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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求你憐憫我！(廖潔玲牧師筆錄)                  

葉兆倫弟兄(回聲谷參與者、24/9/2021 由廖潔玲牧師施洗) 

 

我名叫葉兆倫，今年四十三歲，家有

父母和一位弟弟，弟弟於三年前去世。小

時候，我和弟弟非常搗蛋，老師經常要見

家長，每當我們搞事，媽媽十分勞氣，便

會責打我們。在我就讀小學三年級，我初

次聽到耶穌的事蹟，有一位姓范的聖經科

老師，他很關心我，常常給我講聖經故事，

又為我祈禱，當時我不明白甚麼是祈禱，

只懂得有事求耶穌幫我，長大後我才明白。 

中學時候，有一位體育科老師曾帶我

返教會，因那所教會比較極端，去了幾次

便沒有再去，後來認識了一班香港基督教

會的朋友，跟他們返了三、四年教會，參加過崇拜、聖經班，後

來因為搬屋，便失去聯絡。但我很想再返教會，每次行過教會或

福音堂門口，很想行入去，但又不敢，害怕誤入邪教。後來在青

年協會裡認識一位基督徒弟兄，他經常關心和探訪我，我重新再

接觸基督教，經他介紹我才認識「回聲谷」，直至今天我受洗了。 

甚麼原因驅使我決定相信耶穌？除了受從前的基督徒老師和

朋友影響外，我也接觸其他宗教，我曾認識一班接觸邪靈的朋友，

他們常慫恿我跟他們一起養鬼仔，我心裡感覺很不平安，所以，

沒有跟從他們。 

2006 年中秋節，因撞車，我被送去醫院搶救，就在 ICU 病房

住了幾個月接受治療，在迷糊間，每晚都看見污靈，非常恐怖，

可是我的身體因受傷而包紮不能郁動，但我內心非常害怕，我感

覺沒有甚麼可倚靠，在無望之際，我便呼叫耶穌救我、醫治我、



 

3 
 

每天我都向耶穌祈禱，當我呼喊主耶穌後，我竟然脫離危險期，

同時再看不見那污靈。 

另外，我姑媽是虔誠的佛教徒，她因為女兒是基督徒而改變

信仰，跟我表姐歸信耶穌基督。我媽媽也信佛，在去年，媽媽因

患舌癌，心裡很害怕，我為她祈禱，求主醫治她，讓手術順利，

不要讓媽媽受苦，感恩手術順利，癌細胞沒有擴散，不用電療或

化療，我再次經歷禱告蒙應允，耶穌醫治的大能。 

今天，我受洗了，感恩之餘，我仍感覺很大壓力，因我以為

受洗的人必須是聖人，完全沒有罪惡，原來這想法是不對的，我

知我還有很多陋習需要去改，我願意靠主力量去改變，求主幫我

克服，我盼望身體康復，身上的血瘤消失，體重減輕，可以行去

返教會。 

最後，請為我的傷患代禱 ~ 

十五年前，因車禍，做成我肢體傷殘，與及體內多個器官

衰竭，哮喘、右眼角模受損，視力模糊，因身體受損及雙腳嚴重

腫賬，右腳經常潰爛，無法癒合，需要社康姑娘上門替我敷藥，

最近在腎後腰附近，

多了一個血瘤，疼

痛非常，加上體重

不減反增，現在我

已超過四百多磅，

寸步難行，無法外

出，經常困在家中，

產生焦慮及抑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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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主同行, 人生沒絶路 (妹妹陳玉蘭撰寫)                       
陳國明弟兄（30/10/2021 由唐錦新牧師施洗） 

我記得小學在基督教學校

讀書，所以有機會認識主耶穌。

小學後我便出來社會工作，之

後多年都沒有接觸教會和聽福

音了。不過小時候聽到的聖經

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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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翰福音三 16)，我至今仍清楚

記住。 

十多年前因為與妻子的關係惡化，大家便分開了，三個兒子

跟她 ; 而我後來亦獲政府分配一人單位居所，自此便獨自生活，

也沒有聯絡兒子們。由於我不擅煮食，不懂照顧自己，又經常外

吃，久而久之就吃出病來了。除身體越發肥胖，還得到高血壓，

尿酸亦嚴重超標。弟妹們經常勸我戒口，不要亂食，但我都沒有

理會。在病患初期我仍可工作，到後來因高尿酸而引致腳腫情況

日益轉差，我便無法工作需要依靠綜援生活。  

直至去年初，雙腳嚴重腫脹，讓我疼痛至無法走動，這樣反

反覆覆地多次進出醫院。到四月中住院那次，當時我在無法自理

的情況下，已不適宜獨自居住。 於是弟妹們便為我安排出院後

入住謢理安老院。現在回想起來，弟妹們就好像上帝差派來的天

使，那階段日子幸好有他們的隌伴和照顧，讓我不致孤單無助。

我入住護理院舍後，也多謝院舍姑娘們的悉心照顧，由於三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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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藥定時 和飲食均衡，我的病情得以改善，腳腫情況亦逐漸好

轉，由最初要用拐杖扶助到現在我已可以自己走路了。感謝主！ 

二弟和四妹都是活石堂會友。四妹每次來探訪都會為我祈禱

的，九月份有一次她告訴我想邀請教會牧師來探望我。我印象中

當年是透過母親的安息禮拜而認識活石堂，還記得有歐牧師，於

是我欣然答應了。之後二弟聯絡唐牧師來探我，經過三次探訪及

考問信仰，藉著「口裏承認心裏相信就必得救」這句說話，我便

願意接受主耶穌做我的救主，讓祂帶領我餘下的人生。這樣，10

月 31 日那天唐牧師便在院舍為我進行灑禮。   

回想過往， 我就好像活在沒有明天，沒有盼望的日子。感

謝主一直在引領我這隻迷途的羊回家，讓我知道自己並不絶望孤

單 ; 除了摯親的弟妹們，現在還有教會的弟兄姊妹成為我的同路

人，為我祈禱守望，實在感恩不盡。  

 

耆異恩典(林朗星實習傳道撰寫）                          
梁觀來弟兄（圖右三、於 21/1/2022 由羅雯霏牧師施洗） 

 

 1962 年，年少時的我

從國內來到香港，試圖去換

上一個新的環境、尋找一個

新的可能。因為過去在中國

的景況確實是好不容易的，

政治之間的鬥爭都苦了許多

人民，我曾擔當共產黨員，

嘗試以真誠及愛心去服務人

民。後來到香港，才發現昔

日在中國曾受過幫助的人原來都沒有忘記我，還前來向我道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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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香港後，生活漸穩定，我感受自由的寶貴，而且相信宇宙中

有一位主宰！ 

 轉眼已經 60 年。這些年來，我常以音樂為伴去打發閒暇，

期間還習得不少中樂樂器，包括揚琴和二胡等。有一天，為與街

坊同樂，便帶備了揚琴去青衣海濱長廊中彈奏，我亦因此認識到

街坊何月紅姊妹。後來她向我介紹耶穌，說祂是神。她和另一位

教友廖岸芳姊妹都對我十分關懷，她們的親切感彷如我的親女兒

一樣。因著她們，我就信了她們所介紹的耶穌，並於 2020 年 9 

月 22 日（星期二）上午決志信主，一生跟從祂！ 

 在 2021 年 12 月，我參加了基督教會活石堂舉辦的耆樂坊，

認識了更多弟兄姊妹，他們一樣對我十分關懷，很願意去幫助人。

特別在我 12 月初基於跌傷而必須接受手術的事上，更見教牧同

工以及弟兄姊妹的愛心，又為我向神代求，叫我經歷到神的醫治！

我衷心感謝神，縱使信主只有一年半的時間，我卻殷切接受洗禮；

所以便邀請了羅雯霏牧師於  1 月 21 日（星期五）來到家中為

我施洗，很高興有太太、月紅、岸芳及幾位弟兄姊妹作我的見證，

見證我堅定跟隨神。我深深相信「耶穌唔會點條黑路俾我行」，

即使當我「差錯腳」，祂亦定必會拉起我！我願意緊緊跟隨主，

康復後會參加教會聚會。 

 

弟弟多威中風了…他受洗了…(胞姊關玉英撰寫)                       
關多威弟兄（圖左、於 25/1/2022 由歐醒華牧師施洗） 

當我替多威寫這見證時，他只

能回應一些簡單的對話，所以我只

能憑回憶將他由決志至洗禮的過程

憶述出來。 

2020 年 12 月 15 日是多威人生

的轉捩點！記得中午收到消息「多

威中風入院了！」我真是晴天霹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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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敢相信……。一個月後，一次電話傾談中，他告訴我鄰舍帶

他決志信了耶穌！自此以後，他每天幾次致電給我，除講述他

在醫院的狀況外，更催促我和他一起祈禱。幸好孫牧師介紹了

屯門醫院的院牧給我，院牧再三叮嚀我「一個中風的病人，尤

其他左身傷殘不能動，將來要面對很多的學習，過程很艱辛，

所以懇求耶穌與多威同在，給他勇氣一起面對困難是最重要

的。」就這樣，無論我在那裡，在家中或街道上，我也不會拒

絕多威的電話，因為我知道他需要別人的聆聽和鼓勵，更需要

神的安慰與幫助。記得他每次的禱告很簡單，若一天能順利度

過，他便會以「Hallelujah， 阿們！」祈禱結束，一顆單純的信

心，仰望神每天的帶領。 

3 月 12 日他很喜悅地入住沙田聖公會的院舍，他說「回到

神的家了」。他問聖公會的牧師除了 hallelujah 以外，還有什麼用

字可以讚美神？牧師告訴他真心地讚美便可以了。我想他真的

經歷了神，所以心中渴求讚美祂。他以前職業是做銷售的，所

以他說要將「信耶穌」這訊息推介給別人，也告訴朋友以前自

己的脾氣有時都會欠佳，現在學習了耶穌的寬恕。當時，院舍

每日可以做物理治療，家人便懷著希望，希望他三個月後能出

院，且能行動自如。怎知在院舍的四個月期間他兩次抽筋，每

次抽筋入院後，便要吃抗抽筋藥；吃藥後，身體疲憊，情況也

每況愈下。因院費太昂貴，我們為他轉了院舍，只是身體情況

沒有好轉，抽筋後一次比一次差。後來，連打智能電話的能力

也喪失了！ 

有一天，靈修中，神提醒我找牧師替他施冼！我惶惶然地

回到教會，剛巧碰上歐牧師。真是神的預備，他應允可以為多

威行灑水禮！由於疫情嚴峻，院舍不可以探訪，歐牧師提出在

網上施行灑水禮！ 

感謝主，今年 1 月 25 日，那天多威精神尚可，聽得清楚，

也回應得清晰！歐牧師穿了牧師袍，網上的背景是教會圖片。

雖然只是透過網絡，但在莊重的氣氛下進行洗禮的禮儀，歐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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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清楚說明洗禮的意義，多威也清晰地跟著牧師認信，承認主

耶穌是他生命的救主。在家人的見證下，我家族中的第二位基

督徒就此誕生了！全是神的恩惠，感謝主，榮耀頌讚歸給祂！ 

 

期待在永恆與爸爸再見 (女兒鄧美墀撰寫)                       
 
鄧添芬弟兄（於 10/3/2022 由羅雯霏牧師施洗） 

 

爸爸成長於戰時，好不容易捱過

了，其後在香港落腳，憑一雙手努力

建立家庭，結婚，生兒育女，這應該

都是不少人的故事。 

2003 年初，香港爆發沙士，期間

爸爸不適，原來心臟內三條大動脈都

堵塞了，醫生立即替他進行心臟搭橋

手術，我在醫院為爸爸祈禱，將他交

託上主，他以阿們回應，這是我第一

次見到爸爸願意對上主開放，相信他

經歷了一次幾乎「死過番生」 的旅程。

上主憐憫，爸爸一步一步康復過來，我告訴他：「我們及教會都

為他禱告！」而每次探訪他，我都帶他禱告，他開始返早堂崇

拜，不過半年後就停下來。 

2017 年末，由於媽媽的末期肺癌已經進入紓緩階段，歐牧

師去探爸爸，並帶領他認信，我看見他欣然接受上主，頓時眼

淚盈眶。而我們每次回家探爸爸，都為他禱告，他都願意以阿

們回應。 

2022 年 2 月，香港爆發 Covid，爸爸三月初不幸從社區感

染了，而當時醫院亦沒有能力應付大量病人，我們只好在家照

料爸爸，每天我都會帶爸爸祈禱，聖靈催促我要替爸爸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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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羅牧師聯繫後，就安排了一場網上視像灑禮。好奇妙，爸爸

在半小時的禮序內，精神很好，很清醒，很投入，那一句 「我

願意」 跟從主，清晰，確實！ 

雖然爸爸未能捱過今次的疫症，但我卻萬分期待在永恆中

可以與他再次相見。 

 

黃煥儀（Jolly）洗禮見證                   

黃煥儀姊妹（回聲谷參與者、於 4/6/2022 由廖潔玲牧師施洗）  

我是黃煥儀，我喜歡別人稱呼我 Jolly。

我患有先天性徐動型大腦麻痺症，日常生

活都是使用雙腳。媽媽早已過身，現在只

有我和父親，還有工人姐姐同住。 

讀書的時候，透過同學的介紹，我參

加了學校的團契，在那裡開始認識基督教

信仰。到了 2022 年 1 月，參加「愛癒同

行」小組後，認識了「回聲谷」，亦在小

組裡決志相信耶穌。現在，除了「愛癒同

行」小組，我還參加查經班。 

在我未信主前，我是拜觀音的，但

觀音幫不了我與人相處。我從前是一個

不理會別人感受的人，又經常麻煩人、

騷擾人，讀書的時候，經常抄功課。回

想起來，我有好多壞習慣，跟人的關係

不好，經常跟朋友鬧翻，又喜歡跟人比

較。總之，人際關係好差。 

  未信主之前，我的人生沒有目標；

決志之後，我知道主耶穌赦免我的罪，

主耶穌是我生命的主，祂在我心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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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了我，我開始懂得與人和諧相處，我學識饒恕別人、學識

關心和體諒別人，用樂觀態度去面對一切事情。我變得樂觀了，

人生有了方向。我又學會祈禱，祈求主幫我有好的身體，體能

愈來愈有進步，更求主賜我力量可以更多回應主的愛。現在我

每日都會聆聽「靈命日糧」認識《聖經》，參與教會的網上崇拜，

又參加「回聲谷」的網上小組聚會，我的生活過得很充實。 

信主之後，我決定受洗，因我明白洗禮的意義是學效主耶

穌，我的生命可以與主的生命連結。藉洗禮，使我的生命有新

的樣式，我一生都會跟從主，主亦會永遠與我同在。 
 

石演涏姊妹洗禮見證                      

石演涏姊妹（回聲谷參與者、於

8/6/2022 由廖潔玲牧師施洗） 

我是石演涏，我有媽媽、一個哥

哥、一個弟弟和三個妹妹，我是家中

的大女，爸爸早已離世。因我父母是

水上人，以打魚維生，我在漁船上生

活了二十多年，自小就跟父母出海打

魚，後來，遷到岸上居住，再沒有出

海打魚。我曾經在工廠工作，現在我

是一個人住，因我體弱，出生時已患

有哮喘，雙手也是先天屈曲，其中有

五隻手指不能伸直。我在三十歲後，

因腳痛導致不能再工作。 

  在我未信主前，由於我是個性急

的人、多愁善感、做事急速，看人生

的價值比較低，再加上體弱、病痛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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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花錢看病。我又經常跟朋友出街，吃喝玩樂、唱 K、睇戲、

買靚東西、想買就買，我對人、對自己、對金錢都不重視，所

以無錢剩。 

  2005 年 5 月，朋友邀請我參加沙田真理浸信會舉辦的佈道

會，當晚我聽到牧師的講道很感動，我忘記了內容，但我很認

同牧師所講的道理，於是就在當晚決志信主。雖然信主，但有

一段時間我離開神，就在 2007-2008 年之間，我家中發生了許多

事，因我的大姑媽和表弟離世、我侄女又夭折，他們都是我的

至親，但他們相繼離開我，我感到很難過、很不開心，情緒極

度低落，經常哭。因此，我需要看精神科醫生，經過很長時間

的醫治，至今已康復。當我回想，雖然我離開神，神卻沒有離

開我。在我患病期間，主耶穌一直陪伴我、醫治我，我知道主

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救主，祂為我犧牲性命，幫我解決憂愁、

醫治我的疾病，現在我不怕孤獨、不怕寂寞，我學會禱告，倚

靠主。我發覺主耶穌把我的性格改變，我做事放慢了、不急躁，

我又發現病痛少了，連看醫生的錢也省了，我不再跟那些朋友

一起亂花錢，亦不會隨便購物。在購物之前，我會想清想楚才

買，現在我學會理財，有錢剩，還學會奉獻。 

今次我決定受洗，因我知道受洗的意義，我要成為真正的

基督徒，成為天父的兒女。我知有主耶穌與我同在、同住，現

在我每主日參加「回聲谷」網上崇拜，我會讀經、禱告，我願

意將我的生命交給主，一生跟從主、事奉主。 

 

周可賢弟兄洗禮見證                     
周可賢弟兄（回聲谷參與者、於 12/6/2022 由廖潔玲牧師施洗） 

大家好！我是周可賢，親友都稱呼我為 Luke。我是一名患

有脊柱裂的肢體傷殘人士，因不能走路而需要電動輪椅代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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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是這樣，但我真的盼望在我能力範圍內

幫助有需要的人士，特別是傷殘人士，因我

身體的殘障，我很明白傷殘人士的難處。 

我從小與爸爸、繼母及三弟妹同住，我

是長子，但我的家庭關係並不和諧，因為母

親及弟妹既不明白又不能接受我的傷殘，沒有多加照顧，有意

無意之間傷害了我，有時我還遭到弟妹欺凌，令到我倍感難受！

從小我便缺乏家庭溫暖，在我的成長中，我極渴望有家人的關

懷。 

在我讀小學的時候，在一位菲傭姐姐介紹下，我開始認識

主，我第一間返的教會是靈光教會（Light-House Ministries）。後

來，有一位同學及數學老師介紹下，我返了深水埗喜樂福音堂，

除此，我參加過好幾間教會。每當我越想認識神，越想投入教

會生活中，我便發覺我裡面有很多罪，在我

思想裡常有歪念，行為上，沉溺上網，對人

不誠實、說話差、從不體諒別人等等，就是

這些惡念，我曾想過放棄不再返教會，因我

心裡常感到缺乏了甚麼，但又不懂得表達，

我很想尋找可以填補失去的東西，我感到人

生好沮喪，好無希望。 

當我失落的時候，想離開神，神卻沒有

放棄我，祂在復康中心安排一位基督徒臨床

心理學家幫助我，給予我輔導。我知道神要

幫我，解決我的問題。經過輔導後，我重新認識神和自己，我

明白天父將祂兒子賜給我，讓我有愛，因為我的經歷，耶穌都

經歷過，耶穌更赦免了我一切的罪，使我重新造人。神明白我

的需要，祂安排我在復康中心生活，得到照顧，現在我的院友

成為我的家人，感謝神讓我在這裡找到家庭溫暖！神又透過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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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姊妹介紹，讓我認識「回聲谷傷健福音協會」。自從去年底，

我參加「沿途有祢」小組，和幾位組員一起學習事奉。現在我

有教會生活，又有弟兄姊妹關懷，我有了新的方向，我決定受

洗，我願意成為真正的基督徒，相信耶穌是神的兒子，由祂帶

領我一生。                  

我現在學會祈禱與神溝通，除了參加教會的網上聚會，還

做義工，我希望在自己的能力範圍內協助有需要的人，例如在

我住的院舍內，幫助視障長者閱讀報章及資料輸入的義務工作。

祈求主改善我的壞習慣及思想，以致我更像主耶穌基督，我願

意一生跟從主，並成為主的門徒。 

 

廖曉恩姊妹洗禮見證                
廖曉恩姊妹(於 6/8/2022 由李均熊牧師施洗) 

      我是一個信二代，從小便跟隨

父母返教會，被灌輸很多關於信仰的

思想、訊息，聽很多聖經故事，並在

家人和主日學導師的教導下祈禱及唱

詩歌。 

      兒時的我認為自己應該是信主

的，但事實上，若有人問我為何信主，

信主能為我帶來什麼，我不知該如何

回答，我甚至不知道怎樣才算作是

「信主」。我可能只是本能地認為，

作為信二代，我就應該要信主，就應該要做基督徒，所以我仍

保留着祈禱、返教會和唱詩歌的習慣。 

      直至到了高中，我開始對自己信主這件事產生了很多疑

問。基督徒滿 16 歲便可以洗禮，因此從前的我一直認為自己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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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16 歲，便會接受洗禮。但當真的臨近 16 歲，我卻推翻了這個

念頭。 

      我一直覺得洗禮對基督徒來說，是一件很重要的人生大

事，亦以為接受洗禮的人必須對上帝有着堅定的信心和倚靠，

會每日讀聖經、靈修、親近上帝。 

      雖然在教會有嘗試作侍奉，但我反思自己並沒有怎麼讀

過聖經，亦越來越少向上帝禱告。我認為自己未作好洗禮的準

備，甚至對自己與上帝的關係感到疑惑。 

      我開始思考：我到底為何要信主？作為基督徒所要承受

的代價，我能擔得起嗎？在身邊幾乎沒有朋友信主的情況下，

我能一直堅持自己的選擇嗎？在種種的問題下，我無法找到答

案。 

      帶着這些未解的疑問，我迎來了今年的 DSE，這亦是對

現在的我來說，最重要的人生關口。DSE 無疑給了我非常大的

壓力，我對自己的能力感到質疑，對未知的前路感到恐懼。由

於給自己過大的壓力，看著 DSE 的開考日期將至，我終是忍受

不住這些壓力、崩潰大哭。 

      這時，我的母親與我徹夜談心，安慰我，告訴我要向神

禱告、祈求，並倚靠祂、把一切交托給祂。 

      我認真地思想了許久，亦與母親傾訴了許多，最終決定

將心中所有的疑惑、恐懼與軟弱告訴上帝，並盡自己最大的努

力去溫習和應試。盡了全力後，我便將之後的一切交給上帝為

我安排。 

      考完 DSE 的那天，我的內心終於得到完全的平靜和安穩。

我知道，這是上帝給予我的平安。這次的經歷對我來說，是在

我信仰道路上的一個巨大轉折點，也是我與上帝關係的一次重

大改變。 



 

15 
 

      我覺得，自己這次準備好接受洗禮了。 

      對於未來，我仍會有恐懼，但我對上帝的信心，早已掩

蓋過那些恐懼。而對於信主的那些疑慮，我明白現時未必能一

一解開，但現在的我願意跟隨主，也願意在跟隨主的道路上、

在主的帶領下繼續前行、尋找答案。 

 

李意行弟兄洗禮見證                   
李意行弟兄(於 6/8/2022 由李均熊牧師施洗) 

大家好，我是李意行。我在香港出世從小就返活石堂。 我

爸爸媽媽都是虔誠的基督徒，加上從小就在活石堂，所以信仰

對我來說是生活的一部分，導致我沒有怎去深入感受上帝的存

在。 

直到中學時媽媽突然中風，

我才感覺到上帝的存在。媽媽

雖然中風但康復得十分快，在

大概一年的時間已經可以用拐

杖行路，在這過程中十分感受

到上帝的同在。過程雖然艱難，

但我們一家的關係也因這件事

而變得更加親密。 我相信若果

沒有這件事就不會有今天的我。 現在回想起我也十分感激上帝

可以藉著這件事使我們家庭的關係變得更加好。 

今年年頭我上學的途中被車撞了，住了醫院一個禮拜。不

過好在有上帝保佑，我只是被車的倒後鏡撞倒，最後沒有大礙。

我們事後根據車倒後鏡撞我的地方估算，若果我只是行出多一

步都已經足以致命，真的十分感謝主，我還健健康康。 

  這令我意識到無論事情是好或壞，上帝都有他的安排，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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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它發生的意義。壞事總會發生，但我們也會再次在上帝的

幫助下站起來，並從中學習。我們也許看不見，也許不明白，

但我確信都有上帝的工作。  

  

普通人的故事                      
葉景淳弟兄 (圖右一，於 6/8/2022 由李均熊牧師施洗) 

主內平安! 我是葉景淳, 由細到大跟父母返教會十七年。有

人叫我們這一班人信二代, 正正就係因為我哋係一班非自發嘅一

班人, 所以有唔少人長大了後唔太信神就離開教會，亦都有唔少

人覺得教會不適合自己就離開教會。所以能夠在此分享我自己

的見證，實在是非常感恩。 

小時候嘅我對信仰一知半解, 但教會每一個角落都異口同聲

地宣講耶穌的名。也許主日學會教我們認識耶穌的故事, 也許身

邊的人說：「耶穌愛你!」，但我從來都沒

有明白為何耶穌, 一位聽到耳熟聞詳卻

陌生的神會主動去愛一個人。而在聖公

會學校之中長大, 更是令我覺得神離我

很遠。平時禮堂之中的敬拜非常莊重，

高舉著一枝木製的十架進堂, 陪隨着一

把宏厚的男聲唱詩。聚人站在十架前唱

着詩歌手冊裏的歌詞，為的只是敬拜那

一位三一真神，一位高高在上的主，卻

是一位我從小也沒有看見的一位主。因此小時候的我很執着要

「看見」上帝, 才能察現到他的同在。因為生命中所認識的上帝

實在是太虛無，與我距離太遠。 

直到小學四年級的時候, 我開始面對校園欺凌，教會之中又

與朋友有不合。我開始感到情緒低落，有時求問神為何不責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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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們，為何放縱他們。神卻從來沒有回應。到了中學，面對着

新的環境我以為我能夠重新開始，亦面對着新的年齡牧區  - 

Generation 青少年牧區。但中學的第一年生涯又不幸地落入校園

欺凌事件簿內，導致我在 Generation 內亦不太敢與人深入接觸。

「奇怪」、「不討好人」、「懦弱」突然在我腦海中浮現，這是第

一次這些字詞浮現在我腦海之中, 直到現在這些字也沒有離開過

我。我開始很介壞別人的意見和眼光，腦海裏像是一片噪音, 我

不能自在地做自己, 我的心是十分的辛苦，甚至是痛苦。 

但奇妙地在這些一連串事件的背後, 家人們的支持和打抱不

平的心，朋友和小組的包容和愛給我一種莫名奇妙的安慰，在

我乏力的時候，他們卻還未離棄我。雖然我不是強於讀經，但

約翰一書四章十九至二十節曾說 :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人若說、我愛神、卻恨他的弟兄、就是說謊話的，不愛他所看

見的弟兄、就不能愛沒有看見的神。」我被受感動, 因為無論我

有幾否認自己, 或是再不愛自己, 神卻已經接納了我自己。衪不

用說, 亦不用讓人看得見衪。神差了一班天使陪伴着我。藉他們

的口, 花了十七年的時間, 為的只是叫我接納自己, 因為在神的

眼中, 並沒有人是完美, 但甘心擺上自己的心, 願意接納上帝, 

跟從衪的人卻是神所喜悅的。 

這幾年我不斷被神撼動, 這位看不見的神總是於我們生命之

中用看不見的方法向我們溝通，在我們軟弱時候扶起我們。正

如馬太福音五章三節說：「虛心的人有福了 , 因為天國是他們

的。」天父不着重人生成就、權力、地位, 衪卻容讓心靈貧窮的

人到祂那裏去，因衪必成就這一班投靠衪的人。因此我願意跟

隨這位好牧人，跟隨基督受洗, 棄絕罪惡的困綁。感謝主領我走

過, 逾越風浪。 

 



 

18 
 

冼燕芬姊妹洗禮見證                              
冼燕芬姊妹 

我自小在一個拜『神』

的傳統家庭中成長，父母

都較為迷信，雖然中學時

期就讀於基督教學校，但

對主耶穌沒有什麼感覺，

17 歲時媽媽把我送往加

拿大讀書，之後回港工作

也沒有再接觸基督教了，

直至 2011 年爸爸中風入院，妹妹來探望爸爸並向他傳講褔音，

當時我們也不知道她什麼時候成為基督徒，事情發生得很奇妙，

當妹妹向爸爸講解聖經時，一直很固執的爸爸竟欣然接受主耶

穌作為他的救主，並由活石堂牧師在醫院給他施洗，雖然爸爸

信主後兩個月便離世，但卻影響了媽媽，她在 2012 年亦受洗加

入教會，並帶領我的嫂嫂信主受洗，看到媽媽信主後的改變使

我深深感動，而她又經常叫我跟她一起到教會崇拜，只可惜當

時我沒有跟隨。媽媽在 2020 年因患上癌症返了天家，我意識到

只有跟從主才可以與爸爸媽媽在天家重聚，同享天堂的褔樂。

我便由丈夫陪同下向羅牧師表示願意返教會崇拜。 

其實在這之前，聖靈已在我身上作工，中學時代也曾參加

過團契，不過未深入了解救恩的奧秘。 

一直以來工作尚算順利，但感情生活則不甚如意，經常跌

倒，記得跌得最痛一次是在 2000 年時認識了一個任職紀律部隊

的男朋友，他欺騙了我的感情和金錢外還偷去我的財產更把我

的畢業證書拿走，幸好當時神安排了一位好朋友（現在已是我

的丈夫）時常在我身邊安慰我、陪伴我及照顧我，那時我很想

了結自己的生命，在最無助的時候我嘗試祈禱，神真的聽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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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禱告，我竟主動要求這位好朋友陪同到醫院，我更誠實地向

醫生說出想了結生命，醫生便轉介我到青山醫院精神科，經那

裡的醫生證實我患上「強逼症」，而這位好朋友一直陪著我，轉

眼便過了 20 年。 

2013 年在妹妹的帶領下到了九龍城浸信會參加崇拜和團契，

並在一次團契聚會中決志，但當時內心仍然未很踏實，丈夫說

神自有祂的安排和憐憫。 

在媽媽患肺癌一年多的日子，我曾祈禱求神醫治媽媽又希

望姊妹和睦，果然神給她最好的醫治那使她釋去勞苦，帶她到

沒有病痛疾患的天家。而在照顧媽媽的日子裡我和妹妹的關係

逐漸好轉，雖仍有少許誤會，但我相信有主愛的包容下一定會

化解。在 2020 年返教會開始，我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平安，今年

年初在聖靈的感動下參了信仰認識班並重新決志，我和丈夫都

相信這是神安排日子，神要在我身上顯現祂的憐憫。及後參加

信仰栽培時經常詢問吳牧師何時可以洗禮加入教會，吳牧師說

教會在十月份有洗禮的安排，我便即時報名參加信仰基礎班，

預備接受洗禮讓會眾都知道我是神的兒女。感恩！ 

未到終局不知結局                  
陳慶華弟兄(圖右) 

大家好，我是陳慶華 – JACKIE，

我是 1997 年來香港後，在當時的小學

英文老師引領下到九龍活石堂，及後

於教會的一個青少年團契暑假營，有

感天父的愛而決志跟隨耶穌，但是之

後發生了好多事，期後小子一直是教

會的浮游粒子。 

 

人生的上半場 



 

20 
 

本以為上主在我人生路上必然讓我走上平坦路，誰知是我

的一廂情願，挑戰苦難一個接一個。小學升中學時，學習成績

比其他同學好，但是最終我去了次級學校受到不善教育方法的

老師教育，而身邊團友卻被祝福去了一級學校接受好的教育。 

記得一位團友在中二時期被教會導師協助下由次級學校去了比

較好的學校，而我主動聯絡教會希望在成績相若下同樣被幫助，

最終卻被拒絕。 記得 2013 年，本人爸爸得了危疾我向一位信徒

醫生尋求幫助，但是發了信息後，對方是只讀不回，最後爸爸

是去世了。經歷了許多大小不同的事，令我知道神聖的地方只

是社會的縮影。 

自小在傳統家中成長的我，因各種原因下不懂得與人相處，

一直是無朋友，媽媽自小的教導是自己對人好，別人就自然對

自己好，要做個正直的好人，然而，我對人好換來的是一次又

一次傷害。中學時期，新學年班主任安排我與一位女同學同座，

那位女同學立即淚流滿面向大部分同學訴苦，所以最終我申請

單人座位坐，那一學年受到同學各種欺凌。大專時期本來是一

組人的功課，最終成為我一人的功課，我向導師反映這情況，

那一年我成為網絡被欺凌的人。記得好多年前下雨天，一位教

會好兄弟忽然同我講:『雖然現在我們一齊玩，但是人大了就會

各自生活，不會再聯絡。』果然，自那天經過幾年後至今，十

多年大家不相往來。職場上盡忠職守的我，入職初期熱心工作，

是上司與同事的『MEMO 紙』，但是其後不斷被造謠同篤背脊，

而最終一沉百踩成為眾矢之的。本有赤子心，不斷反省自己如

何與人相處做得好一些，但是發覺自己只在迎合別人的『口味』

而忘了本我，這樣的我只是活在別人的影子下，而不是天父創

造我的樣式。因此，我很害怕再與人深交，一旦進入深交就是

關係斷裂倒數階段。 

在外面受到各種傷害，本想回家找到避風塘，可是經常受

到媽媽的『錯愛』，周不時親戚都對我和太太有流言蜚語，媽媽

就會向我們訓話。一直以來，媽媽對於我和太太的生病只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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斷怪責，而不是安慰和關心問候，就以我和太太感染了 COVID-

19，親戚只向媽媽問候我和太太情況，而不是親自問我們病況，

最後又換來一波怪責，可是當有事找親戚幫手最後他們是只讀

不回。09/11/2020 感激天父讓太太懷孕，期待好幾年的事情得到

天父的祝福，然而好景不長，18/12/2020 天父接回小天使到天家，

全家人都晴天霹靂，最傷心是當時無朋友親人的關心，我和太

太仍不時因為這事被責備和困擾。現在時不時有病都唔敢講家

人知，否則後果是被責備。2021 年新年的一天，在午餐時見到

餐廳內小朋友跟父親開心聊天吃飯，一時間觸景傷情，強忍淚

水跑到附近一個公園男廁，之後淚水不斷沖洗我面。我做錯了

什麼? 一直事事不順利，連唯一的小孩天父都要收回。 

『富在深山有遠親，窮在城市無近鄰。』不是這圈子的人

不入這家門，我本有赤子心凡事都對人好，但是最終一次又一

次受傷害，令我不再對人付出真情。由於我是一個重情義的人，

回憶過去種種事情，都會長期失眠或是半夜夢中扎醒難再入眠，

有一次更在半睡中令身體受傷。我現在學習不執著，不回憶過

去傷心事，『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

了。』，更不會去打擾別人的生活。 

 

未到終局不知結局 

為什麼我的一生都是困難重重，今天仍會想受浸? 歷經王少

勇牧師，歐醒華牧師及現在羅雯霏牧師 (羅媽媽) 的邀請，三次

信仰班的啟示，希望在與天父的愛情長跑中來一個新的開始。

約伯不是大半生在困苦中生活? 可是成就了他對天父的信心功課。

約瑟不是經歷了家人和身邊人的傷害而最终得到祝福取得神奇

彩衣和拯救家人嗎? 最重要是在受浸班中得到啟示，以前的我想

到受浸是好神聖的事不能像其他聖徒信了浸了仍穿上舊衣裳，

我明白到自己不是完美的人，以前因為家人反對而在前兩次上

受浸班中途退出，不同的地方都見盡人性的不足與缺失，令我

不敢受浸不想污損天父的名，但是耶穌無罪都盡諸般的禮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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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浸)，我既然信耶穌和三位一體的真神，為何不受浸? 如果此

時不浸更待何時，人無盡善盡美，要到完美先受浸難道到老或

是魂歸天家仍未浸? 

這兩年經歷了太多事，人一下子成長了。孩子的失去令我

和太太傷痛難息懷，由於我和太太好長時間無返教會，我戰戰

兢兢發了一封電郵給教會，分享自己的難過，羅媽媽立即安排

與我和太太見面分擔憂傷，而且不時跟進我們的情緒變化，羅

媽媽在這兩年辛苦付出對我們的愛，我和太太感染了 COVID–

19 她不時問候關心我們的病情，入方艙醫院當天她處理完教會

事情，不怕被感染，立即買藥和食物讓我們帶進艙。歐爸爸安

排我和太太到現在的查經小組，我和太太在這小組經歷到親人

一般的愛，大家一起分擔彼此的困難和憂傷，在小組

WHATSAPP 內彼此安慰和分享感染 COVID-19 的最新健康情況，

真的令大家像親人般在困難時舒心分享加快康復，縱然我和太

太都有信心軟弱的時候，但是小組不介意我們的負面事情反而

不斷鼓勵支持。感染大病我擔心是媽媽何時責備，不想感染媽

媽和家人，我獨自一人在房中生活，在巨大壓力下食晚餐時眼

淚不斷流下來，太太為了照顧我而且見我流淚更不時打開房門

見我，第二日太太都感染病 (真的對不起太太)，感恩兩夫妻染

病第三天被安排到方艙，原來方艙不是聽聞中惡劣，物資方面

想要什麼通知物資部，大部份物資被安排，入艙第二日聯絡到

醫院第三日得到醫院藥物，同一區內的感染者都在所住區內的

房外彼此聊天慰問支持，居住環境是與去康樂營一樣，原來天

父不斷安排天使在我身邊救助我。在我生命中，天父兩次救回

我性命，曾經有兩次過馬路時差一步就被沖紅燈的飛車黨奪去

生命，兩次都能被天父救回本人的命，上帝是否有事情仍要我

去完成? 

約拿被魚吞下肚時會否想住自己只會成為吞拿魚，阿伯拉

罕獻以撒時會否想上帝在玩弄他? 無論他們如何想，最终天父給

他們最大的祝福，他們也造福好多人。我明白到天父至今未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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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我的命，而我生命中將會繼續面對各種苦難，但是不再有赤

子心和執著，而是凡事放開讓天父作工吧。人的一生不能作出

什麼事而爭取多一點生命的改善，只有天父明白我懂我，與我

在深夜的沙灘中同行，我仍未到生命的終局不知最終結局如何，

路縱難走，但是天父會賜天使與我同行，一切交托天父不強求，

阿門！ 

應 當 一 無 掛 慮 ， 只 要 凡 事 藉 著 禱 告 、 祈 求 ， 

和 感 謝 ， 將 你 們 所 要 的 告 訴 神 。 神 所 賜 、 

出 人 意 外 的 平 安 必 在 基 督 耶 穌 裡 保 守 你 們 

的 心 懷 意 念 。 ( 腓 立 比 書 4:6-7 ) 

耶 和 華 必 在 你 前 面 行 ； 他 必 與 你 同 在 ， 必 

不 撇 下 你 ， 也 不 丟 棄 你 。 不 要 懼 怕 ， 也 不 

要 驚 惶 。 (申 命 記 31:8 ) 

 

從苦難憂傷體驗上主的恩光           
關素君姊妹(圖右) 

我是關素君  – ATHENA，

嫁雞隨雞，嫁狗隨狗，嫁了一個

基督徒因此返了教會。 

 

自小我是在傳統的家庭中成

長，在未認識教會之前我是拜傳

統偶像和過年過節燒衣上香的小

女子，在家人的介紹下我認識了

現在的丈夫，之前未正式到香港

生活時，在丈夫帶動下間中都會

到九龍活石堂的團契聚會。其後，

小女子正式到香港生活，因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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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種事情上了解到教會是社會的縮影，因此我和丈夫都不再參

加團契聚會。可是，丈夫是基督徒，因此有返周日崇拜而有聽

到天父的話語。 

耶穌是否真神？教會是什麼…？返教會的人同無返教會的

人有分別嗎？本身的我是一個負面和好易對號入座的人，因此

我一直不易相信人，尤其是香港這個好現實的社會，不受傷害

就是在自我身邊豎立『防護墻』。 

2020 年 11 月好開心，上帝賜了一個小生命在我的體內，我

可以有機會當媽媽，而一家人都好開心，因為一家人都祈盼已

久有小天使到家中。可是好景不長，2020 年 12 月 18 我小產了，

相隔 10 日左右爸爸在內地過了身而未能回鄉盡孝，雙重打擊下

想輕生的念頭不時出現腦海，我更提議跟丈夫離婚不拖累他和

夫家，但是一直得到基督徒丈夫安慰和鼓勵。幾天後，羅雯霏

牧師到我們家探望我和丈夫，羅牧師在我們家中為我決志祈禱，

令我相信天父一定有安排和保守。 

失去親生骨肉和失去爸爸的初期，我真係好痛心和難過，

整個人像失去了靈魂，就算相信上帝，但是腳步未站穩，不懂

向上帝祈禱求幫助，好多時關自己在房中哭泣，夜晚睡眠中都

會哭醒而繼續哭和想輕生，幸好有丈夫的安慰和上帝的同在令

我可以不斷開放自己心懷。多謝歐牧師引介我和丈夫到 HELEN、

家傑的查經小組，在這小組大家好似一家人開心和傷心都可以

講出來，互相幫助安慰，就算老朋友  –  負面和傷心來探我

﹝現在我知是魔鬼的攻擊﹞，我都可以在小組分享而得到舒緩。

大家不分彼此，互相幫助和分享神的愛。其實我都好怕小組組

員會點看我，因為我好負面和經歷都不是好的事，感恩組員無

嫌棄我，反而以基督的愛相待。我在查經中知道更多關於神和

教會的資料，知道自己的不足，正正如此，可以祈禱向神求幫

助分享唔開心，就算往後唔開心和有困難都要祈禱。3 月份，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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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丈夫得了 COVID-19，但是可以好快好返，所以我知道是上帝

讓我感受到祂的同在！來緊我和丈夫會做試管嬰兒，希望上帝

會帶領我們的前路。 

希望今次受浸是好的開始，令我和上帝的關係拉近。我可

以好好在上帝的保守和愛中不斷更新自己脫去舊我，我可以活

得開心和精彩，祈望孩子和爸爸離去產生的傷感轉化我親近天

父上帝活下去的動力，阿門！ 

我 們 愛 ， 因 為 神 先 愛 我 們 。( 約 翰 一 書 4:19 ) 

疲 乏 的 ， 他 賜 能 力 ； 軟 弱 的 ， 他 加 力 量 。

( 以 賽 亞 書 40:29 ) 

 

黎易樺弟兄洗禮見證                       

黎易樺弟兄  

我出生於無信仰的家庭，自中學以前都未聽過基督教或者

福音。自幼我就被教育作一個好孩子，在小學期間亦常被老師

舉薦為班長，作班中的榜樣。

然而在小六時，我的兩位朋友

因小事而發生爭執，當時並沒

有老師在場，同時我身為班長，

當然要挺身而出介入紛爭。因

此，我們三人就站起來，決定

在課室的角落中解決事件。誰

知訓導主任正在此時路過班房，

他的眼中只看見三個擅自離開

座位的學生，便把我們召去教員室。雖然我嘗試跟訓導主任解

釋事情的來龍去脈，但他卻掩耳不聽，竟然先入為主地把我當

成滋事份子，並命令我跟朋友一起罰站。返回課室後，班中的

同學都對我「另眼相看」，一致認為訓導主任的判決該是公平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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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我被罰一定是因為我做錯了，更向老師提出罷免我作為班

長的資格。此刻的我覺得被冤枉，沒有人明白我的感受，後來

更領悟到自己即使過往做過多少件好事，別人的眼中也只會定

睛於自己的瑕疵。因此，我決定放棄好孩子的形象，連同班中

的壞男孩一起欺凌同學，小學的生涯也伴隨著每天霸凌別人的

生活而走向尾聲。 

踏足基督教的中學後，很快就接觸到福音，只是還沒有明

白神跟自己的關係。新生時期的我仍然帶著氣勢凌人的態度去

對待人，而當時我並沒有成功欺負人，反而被同學們排擠。在

我孤立無援的時候，一位剛信主的同學竟然願意花時間關心我

這個被遺棄的生命，他的見證讓我感受到神的真實，並深深體

會到上帝是多麼願意與世人同行。在這位同學的循循善誘之下，

我開始參與學校的團契，逐漸意識到自己是一個徹徹底底的罪

人，在上帝面前無善足稱。與此同時，神也是一位充滿憐憫的

上帝。原來當我的罪在神面前一覽無遺時，神卻沒有指摘我身

上的污點，反而憐憫祂手中的創造，甚至用十架犧牲的愛為創

造物流血捨命。因此，我決志成為基督徒，承認我的生命是上

帝用寶血贖回的，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

著。 

感謝神讓我在信仰路上經歷祂豐富的恩典。在大學中，神

帶領我認識學園傳道會這個群體，讓我認識到一班對信仰很認

真的弟兄姊妹，能夠一起傳福音、談論聖經、專心祈禱、投入

敬拜……這些經歷都激勵了我對神進一步的委身，努力去愛神

愛人。回頭看，原來神慢慢地將我這個因被傷害而成的施害者，

改變成被愛而努力還愛的施愛者。感恩神引領我來到活石堂中，

讓我在教會中被接納和學習以愛還愛，盼望這次的洗禮，能夠

讓大家讚嘆神在我生命中的工作，讓上帝的名字被高舉、被歌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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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婕妤姊妹洗禮見證                        
李婕妤姊妹 

我係一個信二代，由細返教

會，中學開始事奉，有固定靈修

祈禱做義工，所以一直覺得自己

信得好，好好愛主。當時嘅我好

安於呢個狀態。 

轉捩點係大學一年級加入不

同信仰群體之後，見到身邊嘅人

點樣經歷神、被神點燃、被神醫

治。我開始疑惑，因為每次要我

分享我點經歷神，可能係好簡單

嘅「你呢個禮拜同神關係點？」

我都唔知應該點答。到之後又有

好多場合要寫「得救見證」，每次都寫唔出，但當時嘅我唔覺得

係問題，因為我覺得作為信二代，一出世就已經信左，咁寫唔

出都好正常？！ 

一個最深刻嘅片段，係有一次去完街頭佈道 debriefing，我

好坦白咁話我對於傳福音完全冇負擔，直頭唔想傳福音，有個

組員回應我「你唔會上到天堂」，而呢個回應好成功咁令我好好

反思自己同神嘅關係。 

之後嘅轉變，係由誠實面對自己開始。我就發現原來自己

個啲唔係叫信，而係停留左係理性上相信，亦走向左律法主義。

我好懼怕，因為突然由「覺得自己好愛主」，發覺原來一直冇真

正信過。所以有段時間不斷用自己方法想去證明神嘅真實，不

過最終都說服唔到自己。事實係，當肯面對生命嘅光景，承認

自己不能夠，神嘅工作就會開始。我好嬲神，覺得佢呃我，覺

得佢偏愛，俾其他人經歷佢，但我點求都經歷唔到。我就同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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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如果佢俾唔到我經歷佢嘅真實，我就會離開呢個信仰。 

往後幾年，我係生命好多範疇都經歷神，不論係個人生命、

原生家庭、關係、學業、社會等等。過程不斷破碎再重建，但

卻令我真實體驗到神嘅管教、莊嚴、憐憫、寬恕、愛、同在等

屬性。我喺我嘅生命轉變入面，見到神嘅工作，見到神點陶造

一個人。原來唔係神冇聽禱告，而只係我察覺唔到。 

雖然我嘅路途行得慢，但都尚算堅穩，亦好期待之後認識、

經歷、愛神更多！！！ 

 
蘇曉芬姊妹洗禮見證                     
蘇曉芬姊妹 

我是 Rainbow，是一個全職媽媽。

在上信仰認識班時聽過一位弟兄分享聖

經裏有關彩虹的故事，那時我才知道神

一直都默默地在我身邊等待著我的察覺。 

在創世紀中，因為人類犯著不同的

罪，人類之間不和睦，神要用洪水淹浸

了大地，將世界壞的事物都沖走，而彩

虹就是當時神與人立約的記號，約定神

不再以洪水毀滅世界，及要人記得神曾

經用洪水滅世的事。 

其實神一直在我身邊看顧保守著我，為我作出最好的安排。 

2017 年，我的女兒出生，一連串問題，例如女兒頻繁生病、

生長速度不達標準等，使我時常情緒負面。那時認識了一位媽

媽朋友，她育有兩個兒子，育兒經驗比我豐富，然後她跟我分

享當遇困難時，嘗試跟天父禱告，神便會為我作出最好安排。

當時我嘗試了幾次跟天父禱告，但女兒仍然頻繁地生病，那時

就冒起一種想法，天父並不是那麼全能，既沒有保守我女兒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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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成長，而邪教一詞對我的影響又根深蒂固，於是我和那位媽

媽就沒有再聯絡。然而原來這一切都是天父的安排，祂是想讓

我慢慢感受祂的存在，要我明白祂是與我同在。 

在女兒約兩歲時，一位已經很久沒聯絡的朋友 Yoyo Lam，

她突然主動聯絡我，並約我出來聚聚。當時說也奇妙，我跟她

並不是很熟稔，因此沒有想到她會記住了我，更保留住我的電

話號碼。就這樣，我帶著女兒出去，她與我閒話家常了良久，

本想聚舊完結就各自回家，但她提出要為我所遇到的事代禱。

在她代禱的過程中，我閉上眼睛、手握緊，靜靜地聽她為我禱

告，那刻我內心感覺到一道暖流在心裏流動，眼睛不其然地泛

起淚水，感覺到前所未有的開懷。後來，她又間中邀約我聚會，

每次聊天後都為我代禱，讓我感受到無比的愛，而這份愛，我

後來才知道是她對我的愛，亦是來自天父的愛，祂一直與我同

在，並在適合時間回應了我。 

有一天，她向我分享她先生決志的消息，我好替他們高興。

她對我無私的愛令我感受到天父的愛，亦鼓勵了我踏出第一步，

跟她來到活石堂。在 2019 年 11 月，我完成信仰認識班後決志信

主。現在我覺得是時機接受洗禮，跟從主耶穌的腳步。 

 

專一愛神(由林朗星實習傳道撰寫)               
蘇桂馨姊妹 

我今年已經九十歲，在

活石堂恆常參加長者聚會已

經有八年。在教會裏，我一

直都很開心，因為弟兄姊妹

待我親切，還不時關心我的

事；他們是我一生之中所遇

上的第二班「教友」。 

我在中國長大，小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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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都要跟著神心的母親出入村廟去拜神，猶記得一次為村

「求雨」的經歷，母親帶著我走遍十八間村廟（一村一廟），希

望向神明求得雨水來過日子。我一直就在這種環境之下長大，

亦認同家鄉的文化。後來來到香港，為要養大七名兒女，便與

丈夫在街市擺檔賣雞，每天擺檔完畢又執拾一番之後就會回家

去照顧兒女，並接續不同的家務，有煮的，有洗的（一天足足

「七竹」衫），所以能夠休息時已經到凌晨三時，但到五時就要

起來，又預備擺檔。文化上「還神」要「劏雞」，有次遇上買雞

的街坊來邀請我到他們一個已有百多人參拜的神會所去拜神，

如是者，一去便是六十多年。我和第一班「教友」定期見面，

大家不時相約到中國各地去拜神，到潮關，到南沙，到三水，

到中山去買禮品和菩薩衫，更會籌錢建廟宇。 

其實大女兒一家都是信主的，他們偶爾會邀請我參加石梨

活石堂聚會。孫兒亦很積極，說在教會裏很開心的；回想，其

實他們都邀請了我幾十年，但由於路途太遙遠了，沒有動力去。

直至八年前，有一日在我居住的大廈門口，巧遇與我同姓的蘇

姑娘，她正尋找探訪對象，不知何故我竟然讓她進入我家裏探

訪！傾談間，我表示女婿也是牧師，原來他們竟是認識的。大

女兒知道此事，便主動帶我參加九龍活石堂星期四的耆樂坊聚

會，自此我與九龍活石堂便結緣了！ 

第二班「教友」都很親切，不論牧師、同工、導師抑或各

位弟兄姊妹都對我很好，關心我之餘又會為我向神祈禱（以前

拜神要錢，現在祈禱不用了），我覺得祈禱很舒服。加上現在和

弟兄姊妹相聚的時間多了，喜樂也多了，我也漸漸放開了。又

要感謝神的恩典，使我有活力！有時以為做不來的事，神好像

在背後推我一把，叫事情得以順利、平安地完成！ 

今日有洗禮的決定，我知道並不是每個兒女都支持的，其

中有兒女強烈反對。然而，我知道他們每一個都孝順，不過為

何我仍要一意孤行去作出洗禮的決定呢？我就是為了回應愛我

的神。我已棄絕過去一切的偶像，要專一愛神，選擇與耶穌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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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同活。求神使我一家都信主得救。 

 

廖小萍姊妹洗禮見證                
廖小萍姊妹 

大家好，我係 Fanny，好開心可以同大家分享我認識耶穌嘅

見證。 

大約二十年前，其實我已經認識基督教。有一個朋友帶過

我返教會，係觀塘嘅教會，以前返教會嘅心態比較似係識朋友，

同埋都想自己小朋友返下教會，可以學乖啲，我自己以前唔抗

拒基督教，不過就無話特別投入。後來，因為工作越來越忙，

小朋友又唔多願意返教會，所以就無再去教會，亦都無再考慮

信耶穌嘅事情 

不過好感謝神。曾經大仔唔多願意返教會，原來後來佢講

返，原來佢以前唔鐘意啲主日學老師，成日逼佢分享，但奇妙

嘅事就係，大仔升上中學之後信咗耶穌，後來仲讀神學，做傳

道人，以前唔鐘意返教會，唔鐘意分享，依家就日日返教會，

日日分享，所以神真係好奇妙。 

因為大仔信耶穌信得好認真，所以係屋企 , 我自己都聽多

咗好多關於耶穌、教會嘅事，初初我都唔太鐘意佢成日返教會，

擔心佢無時間讀書，但後來認識教會嘅人多咗，又覺得唔錯，

我家婆又跟我大仔返教會，拜咗幾十年嘅神像都可以唔要，所

以慢慢都覺得基督教唔錯。雖然未完全信耶穌，但阿仔話讀神

學時，我都支持佢。 

咁點解我依家下定決心信耶穌呢？其實我心底一直都信，

阿仔都一直叫我返教會，咁啱疫情，我自己係幫人做養生推拿

嗰啲，所以停咗業一排，咁就多咗時間，同阿仔去教會。我去

咗幾次覺得想洗禮 , 認真信耶穌，本來我同大仔就返聖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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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感覺自己無咩熟人，忽然諗起我嘅朋友孫美蘭牧師，有返教

會，所以就聯絡佢，結果就開始參加活石堂，同大家一齊係耶

穌裡面成長，真係感謝神。 

我最近搵返一本聖經，係二十年前個個朋友送俾我嘅，我

自己當時其實無特別留意，反而係我阿仔一直 keep 起咗。我睇

返本聖經，原來我朋友係入面寫咗段經文俾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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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原來神一直愛我，原來神一直為我預備，感謝神，願我嘅

生命榮耀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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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親友、來賓的話                   
 

親愛的親友、來賓： 

 

讀過多個生命改變的故事，發覺我們身邊有很多生命因歸向主後，

他們的生命就漸漸改變，正如聖經所說：「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

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聖經說耶穌就是那位救贖主。祂本是上帝，但卻為我們的罪，選

擇了極盡羞辱和痛苦的刑罰，被釘在十字架上，流盡祂的血，為我們

代死，叫我們脫離罪惡，得到真正的自由！若你選擇跟從耶穌，就得

真正的平安。你是否願意接受耶穌的救贖，接受這福音嗎？只要你 

1. 承認自己的罪，並且悔改離開罪； 

2. 信耶穌死在十架上，為我們贖罪；並相信祂從死裡復活； 

3. 接納祂作你的救主；並藉着下面的禱告，邀請耶穌進入你的

心，掌管你的人生。 

主耶穌啊！我需要祢。感謝祢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願意接

受祢進入我心裡，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感謝祢赦免我的罪並賜給

我新生，求祢管理我的一生，使我成為合祢心意的人。奉主耶穌的名

禱告，阿們！ 

恭喜你！你已經有了新生命，因為聖經說：「人有上帝的兒子，

就有這生命…我將以上的話告訴你們，是要你們這些相信上帝兒子的

人，確實知道自己已有永生。」 

請將你接受耶穌作救主的消息告訴你的基督徒親友，並請他引領

你到教會繼續認識主耶穌。願主耶穌祝福你！ 

 

基督教會活石堂(九龍堂) 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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