眠。有一天

接送女兒上幼稚園，在離開之際，培理學校的謝主任上前向我問好，並遞了一

張有關啟發課程的邀請單張給我。那天晚上，依舊失眠，埋怨天，埋怨地，在

想還有什麼神沒有拜…突然腦海有把聲音跟我説：「點解你要拜神？我都唔駛

你拜，你信我咪得囉！」好清晰！我突然被叮一叮，但我當時真的很累，心裡

問，可否讓我好好睡一覺，結果竟一覺睡到清早。有一種感覺推使我要去參

加2018年舉辦的啟發課程，在啟發的第一天，沛恩傳道帶領的信心集體遊戲

中，我釋放了所有焦慮抑鬱的負能量，整個人被聖靈充滿，哭成淚人。但今次

的是有笑有喜樂的眼淚，並在當天接受耶穌作我救主！之後展開了不如以往的

生活，開始為女兒醫治禱告。沒多久，女兒的病開始好轉了。

馬太福音第六章的整個章節都是很深刻的，道出我往後屬靈生命中必須看在眼

內、記在心裡並好好的活出來的。神教導我行善和禱告時都是出於內心的祝

福，不要做給人看，如過往有仇敵，都要學習原諒，不要記恨在心裡有如放過

自己，不要把錢財看重，錢在哪，心在哪，堅信上帝才是我唯一倚靠……

這章節裡的其中兩節經文這樣說：「眼睛就是身上的燈，你的眼睛若瞭亮，全

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裡頭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

等大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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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要活出好見證，作神所喜悅的兒女！

盼望屬靈生命中多操練，在禱告及閱讀聖經中領受主的話語。自己的家人不久

將來也願意接受耶穌作他們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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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芷恩

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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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時候就讀天主教學校，從小已經背熟的金句，但從未

學會箇中意義。中學讀宗教科時，認識耶穌是從馬槽出生的君王，祂受過魔鬼

三次試探，又試過被彼得出賣，更為救贖我們而被釘十字架上死，這些事情都

令我慨嘆「祂是何等『貼地』的主，祂理解亦感受過我們的軟弱」，更令我覺

得祂的偉大。

十幾歲時開始逢星期日跟媽媽返教會，目的是為了陪外婆返崇拜，而不是真心

為了敬拜神，慢慢開始投入教會，返團契了解更多信仰，後來我更於2005年

的除夕佈道會舉手決志。

往後的日子，因為團契生活的變動及教會文化而漸漸令我遠離神，那幾年的

週日都放縱自己，缺席崇拜，心靈變得荒廢虛空。直至兩年前八月頭，我覺

得一直虛空的靈命生活太頹廢，決定試著找一間「適合自己的教會」，我從

google搜尋離家最近的教會，聖靈就帶我到筲浸來。

我恆常的返崇拜三個月，某日被楊牧師發現我這張新面孔，就介紹我加入細胞

小組。這兩年間參加了啟發課程及小組活動，身心靈都讓我富足起來，加上看

過電影「天堂小屋」，它解答了我很多對信仰的迷思。

經過上年的社會事件至今年的疫情，讓我真切確實理解以上金句的意義，在現

今社會中必須倚靠神！因此我做了一個重要的決定，我決定要受浸及向大家宣

佈：「我決心成為基督徒，以基督聖名去活出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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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巧玲

我生長於單親家庭而且是獨女，因為母親上班原故，我總獨留在家中。但我知

道我母親很愛我也很縱容我，環境關係，母親沒能力提供物質，令我慢慢變成

很喜歡羨慕別人，亦慢慢喜歡跟人作比較。我是一個極度沒有安全感,時常覺

得孤單，而這種長期孤單感令我總想有一個屬於自己的家。另一方面，因為母

親也會內疚自己很少陪伴我，對我很縱容，很多事都是我想點就點，令我長大

控制慾很強。當有事情控制不了，我內在會很恐懼很不安。同時我需要受人注

目，亦非常在意人們對我的評價。

我已經在中學接觸主，有上教會，但當時認識了自以為是好朋友的朋友，跟他

們食煙、溜冰。當時教會組長發現後叫我做選擇，而我選擇了所謂的朋友。一

直屬世的生活令我相當痛苦，裡面充滿了比較、謊言、仇恨及咒罵，時常不快

樂，亦覺人生毫無意義。

自從認識了丈夫(當時男朋友)，我倆彼此相愛，但因為他都是在一個缺乏愛和

關心的家庭中長大，加上由細到大的苦毒和受傷慢慢累積，為保護自己免再受

傷，我們時常爭吵，甚至大打出手。他亦有用酒精去逃避問題的習慣，令我感

到控制不了，非常無助。因我不想失去，加上心急想擁有自己家庭，所以不想

放棄。而天使當時出現了，就是我丈夫的妹妹，因為她靠著主慢慢走過來，她

邀請我再次接受主的幫助。

真正投入(認識/親近)主後，主讓我慢慢看到了自己的問題，從小沒有父親的

我裡面充滿了內在誓言，例如我將來丈夫應要如何或不可如何，一旦我丈夫不

合我心意，我只會看成他的錯，我完全沒有關心他內在是如何痛苦受傷，不停

地在他受傷的靈裡再支配更多。所以未信主的我，真的就像我組長所說的是一

名正宗的港女。

我記得真真正正令我感動的一刻是有位姐妹為我祈禱時說：「主耶穌被釘上十

架，下面的人譏諷衪，主耶穌仍為他們向父求情。」當下我哭了，主耶穌的偉

大，受如此屈辱，仍可原諒這些罪人。而我丈夫其實並沒有對我做錯什麼，只

是大家不懂表達，那為什麼我不能原諒他呢？

現在我已將我所有交給主耶穌，家庭、工作、小朋友，我知道衪有時間表。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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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所經歷的是衪所允許的，靠著主耶穌，就算事情/人物控制不了，我也不

會有不安感。我相信我現在所受所經歷的，將來必定會榮耀主耶穌。

馬太福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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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13:34「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

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

從前的我只會指責別人，看見別人眼裡木屑，卻沒留意到自己眼裡的樑木。神

令我體會到自己有多麼的不足、缺點、罪過。信主後，我選擇了原諒一出生後

已沒見過的親生父親，我相信他有他的難處。因為立志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

來由不得我。

願主一直帶領我！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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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翠薇 (受浸轉會 )

未信主之前，我是非常自大驕傲，總以為自己是好好彩的人！因為在各方面，

包括家庭、工作及感情方面都看似好好，常被人羨慕，但從來我沒有因此而

感恩！以我的性格從小很怕事和內向，想法都很負面，很焦慮和不懂得處理負

面情緒，基本上可以說從來沒有享受過平安。所以我喜歡飲酒，因為酒精可以

麻醉恐懼，但其實清醒之後，問題仍然存在，根本擺脫不到空虛和恐懼！總覺

得這些感覺會伴隨我一生一世似的。還記得小時候，媽媽帶我上教會有幾年時

間，感覺是開心輕鬆的，但後來因為某些原因慢慢就沒有再上教會了。長大出

來工作後，有段時間心裏極不平安，常有驚恐感覺，所以我找了住處附近的教

會參加一下，希望病得醫治！當時出發點純粹只想病得醫治，沒有想了解太多

和付出太多的時間在這個信仰，最後我這間教會只參與了大概兩年的時間，而

且我在很多不明白中亦受洗了，是灑水禮的形式。

不久後我便結婚，而且亦以為好彩地很快懷孕了，所以心裡仍然很驕傲，直到

兒子出世後，我患了產後抑鬱。其實家裡有請工人，老爺奶奶又會幫手，根本

不需要擔心照顧孩子的問題，但就是沒有原因的擔驚受怕，吃不下，睡不下，

人生突然感到絕望，不停問為什麼，我用了人的方法第一時間去求神問卜，用

了很多方法，但完全一點都沒有幫助！直到要去見精神科，醫生開了抗抑鬱藥

和安眠藥！這個極差的狀態維持了大概一個月，這段時間我不停問人生嘅的意

義，「生存為咩，點解做人咁苦！」，直至我想起我曾經參與的教會，心想或

者今次可以幫到我。好快我就找了一間住處最近的教會，好深刻印象第一次返

教會，唱詩歌的時候我不停流淚，感覺很安慰，好像有人明白我，說中了我難

以形容的感受。慢慢找到了我的人生目的。從這天開始我沒有停止過聚會，我

感覺慢慢被醫治了，情緒慢慢好轉過來，因此這次我重新的去接受主，了解並

認真尋求衪，因為祂讓我深深經歷祂！感謝主我多次離棄祂，但祂從來沒有放

棄過我，主被釘十架來救贖我們，為我們擔當一切罪！主教導我們不要為明天

憂慮，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我學習慢慢把重擔卸

給主，不再自己扛了。這是何等大的福氣！

神就是愛，這個愛感動了我，從前心裏很多比較，怨恨，苦毒，驕傲，因着耶

穌基督的愛，一切都溶化了！我變得很感恩和珍惜身邊所有的一切，因為我終

於明白原來我不是好彩，而是上帝早已為我預備一切，是何等豐足，美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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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前總覺得缺乏，什麼都不夠好，現在眼光變了，一切在主內都足夠有餘，主

慢慢讓我變得剛強壯膽，面對很多困難，我第一時間不會憂慮恐懼，而是每天

依賴祂！信主後不代表我是完美，當中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感謝主讓我在每

個不足的地方上去學習，去被改變！當然改變不是容易的，會很痛，很難受，

但我深知我一定成功的，因為只要我願意！求聖靈幫助我每一天都能謙卑和順

服的為主而活。由接受主的第一天，我就是蒙福的，願這個愛和福氣可以傳揚

開去，讓更多的靈魂得以救贖，求主能夠使用我讓更多人認識這位至聖至美的

獨一真神！一切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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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靜賢

不太認識我的人，可能會覺得我是一個很有趣、很幽默的人；說話總是很大

聲、一個總是在「搞氣氛」，粗粗魯魯的女孩子。但只要你稍微跟我變熟一點

點，很快就能發現我是一個很沒有自信的人。我總是覺得自己做得不夠好、我

不配、我不能夠怎樣怎樣……而這些想法也一直在阻礙我成為一個真正認信主

的人。

填寫浸禮班報名表時，才發現我出席筲浸聚會已經有約十一二年了。雖然我不

是從兒童部就開始上教會，但人生（至今）也有大概一半的年月在教會成長。

途中我也曾經離開過教會，試著靠自己的能力去面對生活的一切，曾變得迷

惘、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然而神沒有放棄我，縱使我沒有穩定的教會生活，但

祂還是藉著一次又一次的機會把我帶回信仰當中；甚至當我再回來教會時，叫

我帶著對聖經知識上的渴求、校園服事的熱情和更謙卑的心。

然而我還是沒有下受浸的決定。直到今年。

工作的挑戰、家庭的變化、在教會服事的身分，這一切都在去年叫我對自己和

神的關係有了更深的反思。的確我不是一個很好的人，但我知道從來都不是因

行為得著神的恩典。無論我今天在怎樣的光景裡，神依然愛我，依然要我看我

為祂所愛的女兒。縱使我曾埋怨祂、常常使祂失望，祂從來都不會叫我跌倒，

還要使用我。在牧養與被牧養中，我更感受到神不是想我靠自己的能力去計劃

和控制一切，而是要我把生命的主權交上，讓祂去帶領。現在我確實地想要與

大家分享，我早已定意一生追隨基督，讓祂陶造我成為更像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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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啟聰

作為一個信二代，我從小就跟媽媽返教會。幼兒期間，曾經因為各種原因轉過

幾間教會，小四的時候，我才首次踏足筲箕灣浸信會，在兒童部認識聖經故

事。從依稀的印象裡，那時的我只是每個周日像例行公事般返教會，還未真正

了解基督信仰，然而升中後又因時間問題離開了筲浸。在這段時間，我在靈命

上沒甚麼增長，與神的關係彷彿越走越遠。

儘管如此，我確信主耶穌依舊看顧每位迷路的羊。在神的帶領和聖靈感動下，

我在大學的時候重回了筲浸，重新投入教會生活，聆聽聖經的話語。可能因

為長大後經歷多了，了解到自己軟弱之處，這次重回的感覺更加來得真實，

讓我在神的家安定下來。在這段期間，我感覺到神一直在我身邊與我同在，叫

跟隨衪的人都得着生命。這亦標誌着我信仰真正的起點，在主的愛和弟兄姊

妹的同行下，我重新認識了基督，漸漸與主建立關係，以致我在出國讀書時，

縱然面對着各種生命的試煉，神都把我從危難裏拯救出來。「我雖然行過死

蔭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為你與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詩篇23:4説)。説説説説説説

在這個荒謬的世代裡充滿各種的試探，但願能時刻醒察自己的生命，做一個合

乎神心意的信徒，為神的國度而作工，委身服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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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卓希

我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嬰兒時開始參加筲浸的聚會，讀幼兒園時已決志，雖

然如此，但我在信仰路上絕非一帆風順。

就讀小學後，由於不被同輩及長輩認同，我慢慢變得自卑和缺乏自信，令我不

安的場景常在我身邊出現。升至高小後，我更覺得身邊很多人甚至天父，都站

在我對面，不能讓我好好信任，以致身邊沒有人能夠了解我的需要，但此時我

卻需要一個非常值得我信任的聆聽者。

進入初中及青崇時，我意識到繼續現狀不是辦法。而我的新組長在小組生活中

開始察覺我的需要，並願意接納我的軟弱，讓我感到被愛和被尊重。其後她

把我轉介到另一個領袖那裡，讓他繼續聆聽我的需要，並為我禱告。在這過程

中，我慢慢知道天父其實並不是站在我的對面，反而祂是幫助我的，更是從我

尚未成形之前已經愛我，也不放棄我，是值得我好好信任的。

在此之後，我開始願意使用自己的恩賜事奉，在教會內外大大小小不同的聚會

中控制電腦及投影片，亦參與了數次短宣；除此之外，我亦繼續求主幫助我改

變自己，繼續求天父帶我走出小時候的陰影。

現在的我，確信只有耶穌才是我生命的救主，所以我願意跟隨耶穌，並受浸加

入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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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松 𨯵

一切的起點都是源自於2019年，那時，我只是一個17歲的小孩子。

還記得當年的1月，我剛與女友建立戀愛關係，然後他二話不說就説希

望我能一起去教會。一說就說了一個月，她差不多每天也催逼我一同回去，每次我都轉移話

題，敷衍了事，因為我本身實在不太感興趣，尤其是知道教會是十分需要群眾生活，對於一

個內向的我，每次心中的回應都是：「千祈唔好」，但當然，每次我都是找藉口推搪。

直至到2月初，一晚，閑聊間又談論到回教會一事，我還記得她當晚一邊分享，一邊開始抽

泣，說到：「我真的很想帶你返去。」這句無疑使我內心有極大的掙扎，並不單純是因為自

己性格的緣故，若只是這樣的話，儘管不太願意，但在熱戀初期中都定必會聽從，然而，更

大的原因是我不知道如何與教會的人相處。皆因我與女友相識一個多月便開始戀愛關係，當

發現萌生愛意時，她告訴教會牧者，並叫我們要先等待，不過，諷刺的是，當晚我就告白成

功了。所以對我來說，接觸教會的人令我覺得很尷尬、很懼怕，但最後我也答應了她，開始

一起去教會。

整個2月，我和女友的關係也不太美，大概是因為我在教會的投入度、家庭和學業的壓力吧，

月尾是關係最低谷的時間，一度想放棄，而神在谷底中拯救我（們）。2月23日，我懷著比平日

更低落的心情回到青少年崇拜，心裡滿是擔憂、失落和懼怕，神卻在這個時候將醫治臨在我

的身上，在敬拜裡將我從捆綁中釋放，當時我淚流滿面，大大的感受到神的同在，我便馬上

找屬靈長輩為我決志祈禱。從此之後，生命開始改變，而戀愛關係也逐漸因耶穌走得平坦。

但神對我最大的救贖計劃的開始，是當年的七月，又是因為吵架而更經歷神的大能。當晚我

們巧合地經過灣仔，巧合地走到修頓場館，巧合地當晚有神之心教會的特會，巧合地碰上了

教會的弟兄姊妹，巧合地他們邀請我們一同去，巧合地沒有因為未先前報名不能進場，巧合

地當晚牧師、弟兄姊妹的分享正正觸碰到我內心的需要—真正的愛，當晚我經歷了一個無比

的醫治，淚流滿面。從此之後，我已決定好一生追隨耶穌來回答衪對我的恩惠，7月26日，是

我屬靈生命真正的轉折點。

當年，我只是個為伴侶而被迫返教會的人，但今天，我能確確實實地宣告：「神是在萬物之

上。」神是會祝福我們，無論我們是走在衪的旨意，還是自己的想法，衪總有辦法帶我們到

正路，只是我們會不會願意一步一步的順服、跟隨衪。願我將來的每一步能緊緊跟隨主，一

生榮耀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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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慧英

我出生在一個敬拜偶像的家庭，自幼經常跟隨家母出入廟堂。家中不但拜祭祖

先、供奉偶像，更不時求神問卜、問米、玩碟仙...甚至進行冥婚。這些活動

沒有為家人帶來祝福，相反地，心靈裡對靈界的事情存著很大的恐懼，常有被

轄制的感覺。

由於雙親的思想比較傳統守舊，教養子女時往往重男輕女；在幼年的日子，我

總是覺得父母偏愛弟弟，心裡經常懷恨。這些「不被愛」、「不被關心」的誤

解和經歷影響著我的成長及人際關係。這種滿腦子充積著憤怒、嫉妒和苦毒的

生命叫我活得非常不快樂！

直到我升上初中…感謝神！在中二那年，神讓我考進了一所基督教中學。從

此，我有機會讀聖經，認識基督教的信仰，並且遇上許多愛主的基督徒老師及

同學。

還記得在中三那年的聖誕節，那位任教西史科的老師踏進課室後，即在黑板上

寫上：「Merry Christmas, but not merry !」意思是：「聖誕快樂，但你

並不快樂！」這正正是我當時的心境及生命的寫照！最後，我和幾位同學在老

師的邀請下參加了教會舉辦的佈道聚會。

在聖靈的光照下，我終於在佈道會上決志信主！我清楚看見自己的罪及生命中

種種的苦毒，更深深感受到耶穌基督的愛。耶穌基督竟然願意為我這樣不配的

罪人，在十字架上捨身流血，付上極重的贖價，我禁不住流下淚來、立志要接

受耶穌為我的救主及生命之主！

自決志信主至今，不經不覺已經四十七年了！神恩浩瀚！我經歷了生命上很大

的改變：靠著基督的愛和恩典，我學會了體諒、接納和不再懷恨，我變得很愛

我的家人；我除掉了憤怒、沉默和倔強，我變得喜愛學習與人相處；我棄了一

切拜偶像的活動和與靈界任何的接觸及關係，我變得可以靠主靈裡剛強、不再

害怕、不受轄制！…我得著了非金錢可買、非物質可比的平安和喜樂！哈利路

亞！感謝讚美主！

轉會者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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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新源

從小生長在一個快樂溫暖的家，由小學到中學對信仰都不感興趣，沒有去探討思想。

1981年完成中學會考，然後出來工作。有數次，工作時聽到同事講宗教信仰的事，然而我心

腸堅硬，並不以為然，更不用說能打動我的心。我生活平淡，沒有嗜好，放工便回家，這是

因為家是一個給我平靜、舒適，並帶有安全感的一個地方。

時間慢慢過去，直至一九八七年十月，一個小五開始認識的女同學給我電話，邀請我參加11

月在香港大球場舉行的「包樂佈道大會」，當時我沒有答應，而她在一星期後約我出外吃晚

飯，那天晚上我們分享了許多自己的近況，她說自己是基督徒，有誠意邀請我去佈道會，我

當時不好意思拒絕便答應了。

在那天，大球場佈滿了來聽佈道會福音的人，現場又不同年紀的朋友，我心情平靜對自己

說：「這次只是來感受現場氣氛，即管聆聽佈道家會說甚麼。」佈道會很快便開始，於是我

也跟會眾一起唱詩讚美全能的天父上帝，聽到耶穌基督的降生是為了拯救世人，道成肉身，

被釘十字架，並用他的寶血洗淨人的罪和不義，讓人再次和上帝的關係復和。而在最後唱讚

美詩中，我被聖靈感動，神的大愛如此偉大，我一邊唱一邊因神的救贖大愛感動流下男兒

淚。那天晚上，我決志信耶穌，決心一生一世跟隨主。

數日後，她邀請我去他所屬的教會。記得第一次返教會，在一個小組團契大家自我介紹，當

唱出「神是愛」這首詩歌，神的靈又再一次觸動我的心，他愛我比天高，為我釘十字架，在

各各他山上把血灑，這樣我便知道神是愛。

1988年5月29日，我受浸成為基督徒如聖經林後5章17節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信主後，以前生活平淡孤獨、百無聊賴的境況不再，在教會裡我有參加查經班，協助少年

團契，亦參與詩班讚美神，而且有事會探訪老人家，向他們傳福音，這令我變得懂得關心別

人，並願意開放自己和其他主內的弟兄姊妹彼此分享。

回望過去，神的恩典數之不盡，不論是面對順境或逆境，祂都保守、看顧我和我的家庭，每

次亦有神的帶領，令很多事都能夠平安渡過，感謝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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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倩玲

我從小生長在一個破碎的家庭，父母離異，與姊妹們分別寄養到不同的親戚家

裡，過着寄人籬下的日子。因為得不到父母親的愛和照顧，心裡常覺孤單困

苦。然而神卻不會撇下他的兒女不顧，有一年聖誕節表哥表姐們帶我到一間教

會的佈道聚會，由於當中有許多遊戲和好吃的東西都吸引我的眼球，使我覺得

返教會也是很好的，雖然當時牧師所講的是什麼信息已不復記起，但原來天父

已將生命種子播在我的心田。

之後每個星期天成為我最期盼的一天，除了主日學講述聖經的故事（我最愛聽

聖經故事），主日學老師的關心、傾聽及教導也是我停留的原因；天父總愛藉

不同的弟兄姊妹的關愛溫暖我心，有什麼開心或傷痛都告訴他們，神亦叫我從

聖經和牧師講道中知道自己也是個罪人。直到升中學時到了一所基督教學校讀

書，神的話語和愛籍着學校老師的教導和好行為展現出來。後來中五時回到父

親的家裡居住，卻由於與他有許多生活上的磨擦而又再與姊姊們離家出走，今

天回想，要不是天父的保守眷顧，自己可能已變成壞女人也說不定呢！後來我

於學校的一個佈道會中決志，一生跟隨主的腳踪，縱然往後的日子依然困苦，

但主的恩典卻不曾減少。

到後來可以與在地的父親和好（他也已離開世界），神的恩典使我有一個幸福

的家庭；一屋愛我的人。天父不曾應許天色常藍，但他的恩典卻是我永遠的依

靠。阿們！



252021年聖誕節浸禮見證集

鄭淑欣

在學業中遇見神

自幼在拜偶像的家庭中成長，看見親友拜那些偶像，會想為甚麼他們要拜呢？

離世的人死後是否會做神仙？他們是否能保祐我們的學業、健康等等？由於爸

媽自小也會吩咐我去拜，所以只好順從他們所吩咐的去做。香港有很多由基督

教團體開辦的學校，我的父母也為我選擇了一間基督教的幼稚園，這樣就開啟

了我認識主的道路…

我從小學開始認識主。小學校長很喜歡邀請小朋友上主日學，那時我願意跟校

長上主日學的原因，是因為有“早餐”吃，但最後因為太沉悶就沒有繼續了。

直到一個轉捩點我才認真去接受這個信仰。在中學面對派分試時，十分擔心自

己的成績，本身自己並不是讀書材料，但不想辜負父母以及親戚的期望，壓力

就變得沉重。在那段時間，我想起媽媽拜偶像時經常說：保佑我讀書順利，我

便嘗試學她拜那些偶像，當時認為可能會有效。當我跪下時，我感覺自己好像

對空氣說話，毫不真實。我拜了它們一陣子，便越覺空虛。

後來想起中學的佈道會裡面，有人帶領祈禱，終是我就嘗試祈禱。當我祈禱的

時候，我內心突然感受到一片溫暖，我莫名其妙地感到很感動。那一刻，我體

會到基督信仰的真實性。之後，我很想找教會繼續認識這個信仰。最後，儘管

成績不是很理想，但父母也體諒我。我很感恩，除了得到父母的體諒，還有神

一直等候我，從幼稚園到中學很長很長時間。最後用一個很溫暖的感動去呼召

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