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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菊萍

我1987年7月剛來香港的時候，人生地不熟，也不會說廣東話，老公要上班，我一

個人帶著兒子，租的是一間60尺的舊房子，當時的經濟條件很差。過了二年後又

生了女兒，我們就決定買樓，我出去工作，女兒給我媽帶，兒子可以上幼稚園了。

經過我們的努力，終於改善了生活，日子越過越好，兒女也健康成長。

自從兒子中二去美國讀書後，女兒就開始反叛了，她也想去國外讀書，但我們的經

濟條件還支付不了二個兒女在國外讀書的費用。當時女兒很不聽話，書也不好好

讀，我覺得日子不好過，之後我就參與家附近的中華基督教會，並於2000年決志

信主，後來女兒也去上海讀書了。

幾年後是鄰居Amy帶我來筲箕灣浸信會的，還參加了小組活動和啟發課程，現在

我老公也參加了這些活動，一起拿到了啟發課程的證書。本來想與我老公一起受浸

的，但他還沒準備好，所以我就決定自己在這時候受浸，接受耶穌作我的救主。

「 我 要 論 到 耶 和 華 說 ： 他 是 我 的 避 難 所 ， 是 我 的 山 寨 ， 是 我 的 神 ， 是 我 所 倚 靠

的。」(詩篇91:2)這篇經文使我感到神是真神，是無所不能的神，信靠主什麼困難

都不用怕。

信主後，我的脾氣改善了，人也開朗了。當有困難、擔心身體不好時，我可以向主

禱告，內心多了一份平安。另外，我的生活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經常參加教會的一

些活動，例如：賣旗、探訪老人院、打非洲鼓等。我現在退休了，有更多時間可以

參加教會的各種活動，使我的人生過得豐富精彩，感謝主！

受浸者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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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家泳
信主前，叛逆的性格，令幼稚無知的我做過好多錯事，令我與神、家人、人際關係很

差。我不知道「罪」原來一直令我得罪了神和人，更傷害了自己、家人及帶來惡果。

很感恩，在2018年9月，天父安排女兒入讀浸信會培理學校。我是一位全職媽媽，當

時正值婚姻、女兒的健康和發展問題，更要面對一場又一場的官司，財政難以負擔，

令我有巨大壓力，重擔、抑鬱、焦慮、憂愁的情緒常圍繞着我。

感謝神的恩典下，我和女兒參加了主日崇拜，希望天父能醫治我心靈的軟弱和憂慮。

在決志信主前的過程中，神安排了不少天使來安慰我，包括學校的教職員和我現在的

好姊妹兼守望組組長Betty的關心和慰問。其後Betty和林燕傳道在2人的代禱中讓我

由贖罪中得釋放，當時在2018年9月29日我決志信主，並感到耶穌正安撫我、醫治

我，接受主耶穌基督作為我的個人救主。過去數年，感恩我對神的渴慕有增無減，我

透過學校和教會更修讀了不同的裝備課程。加上在最近的農曆新年前，我爸爸要做心

臟開胸大手術，我和家人都擔憂至極。過去的歲月當中，有不同的弟兄姊妹知道我和

家人的憂慮，均為我及家人代禱，謝謝您們！感謝天父的慈愛、憐憫和作工，爸爸在

做手術前一晚罕有地作決志信主的祈禱，感謝天父為爸爸的軟弱上動工。讓我有著從

神而來的平安喜樂、女兒和爸爸得醫治，感恩女兒在康復和進步中、爸爸及家人經歷

神大能的醫治、拯救、安排和供應。感謝主！因為我在教會和小組生活裏，充滿平安

喜樂，而且我想受浸後，能真正成為基督徒和筲浸大家庭的一份子，我想在屬靈生活

上學習更堅固我的信仰，希望能以生命影響生命，祝福各人，為神活出祂的榮美和見

證！

最能幫助和安慰我和家人的經文：

路加福音8:50︰「不要怕，只要信！你的女兒就必得救！」和

馬太福音19:26︰「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神在我的得救過程中，更帶領我放下種種怨恨、苦毒和釋放自己、饒恕別人、教導我

多說祝福和讚美的說話。我信主後，脾氣和情緒亦平靜得多了，因我感恩有耶穌基

督的救贖，(哥後5:17)「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我將所有榮耀頌讚歸給天父！並且決定一生信靠跟從主，讚美我主！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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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淑英

2017年的聖誕節前夕，一張佈道會單張，引領我逐步走在主的路上。沒有信仰之前的

我，信任自己的能力，認為沒有免費午餐，凡事盡力而為是我的座右銘，成功與否都

是靠自己爭取回來的。

令我尋求「主」路的原因，是一位闊別18年的小學「老」同學；他因著家人生病回

港，幾經轉折跟我再聯絡上，原來他在加拿大已成為牧師好幾年了，而他的經歷正引

領我走在主的真道上。彼此坐下談論時，他劈頭第一句問：「你有沒有想過人死了會

往那裡去？」這問題便成為我渴求真理的開端。

在筲浸姊妹的建議下，我參加了2018年3月的啟發班，課程對初信者有著很大的幫助

和引導：深入淺出地闡釋神的道和聖經裡記載的歷史，讓我們能容易明白箇中真理和

訓誨。

在5月5日舉行的啟發日營裡，我被聖靈感動──祂叫我儘管信，就在那刻，我決定立

志在真道上尋求主的腳蹤；隨即在當天晚上，教會竟然播放電影「上帝之子」，一幕

幕耶穌生平事蹟在我眼前活現！那幕主耶穌向天父禱告說：「父啊！祢若願意，就把

這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意思，只要成就祢的意思。」（路加福音22:42）。這話

在我來說是多麼多麼的難過和心碎，因為主耶穌基督為著拯救我們而被釘死在十字架

上「成了」，作了我們的活祭！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3:16）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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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14:6）更讓我對造物主的旨意有著無盡的讚嘆！憑藉主耶穌

對世人的愛，總叫我有著莫大感恩的心去仰望、信靠這位愛我的主基督！

信主後最大的改變：心裡落實有了永生的盼望、對別人多了寬恕諒解、對家人朋友增

添更多殷切的關懷、對教會有了家的感覺和使命、對自己在屬靈生命裡有著更多的渴

求慕義，由主耶穌為我們付出的愛為核心，去尋找祂的公義和真理。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119:105

求主堅定保守我心，掌管帶領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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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樂思

我從前是一個工作狂，生活只圍繞工作，很多時候都不在家，即使間屋多大都與自己

無關。自母親去世後，除了在工作上找自己的存在價值，就沒有其他期盼。當工作都

無法填補虛空的心靈時，認為做人也只是待死，無人會愛我、珍惜我，甚至為我的

離開而流淚。我曾尋找不同的宗教去填補心靈，但每次只是看見有信仰的人都會做一

些不規矩的事，或需花錢才可得救。我甚至悖逆到說明什麼宗教都想探討，除了基督

教。

2019年3月14日，一個非常崩潰的上午，但我想回轉，便拿起一本別人曾給我的《中

信》，將決志的禱文誦讀兩遍，奇妙的事情發生了，心中充滿著無限的平安，之前

的焦慮、恐懼都得到了答案。往後的讀經，發現答案全在聖經裏。自那天起，我就知

道可以將我的心填補的那位就是天父了，並立志要跟隨基督的腳步，做一個天父的女

兒，不要有任何的阻攔將我跟基督隔絕。天父悉心安排下，我搬回港島，加入筲浸，

靠著信基督的心，追尋主的話語，儆醒著自己身為一個基督徒的行為，不致令人絆

腳。

馬太福音24：35「天地要廢去，我的話卻不能廢去。」是二家姐去完耶路撒冷與我

們分享的經文。當她見到廢墟時，這經文便從她腦海浮現。當時只是我決志前一年的

事，但我竟為這經文而落淚，因天父是唯一一個昔日、今日和明日都不變的神，感覺

就像你住在劏房，或未能親臨到耶路撒冷朝聖，只要願意向祂禱告，祂都會垂聽，祂

愛我比任何人都深，祂的大能可以為我遮風擋雨，雨雲也不會在我頭上出現，這種能

力不是用錢可以做到，祂會給我力量去戰勝恐懼和困難。祂教導我去愛人，要謙卑，

不要太自我中心。主將我拆毀，由一個破碎不堪的我，一片片零碎的碎片將我建立起

來，未來還是有很多的未知，但我知道只要靠著祂，每天都是基督的見證。

                                                                                                                                                     

有一天，我在家做清潔的時候，不小心滑倒，整個人向後躺下，千鈞一髮間，我覺得

自己的手落地後會斷，但我就不停想着「天父」，定神再站立起來，查看身上有否損

傷，竟然神蹟地連瘀傷都沒有。自始，我覺得我不需要平安鐘了，因天父的看顧比平

安鐘或999更快。只要信，每一樣事情都有祂的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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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現在的分享，不是我再沒有眼淚，再沒有恐懼，有些經文仍會觸動我令我落淚，在

祈禱中，祂會珍惜我的眼淚，安撫我的恐懼，詩篇56:8「我幾次流離，你都記數；求

你把我眼淚裝在你的皮袋裡。這不都記在你冊子上麼？」主不會說你哭什麼？或驚什

麼？

基督自我信那天，每日都與我同行著，每日都思考主的教導和指引，讀經的時候也有

祂的旨意在其中，，生活就算遇上困難，都不再害怕，因知祂會賜力量給我去戰勝，

耶穌基督為世人受辱，釘在十字架上，用祂的寶血潔淨我們的罪，讓世人得到救贖，

再與神和好，三天後耶穌基督復活。

基督的路比我現在行的更難，如果已決心跟隨，未來的難，又算什麼呢？

羅馬書十二1“所以，弟兄們，我以　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

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所當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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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愛葵

女兒預備入學時， 我為女兒報讀道教幼稚園的N班，一年學校生活，每當早上吃完早餐

後，踏出家門時女兒已經不停哭，直至放學回來，內心感到不平安。

到了報讀K1 ，我重新為寶貝女兒，嘗試找一間合適的學校，憑著信心只報了離家不遠

的培理幼稚園，就在這裏第一次接觸基督教學校。

在學校家長講座和蔡主任的邀請下，參加了「啟發課程」，認識一群培理家長和同學

們，得知教會有主日學和小組，可以讓女兒多些群體生活。我就這樣踏入教會小組生

活，當大家唱歌、敬拜時，我好似傻瓜跟大家一齊站着唱歌，半推半就下就决志信主

了。後來在2018年9月一次小組開組時，組長小璇及selina再一次問我，是否願意再次

決志信主，這一次我真確定自己信主了。

在我未信主前，我的脾氣是不好的，朋友說話時小小的語氣不好，我都會大發雷霆，使

身邊朋友家人都不好受；但信主後，因有不斷讀聖經及聖靈的提醒，我要學習事事順

服，內心常常有爭扎，但神用祂的愛再次提醒，祂就逐漸將我改變，使身邊的朋友及家

人都覺得我的脾氣慢慢的轉變，還有有小組的姊妹在背後的支持及一同經歷，大家有笑

有淚下一齊扶持成長。感謝神！

最後鼓勵我的經文是箴言17:2 .......「喜樂的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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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子芹

我爸媽因工作關係，哥哥和我自小便跟婆婆住，很少和爸媽相處。爸媽大多只用打罵的
方式教導我們，以至我膽小、內向及欠缺安全感。雖然想爸媽可以多些陪伴我們，但也
怕被打罵，所以不敢向他們坦白。我們一家一直欠缺溝通。

此經歷使我害怕女兒也在沒有爸媽的愛陪伴成長而欠缺安全感，所以女兒的事我都很緊
張，視她為我生命的一切，但因此也忽略了丈夫。在照顧或教導女兒上，如果丈夫不跟
隨我的意思，我便會大發脾氣。我無時無刻都想跟女兒一起，因為害怕會錯失她每一個
成長階段。2017年10月女兒要選擇小學，我雖擔心她入不到某間心儀的基督教小學，
但也不想因此信主去取得宗教分。有次與哥哥及阿嫂談及此事，他們鼓勵我帶女兒上筲
浸的主日崇拜，並將升小學的事交給神去安排。

同年11月我和女兒參加了筲浸主日崇拜。初時我只獨自坐在一旁，哥哥雖多次邀請我加
入小組但我也拒絕了，每次他也說會為我禱告及鼓勵我去禱告。於是我每晚也和女兒為
升小學的事及信仰禱告，當時出現了一段經文──以弗所書4:2-3「凡事謙虛、溫柔、
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我祈求神與我常在及改變我，升小學的結果如何，我知都是神的心意，神是會聽禱告
的。在十二月錫民區的聖誕聯歡會上，區長Joe邀請我決志信主，我立即便答應了。
2018年6月小一派位結果雖不理想，但感恩天父給了機會女兒到心儀的小學叩門。我
和哥哥不停禱告，結果那所小學收了我女兒。經歷了神的大能，我決定加入小組回應神
的恩典。神帶領我在小組裡，用禱告和經文提醒我，讓我願意把自己和女兒交給神去管
教。

在生活中透過禱告，我明白神為我安排的方向，使我不再迷惘。有神的指引，即使我感
到不愉快，也很快能得到平靜，不再衝動與懼怕，我時常懷著感恩的心，不再埋怨。

我希望分享一件作為基督徒後的經歷。在8月啟發日營，唱到第三首詩「靠著耶穌得
勝」時，我感到聖靈充滿著我使我不停流淚。牧師和啟發同工為我受到聖靈充滿祈禱的
時候，我閉上眼睛看見綠光，我知道是神要我放下執着，我應當一無掛慮。在腦海裡更
看到耶穌牽著我手，四周有心形出現，我聽到神對我說要使我生命更豐盛。我答應神我
會甘心樂意去順服神、侍奉神，將一切榮耀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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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智朗

由於父親是筲浸的會友，因此我自小在筲浸這個大家庭中成長。在成長的階段中，

很感恩有神的陪伴，每當我遇到不如意的事情或重大的抉擇時，祂也會透過不同的

方法去勉勵和提醒我。

回想起大約一年前，在小組分享中談及到浸禮，我和小組的成員相約在文憑試過

後，一起參加浸禮班並受浸。在這個世代中，要成為一個好的基督徒一點也不容

易。經過了第一課的浸禮班後，心裡莫名其妙地對自己的信仰感到困惑和懼怕，覺

得自己未能成為一名有好見證的基督徒，未盡力活出一個管家的職份和一名基督徒

的樣式。我開始質疑自己信主的決心，更有想缺席浸禮班的念頭。幸好，組長在

我迷失方向的時候引導我，更用經文「信而受浸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

罪。」（馬可福音16:16）經文令我明白到受浸是認信的其中一部分，受浸是令我

能更確立自己的信仰並竭力在靈命上成長。

期盼在浸禮班後，我能夠對信仰的認識加深，透過禱告與主親近和聆聽神的聲音，

使我能在校園生活，甚或將來投身社會工作，能夠活出基督徒的樣式，使更多身邊

的人能認識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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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彥亭

我想寫一個很不像見證的見證。

作為一個信二代，我對自己的信仰一直存在著疑問。在決定及準備浸禮這段時間尤

其強烈。不是我不相信主，不是我在質疑上帝的存在。反而，這段時間我用了很多

的時間去反思自己的信仰。

我不是一個很乖巧、得人喜愛的青年人。我喜歡獨處、頂撞、「十萬個為什麼」的

一個青年人。雖然只是短短幾句，你可能已經讀出我對信仰有多大的疑惑，甚至可

能懷疑我是否一位「真正的」基督徒。不過，這短短二十二年的人生，我卻明確的

經歷著神的恩典。不論是學業、家庭、朋友，甚至信仰上，神一直都以祂的方式陪

伴我渡過我所經驗的一切。

在我寫這篇見證之前，我祈了一個禱。一個責罵神的禱。剛剛過去的一個早晨，我

經歷了大家可能會覺得很雞毛蒜皮、小孩子才會有脾氣的事情。但我為這一切感到

深深不忿，我不能夠理解這種壓力和不公。不過正正如此，我把我無處可訴的痛苦

與鬱憤向上帝一一傾訴，作了我一直以為做不到的交託，將這一切都交給神。

耶利米書 29:11 RCUV

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

指望。這是耶和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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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創耀

我從幼稚園起就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卻從不認為自己的生命中需要有耶穌基督。我

在小五時於一個佈道會中第一次決志信主，但這可能只是我對自己從小到大耳濡目

染、潛移默化聽了很多篇的福音作出的一個回應 ── 我相信有耶穌，卻沒有進一

步去思想耶穌和我的關係。然而，神從不輕看我們的每一個立志和禱告。

我就這樣升上了中學，我仍舊抗拒參加任何宗教活動。偏偏在我中一時，一位朋友

邀請我到學校的午間團契，我雖不情願，但也跟他到了團契。這幾次團契的內容類

似是一個簡化版的啟發課程，這幾堂課中藉着討論和分享令我重新認識了基督教，

發現原來耶穌基督不單只是個故事中的角色，更是一個進入我們生命中的神；我又

在團契中認識到一班重視真理的基督徒，當我們同心同行時，我經歷到神與我們同

在。我的心漸漸被主吸引，我渴慕與神建立更深入的關係，因此我決定留下，即使

後來那位朋友再沒有到團契，我仍然繼續在團契中成長，亦開始在學校中事奉。

當然，信仰的歷程不可能只是那樣的一帆風順，及後我亦曾多次逃避神又被神尋

回，但是這裡所記的就是我信仰的起點，也正好是我信仰歷程的一幅剪影 —— 立

志、逃避、尋回，然後重複。神從不輕看我們的每一個立志和禱告，他要親自尋回

那些失喪的人，他要作他們的牧人親自牧養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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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灝欣

我是一位信二代，從小就跟媽媽返筲箕灣浸信會。

由幼兒部到青少年部，我都以教會的哥哥姐姐為榜樣。看到他們在台上分享見證、

敬拜，我就覺得他們的生命很美好，盼望自己快點長大，成為別人眼中的「大姐

姐」。可是，我從來沒有與天父建立關係。因此，在教會發生震盪時，我便離開

了。

中學期間，我參加了另一間教會的團契，認識了兩位委身服侍年青人的傳道人。當

我想要安定下來時，我這兩位屬靈父母突然離開了。當刻的我除了錯愕，更覺自己

就像屬靈上的孤兒，一次又一次被別人拋棄，陷入一個自憐的漩渦。漸漸，我十分

抗拒基督信仰，質疑二十年來所聽所信的，拋開基督徒身分，過自己想過的生活。

然而，這生活模式帶來的只有眼淚，沒有快樂。

感謝天父，媽媽和兩位屬靈長輩沒有怪責我，更鼓勵我多閱讀，多思考，享受這趟

旅程。透過閱讀，我重新認識基督信仰，認清我要跟隨的是耶穌。再者，天父藉著

西番雅書3章17節 - 「耶和華 – 你的上帝是施行拯救、大有能力的主。祂在你中

間必因你歡欣喜樂，默然愛你，且因你的喜樂而歡呼。」感動我，叫我曉得祂在管

教後就不會翻舊帳，對我過往所犯的罪默然不語，且為我的未來歡呼。於是，我在

3年前的受苦節崇拜重回筲浸，再次投入教會生活，學習神的話語。在我而言，基

督徒的新生命始於，亦終於十架的愛。因被耶穌的愛感動，所以決意背起十字架，

把這份愛傳揚出去。而教會，就成為我們「練習愛」的地方。

這些年來的經歷沒有一個是枉然的。但願天父繼續磨練我，使我成為一個合祂心意

的人，完成祂要我作的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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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珊

我是在1986年決志信主，當時我就讀中一。信了主耶穌之後，生命慢慢地改變。

主耶穌這位「藝術家」仍不斷地在我生命中施展祂的陶造技術，為要使我成為祂手

中合用的器皿。

小時候對宗教的認識，只限於民間宗教，例如拜門口「土地」及拜偶像。直至就讀

佛教小學，佛教成為我接觸的唯一宗教。當時我接觸的「神」是帶來給我有不安

及懼怕，例如看見人家拜門口「土地」，我會小心翼翼的經過，因為害怕不小心撞

倒「它」便會肚子痛。小學階段有四年多的時間就讀一所佛教學校，因學校歷史悠

久，走廊、廁所燈是灰暗的，同學之間更流傳著不同怪異的故事，廁所更成為令人

感到戰慄的地方，如沒有迫切需要都不想進去呢。但是每當我心中感到不安及懼怕

的時候，很自然地會默念學校所教的「佛經」；雖然不知道內裡的意思，但會相信

它能幫助我將不安驅除。奇怪的是，每次我默念「佛經」時不但沒有驅除內心的不

安，反倒增加懼怕的感覺。

我是在臨時房屋區成長的，家境雖不富裕，每當我和弟弟想要的東西時，父母親都

會盡量滿足我們的慾望，他們非常疼愛我們。當時我並不感到滿足，因為只看到我

沒有的東西，覺得自己不是樣樣都能擁有。加上我兒時患有哮喘病，所以我的童年

並不十分快樂。記得有一次，有一位老師行近我的座位，她問我是否很不開心，雖

然我答她沒有不開心，或許當時我的面容正反映我的內心世界，內心的不開心連自

己也沒有察覺。

感謝主耶穌，帶領我入讀基督教中學，讓我認識主耶穌的愛，祂被釘在十字架上犧

牲，拯救了我脫離罪惡的捆綁；雖然我犯了罪，祂仍然完全接納我，並且祂明白我

真正的需要，所以我願意接受祂為我個人救主，讓祂管理我一生。

信主後，我的性格慢慢地改變，慢慢變得開朗起來。在中學階段，我的笑聲連鄰班

的同學都能聽到呢，並且在升上中四之後，我的哮喘病再沒有復發。中學階段的

我，在田徑賽事中獲得多次獎項，每年班際接力賽我總有份代表自己的班去出賽，

有一年更曾獲得女子全場總冠軍呢。從小開始是身體瘦弱的小女孩，竟可以在運動

方面獲取獎項，真的奇妙啊。

轉會者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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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祈禱和讀聖經，讓我清楚看見自己的不足，主耶穌藉聖經教導我、安慰我、鼓

勵我，祂成為我最大的滿足及喜樂之源頭。記得在一個晚上，臨近睡覺之時，心中

感到有一份莫名的驚恐，於是立即祈禱，在禱告中感到主耶穌對我說：「我要保護

你，好像保護我眼中的瞳人」，這句說話一出，頓時心中的驚恐突然消失，感到十

分平安。到後來才證實這句說話是出自聖經詩篇17章，真的讓我驚訝神話語的大

能。

在社會工作，不斷經歷主耶穌的恩典，透過接觸到的人、事、物，讓我對自己多了

認識，在人際關係之中學了不少功課，目的是叫自己成長，需要有一顆關懷、接納

及忍耐的心，來學習愛別人。

感謝主耶穌拯救了我，讓我經歷祂所賜予的豐盛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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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沛恩

從小在基督教學校成長，小五上兒童團契，中學時擔任崇拜及團契司琴，但對救恩

卻一知半解。2002年3月，神帶領一位朋友邀請我參與她教會的崇拜，透過團契

組長三福分享，我重新決志，清楚自己得救，開始穩定追求及參與教會聚會，於

2003年受浸加入宣道會黃埔堂。

隨後，我開始參與教會及團契事奉，首先在團契的小組中作組長。在音樂服侍上，

由作司琴，隨後與一位弟兄學習作詩班指揮及帶領敬拜的技巧，努力操練當一位敬

拜帶領者。2003年也是我蒙召的時間，神感動我救人靈魂的心志。同年9月婆婆意

外的離世，2005年3月爸爸痰有血入院。這兩件事情震動我的內心，我未知婆婆

是否信主，若未接受福音，她豈不是一去不返，永歸沉淪？當爸爸大病時，我真的

不敢遲延，我看生命的重要，我懇切為他信主禱告。多謝主！爸爸在入院前一天信

主，病中經歷主醫治。出院後便上教會及接受洗禮。

我看重生命的重要，學習在傳道事奉中服侍，策劃福音茶座，參與短宣活動。這

樣委身於傳道事工已有5年了；深知自己在佈道及真理的認知上不足，需要裝備建

立。我還記起當初的呼召，當時深得一位屬靈父親的激勵，馬上報讀部份時間的基

督教研究課程，初嘗讀神學的滋味。早上當一位幼稚園級任，晚上在神學院接受裝

備。在我人生最掙扎的時候，選擇升職當校長，還是放下所有讀神學呢？在全職事

奉探討日中領受了師長的提醒：以「行步見步」的態度去操練對主的信心。那刻，

我真知道時候已到，決心回應主。到了今天，我已是一位傳道人。我會以傳道為我

一生的目標，同時操練自己生命更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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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少蘭

從讀書時候已開始接觸不同的宗教，包括天主教及佛教，爸爸和媽媽也有拜偶像，

雖然不是很抗拒，但也沒有想到接受。對於黑暗、死亡是害怕的，可能是給人有一

種神秘、未知及不平安的感覺。當認識主後，祂賜我平安，我信是主耶穌基督總不

撇下我，衪對我不離棄。

 

回想在2000年，因姊姊患有急性腦炎，使我們一家初次遇見主，祂帶領我們走過

死蔭的幽谷，主賜優良的醫療團隊予姊姊，我見證了祂對姊姊的醫治，因妹妹帶了

教會一位傳道人在醫院內為姊姊祈禱，姊姊在昏迷中能作出回應，漸漸她康復了，

我們一家恆常上教會，爸爸媽媽及後決志和受浸。

媽媽患有腦退化症，我們一家再次遇見主，因著信，使我們心裡有平安，媽媽漸漸

失去了自理能力，而我每天為她祈禱，媽媽在患病前已信主受浸，在2005年，爸

爸媽媽巳受浸成為天父的兒女。2011年6月26日那天也是我和姊姊一同受浸，只

是在主內不同的教會吧。

感謝主賜我有恩典,，給我有豐富的供應，盼望日後能倚靠神，可遠離罪惡，學會

謙卑和忍耐，求主帶領，並一生跟隨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