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Yardenit Baptism site at south end of sea of Galilee. 

基督教樂道會聯合洗禮 
舉行地點：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日期：2020年 10月 25日（下午三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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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洗者名單 

灑水禮： 

陳曉暉弟兄（深）、黃冠媖姊妹（深）、 

石麗霞姊妹（深）、胡瑞儀姊妹（深）、 

何曉彤姊妹（深）、黃素珍姊妹（荃）、 

蔡惠如姊妹（城）、區穎生弟兄（何）、 

石偉民弟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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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樂道會聯合洗禮 
舉行地點：基督教樂道會九龍城堂 

主席 ： 倪美鳳姑娘  敬拜 ： 倪美鳳姑娘 

訓勉 ： 張光富牧師  司琴 ： 莫禮信弟兄 

施洗 ： 馬國威牧師  招待 ： 九龍城堂同工 

襄禮 ： 孫詠秋姊妹  致送紀念品 ： 曾健和主席 

攝影 ： 深水埗堂兄姊  祝福 ： 張光富牧師 

 

序樂 ------------------------------------------------------------------------ 眾立 

宣召 ------------------------- 羅馬書十：9-10 ------------------------- 眾立 

你若口裏認耶穌為主， 

心裏信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救。 

因為人心裏相信，就可以稱義， 

口裏承認，就可以得救。 

敬拜唱頌 ----- 《讚美全能神》《主給我子女名份》 ----------- 眾坐 

禱告 --------------------------------- 主席 -------------------------------- 眾立 

誦讀經文 -------------------- 羅馬書六:1-14 -------------------------- 眾坐 

訓勉信息 --------------------- 約束自己的心 ----------------- 張光富牧師 

信息經文：彼前一:13-25  

認信 --------------------------- 《使徒信經》 -------------------------- 眾立 

施洗 ---------------------------- 馬國威牧師 ---------------------------- 眾坐 

回應詩歌 ---------------------- 《快樂日》 ---------------------------- 眾坐 

特約見證 ---------------------- 陳曉暉弟兄 ---------------------------- 眾坐 

致送紀念品 ------------------- 曾健和主席 ---------------------------- 眾坐 

讚美 --------------------------- 《讚美真神》 -------------------------- 眾立 

讚美真神，萬福之根，世上萬民讚美主恩， 

天使天軍讚美主名，讚美聖父聖子聖靈。阿們！ 

祝福 ---------------------------- 張光富牧師 ---------------------------- 眾立 

（歡迎留步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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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拜唱頌】 

 《讚美全能神》（生命聖詩，26） 

1. 讚美上主，全能真神，宇宙萬有君王！ 

我靈頌主，因主使我得贖，賜我健康； 

響應的人，齊來進入主聖殿，歡然向主恭敬讚揚。 

2. 讚美上主，如此奇妙，統治世間萬有， 

展開恩翼，如此溫柔，將你時常保佑， 

你心所望，豈不已蒙主恩典，按祂旨意，應允所求！ 

3. 讚美上主，扶助保護，使你工作順利， 

上主美善，上主憐憫，必天天看顧你， 

你當思量，全能上主愛深長，做你朋友何等福氣。 

4. 讚美上主，讓我整個心靈敬拜歡呼， 

但願天下凡有血氣，同來頌讚上主， 

屬主的人，重新一致說阿們，歡然恭敬讚美上主。 

《主給我子女名份》 

耶和華是創造天與海，迄立渡萬世代， 

耶和華是我王不變改，早晚顧念同在。 

1. 罪裡捆綁可得釋放，痛悔有依傍， 

冤屈可得伸訴，眼目明亮見曙光。 

HALLE-LUJAH！我稱頌，你愛我比海深。 

HALLE-LUJAH！讚基督救恩，主給我子女名份。 

2. 遇上禍患可得拯救，欠缺可得眷佑， 

孤寡可得安慰，破蹩提步遠處走。 

HALLE-LUJAH！我稱頌，你愛我比海深。 

HALLE-LUJAH！讚基督救恩，主給我子女名份。 

主給我榮耀救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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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誦讀經文】 

羅馬書 6:1-14 

1 這樣，怎麼說呢？我們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顯多嗎？ 
2 斷乎不可！我們在罪上死了的人豈可仍在罪中活著呢？ 
3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 

是受洗歸入他的死嗎？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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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我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 
6 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他同釘十字架，使罪身滅絕， 

叫我們不再作罪的奴僕， 
7 因為已死的人是脫離了罪。 
8 我們若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他同活， 
9 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裡復活，就不再死， 

死也不再作他的主了。 
10 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神活著。 
11 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 

向 神在基督耶穌裡，卻當看自己是活的。 
12 所以，不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 

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慾。 
13 也不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不義的器具； 

倒要像從死裡復活的人，將自己獻給 神， 

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神。 
14罪必不能作你們的主，因你們不在律法之下， 

乃在恩典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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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道經文】 

彼得前書一：13-25 

13 所以要約束你們的心〔原文作束上你們心中的腰〕，謹慎自守，

專心盼望耶穌基督顯現的時候所帶來給你們的恩。 

14 你們既作順命的兒女， 

就不要效法從前蒙昧無知的時候那放縱私慾的樣子。 

15 那召你們的既是聖潔，你們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聖潔。 

16 因為經上記著說：「你們要聖潔，因為我是聖潔的。」 

17 你們既稱那不偏待人、按各人行為審判人的主為父， 

就當存敬畏的心度你們在世寄居的日子， 

18 知道你們得贖，脫去你們祖宗所傳流虛妄的行為， 

不是憑著能壞的金銀等物， 

19 乃是憑著基督的寶血，如同無瑕疵、無玷污的羔羊之血。 

20 基督在創世以前是預先被上帝知道的， 

卻在這末世才為你們顯現。 

21 你們也因著他，信那叫他從死裏復活、又給他榮耀的上帝， 

叫你們的信心和盼望都在於上帝。 

22 你們既因順從真理，潔淨了自己的心， 

以致愛弟兄沒有虛假， 

就當從心裏〔從心裡有古卷作從清潔的心〕彼此切實相愛。 

23 你們蒙了重生，不是由於能壞的種子， 

乃是由於不能壞的種子，是藉著上帝活潑常存的道。 

24 因為凡有血氣的，盡都如草； 

他的美榮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乾，花必凋謝； 

25惟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傳給你們的福音就是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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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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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釘在十字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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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施洗詩歌】 

《快樂日》 

快樂日，快樂日，耶穌洗淨我眾罪孽。 

主教導我，儆醒禱告，快樂度日，謹守主道。 

快樂日，快樂日，耶穌洗淨，我眾罪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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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樂道會聯合洗禮新葡見證集 

 

深水埗堂 

陳曉暉弟兄 

自小接觸基督信仰，中學時曾經返了一段時間教會，在

天主教學校讀書亦在基督教機構工作。感恩當中有很多人帶

領我認識神，他們的見證行為，讓我有很多感動。然而，信

仰路上亦遇到很多「耶__」，姑且容許我這樣稱呼他們，他

們的特色是聲稱自己更能認識上帝。他們利害的地方，是信

靠神會得到更多個人權力和利益。這令我疑惑的是：正確的

信仰不是應該展示出正確的行為嗎？部份教會和人的榜樣

令我失去信心，從在這些人當中只看到權力的滲透。好一段

時間，我懷疑神只是自古以來的「耶__」編織出來的概念。

如果三角形會思考，他們會編一個三角形的上帝，然後把現

實解決不了的問題推給祂。就是這樣，神很遠很遠。 

應該是 2002 年，說不好已經死了。當年在尼泊爾登山，

在八千多米大山環抱下，一步步走過巨木、斷崖、冰川、雪

峰。同時又因為自己的驕傲，四天內短時間攀升，在四千多

米的 Annapurna Base Camp得上高山症。在最接近神的地方，

來回地獄又折返人間。常常說死亡會讓人更認識生命，雖然

這次經歷沒有令我大徹大悟，但亦放下不少執著。不必執著

太多 WHY，信仰之旅是一個 HOW 的問題。漸漸不再問神

為什麼有苦難，為什麼有「耶__」。較多關注我和神關係，

問如何靠近神，如何謙卑同行。反正，我怎樣想，也不會知

道神是什麼。樹枝不可能了解整棵樹的意思。亦都謝謝「耶

__」，最起碼，我知道神不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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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從事戒毒輔導工作，受毒品困擾的人背後，都面對

著更深層的存在痛苦。吸毒令人陷入孤離的狀態，這不單形

容他們用藥後的精神反應，而是在現實生活中人都不常自察，

放棄去主宰自己的生命。然而，我們不能孤離地活下來，人

跟世界有一種牽慮，會關懷周圍的人、物和靈性的連繫。當

我們深深反思自己在世界上的處境和經驗、我們的可能性與

限制、以至我們存在必然面對的事實時，會發現一些最根本

的需要、渴求和掙扎。如愛、自由、公義、孤獨…死亡。人

生問題各有不同，但殊途同歸，漸漸在工作中好像找到了一

些不死的法則。同時亦發現自己內心有很大的一塊驕傲，愈

想去挑戰生命的奧秘浩瀚，愈令自己感到煩惱不安，超理智

的腦袋亦恐懼去觸碰真實的自己，不肯信服和接受「永恆之

汝」（Eternal Thou）的關係。偶爾在大自然中，才感到自我

的統合。在清新和充滿生機的野外之中，需求得到平衡、找

到希望，傷口可以癒合。靜止時，感到祂存在。 

2018年，女兒出生。相信很多男士在成為父親前都不會

承認生命的脆弱，在對孩子的愛裡發現自己裡裡外外都充滿

無能。簡單地，不論你如何有智慧，或如何有能力，都不能

把生命帶到世上。冷酷無情的魔鬼、生老病死面前，亦可以

隨時把孩子，你愛的對象擄走。她能健康生活下來，只有一

種深刻的真正的愛存在。如果沒有神的愛和應允，她根本不

會成為我的寶寶。 

2019是很漫長的一年，所有的價值和信念都被動搖，人

力窮而天心見。愈是迷失愈需要真理。絶望去到一個點只能

依靠信心的跳躍。向荒謬一躍而下，躍進不能用思考和理性

景況。leap of faith，跳到神的懷裡。 

最後，多謝多年守候的太太，她常說我會比她早死。應

該都係！但不用怕了，希望天家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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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冠媖姊妹 

我自小（小學三年級）開始返教會，參與基督少年軍，

雖然返得教會多相信耶穌，但自己仍然都係唔相信主耶穌因

為我們的罪而死的，聽完浸禮班之後，對罪的了解和神恩典

的認識加深了，便向神認罪決志信靠祂，並願意接受洗禮。 

石麗霞姊妹 

我石麗霞從小已認識神，因我姨丈是一位牧師，小時候

已跟他返教會參與各樣聚會，也認識自己是個罪人並相信主

耶穌愛我，為我犧牲在十字架上，為我付上救贖的代價，不

過因為自小在教會成長，沒有經過一般成年人信主的決志經

歷，但心裏確實信靠主。 

後來結了婚，因為配偶不信主，自己又不夠堅定，漸漸

也就沒有返教會了。直到 2007 年父母受浸加入樂道會深水

埗堂，便陪同他/她們一起參加《樂深》的崇拜。 

在 2020 年 4 月 29日被公司裁員，不知所措。因我不能

沒有工作，手停口停。穾然在傷腦筋的時候，聖靈觸動咗我

去找吳牧師、莊牧師講我的問題，自己就不斷祈禱，祂真係

聽到，一路一路指引着我去見工，返新工都五個月了。我深

信這位神是看顧我的，雖然曾有多年沒返教會，但祂仍保守

我，在我陷入困境時帶我找到出路。所以我就向莊牧師講我

要洗禮。 

胡瑞儀姊妹 

2019年初，我因意外弄傷了右肩，在接受治療期間，發

現原本在下顎豆一般小的粒塊變大了，於是向醫生查詢，他

便轉介我看專科跟進，但用了幾個月的時間，中間做了兩次

抽取組織化驗都沒有確切的結果，醫生便提議把它切除作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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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化驗，還叫我等通知做手術的日期。當時心情非常擔憂。 

在等候期間，我聽取阿囡囡意見，找私家醫生做手術，

手術很快完成，報告亦很快出來，原來是癌。醫生即時轉介

我去腫瘤科跟進。 

到睇腫瘤科當日，我帶著不安的心情見醫生。醫生說明

我的情況後，建議我接受化療療程。臨走時，醫生突然問了

我「你有無信教咖？」我答「無呀！」便離開了。 

當晚在家想起醫生的問話，和想起很久以前一位中學同

學曾經給我傳了一個訊息，內容是「耶和華啊！求你醫治我，

我便痊癒；拯救我，我便得救」（耶利米書 17:14） 

這個訊息在我腦中不停浮現，內心卻莫名的感動。我要

信，這是神給我的說話呢！於是我便打電話給淑蓮同事，問

她可否帶我到教會。在每次聚會中，當我聽到神給我們的信

息時，我都會有些觸動。我知道我不但要信祂，要服從祂，

要靠祂，更要將自己的心完全的投靠在主基督的身上，才可

以得到救贖。終於在 10月 27 日我決志信主。 

細心回想，這好像是神給我安排一樣，透過我的病、同

學的信息、醫生的問話、同事的帶領，使我重新接觸教會，

一步一步的認識主，信靠主。同時亦透過教會的牧師，各弟

兄姊妹為我禱告，勉勵我，得以在治療期間可以帶著平安、

積極、樂觀的心情渡過。亦讓我感受到主的偉大、慈愛，給

我這美好的恩典。 

何曉彤姊妹（Iris Ho） 

Before Christ I was a person who had always known a few things 

about Christ but I was never serious. I would always hear people talk 

about their witness and what God had done for them but I w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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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ways think is it God is really that great I would question these things. 

I was always so impatient with my parents and would get angry with 

them. I decided to become a Christian through witnessing what Christ 

had done for my sister the period when we were to come to Hong Kong 

to live she wanted to stay back in Jamaica even up to the time when 

we were about to leave 3 weeks before she still never lose hope or faith 

or ever doubted but continued praying even when it seemed hopeless 

but everything all worked out well for her and even better. Then the 

period when we were coming to Hong Kong God had done so much 

for us and it made me truly realized that even when things seemed 

hopeless seemed like it wasn't working out but it was all for the best 

and even greater plan was ahead for you.  Being a Christian is always 

believing, trusting, and truly follow to what God wants you to do and 

not the wants of yourself. Even though we make mistake commit sin 

but Christ is so great to us that once we truly give our life to him and 

truly ask him for forgiveness he will then forgive us. I decided now to 

be baptized it’s because I feel like it's the right time now and I should 

be willing to live a life that He wants me to live because just the fact 

of being alive and healthy is truly a blessing. He is always so forgiving 

and merciful to me no matter how bad I have been. 

（中文翻譯） 

在基督面前，我是一個對基督只有少許認識的人，但我從未

認真看待這事。我總是會聽到人們談論他們的見證以及上帝為他

們做了什麼，但我總是認為上帝是否真的很棒？我會質疑這些事

情。我對父母總是很不耐煩，會生他們的氣。通過目睹基督為我

姐姐在我們要來香港生活期間所做的事情，我決定成為一名基督

徒，她一直想留在牙買加，直到我們要離開的三週之前，她仍永

不失去盼望、信念或懷疑，但即使在看起來毫無希望的情況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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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繼續祈禱，但萬事互相效力讓她得著益處，甚至比期望的更好。

然後，在我們來到香港的那段時間裡，上帝為我們做了很多事情，

這使我真正意識到，即使事情似乎沒有希望，看起來似乎並沒有

奏效，但這一切都是為了最好，甚至更大的計劃就在你前面。身

為基督徒，總是要相信，信任並真正遵循上帝要你做的事情，而

不是自己的需要。即使我們犯了錯，但基督對我們卻是如此偉大，

以至於一旦我們真正地獻出生命給他，並真正地向他求饒，他便

會原諒我們。我現在決定受洗，因為我覺得現在是時候，我應要

過一種他希望我過上的生活，因為只有活著和健康這一事實才是

真正的祝福。無論我有多糟糕，他總是對我如此寬恕和仁慈。 

荃灣堂 

黃素珍姊妹 

有關我信主的經過，要從母親 2016 年安返天家說起，

媽媽是荃灣堂早年的會友，她是 1957 年在荃灣堂受浸，後

來因為照料家庭的緣故，很久一段時間沒有參加教會聚會，

這段日子差不多有五十年之久，直至 2014 年媽媽搬回來與

我一起住，她又念及爸爸數年前過世之時，已歸信耶穌，她

很希望可以重返荃灣堂聚會，但荃灣堂已從大窩口搬遷了很

長的時間，況且媽媽甚至連教會的名稱也很模糊，所以，找

了很久也找不著，直至 2015 年再一次入院，得到院牧的幫

助，最終，教會從一份 1970 年以前的記錄中，確認了媽媽受

浸的事實，但可惜媽媽因病已十分虛弱，只能出席過數次聚

會，便於 2016 年安息主懷。 

但上帝最終完了母親的心願，讓我認識這位上帝的真實

及慈愛。媽媽離世後，荃灣堂的弟兄姊妹熱誠地邀請我，繼

續參加聚會，所以，我不但參加主日崇拜也開始參加長者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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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學及到老人院探訪的服事工作。但我仍未下定決心接受主

耶穌為我個人的救主，直至發生了另一件事，我才認真地認

識主耶穌。 

母親離世後，過往居住的公屋單位，因為人數減少而需

要調遷，不過，我已住在大窩口很長的時間，心裡真的不想

搬到別處，而且，我也十分貪心，因為我渴望可以住回原來

的屋邨，並且，極不願意遷入曾有人過世的單位，因為會令

我想起媽媽離世的回憶，每當想起之時心裡也十分憂傷，但

屋邨經理卻說這沒有保證的，而且，這屬於舊邨大多是因離

世才有空出來的單位。因此，我心裡向上帝禱告，也請教會

弟兄姊妹為我代禱，求上帝保守我可以換到一個令我心裡感

到安舒的單位。數月後，區長告訴我在我現在居住的樓座，

數層以下有一單位，因購買了居屋而遷出，並且座向及層數

也十分好，並且，更是與我的姊姊同層，我心中感恩不已，

所以，我決心參加教會聚會，曾經想在兩年前受浸加入教會，

但心中無法明瞭如何接受耶穌成為我的救主。 

直至 2018 年底，隨姊姊參加教會的佈道會，在聖靈的

引導下，我終於明白什麼是直正相信耶穌，所以，在 2019 年

的復活節當天，在翁師母的鼓勵下，由馬牧師帶領我決志信

主，我終於接待耶穌居我心中成為我的救主，並且明白自己

是罪人，需要主的救恩。其實，今年復活節已希望接受洗禮，

可惜因疫情緣故浸禮取消了，所以，知道年底也有浸禮，便

立即向馬牧師報名接受水禮，加荃灣堂成為會友一生事奉主。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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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城堂 

蔡惠如姊妹 

五十年前開始，我便隨奶奶馬秀喜姊妹回樂道會聚會，

後來要照顧孩子便較少聚會，退休後很想回教會，回到教會

我會感到很開心、很舒服、很釋懷，平時不開心也會祈禱。

因為奶奶及丈夫信主，我很想全家都信，包括自己的兩個女

兒和兒子。 

很多謝牧者給我完整地解釋福音真理，我確信主耶穌道

成肉身降世為我犧牲，死在十字架上，解決了我罪的問題，

讓我將來可以得到永生的禮物，進到天堂的住處。我會繼續

返教會，追求認識聖經真理，很感謝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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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文田堂 

區穎生弟兄 

我幼年時生在普通家庭，父親和母親都不是基督徒，但

他們安排我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小學上聖經課認識耶穌生平、

神創造世界萬物等。那時最令我留下深刻印象是聖經堂老師

講牛頓和哈雷的故事。 

哈雷是位不信上帝的科學家，不信這宇宙是神創造出來。

有一天，他去探訪牛頓，看見他做了一個太陽系模型，非常

精美，驚嘆這奇妙，問這是誰造的。牛頓嚴肅地說：「沒有

人造的，不過是各樣湊合一起而成。」牛頓繼續說：「這小

小的模型，比起真的宇宙實在算不得甚麼，你尚且說有它的

造物者，那麼宇宙豈不是有一位超乎人的智慧所能想的創造

者嗎？這世上有位神，用大能造天、地、人和萬物。」 

中學時期，參加學校基督徒團契，並在暑期到團契夏令

營靈修，當時很熱摰參加救恩堂主日崇拜，亦認識多位同學

是基督徒，這維持到中三。讀上高中後，忙於功課和考試，

逐漸淡忘了去崇拜。 

高考畢業，投身社會工作，入銀行做文職；我為人內向、

被動，這時只顧著賺錢，努力工作，希望升更高職位，卻遠

離了教會，更沒有接觸和聽神的福音，勞勞碌碌三十多年。 

母親於 2004 年逝世，感謝樂道會何文田堂，安排辦理

身後事情。其後跟隨父親返何文田堂做主日崇拜，開始歸回

信主的心。我妹一家都是教徒，她帶領父親信主接受洗禮，

一直活在平安中；而我仍然為生活而在內地工作。到 2015年，

父親也因意外去世，十分感恩也是何文田堂替我們處理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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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喪禮。 

初時，懷著多謝的心主動參加崇拜，第三次回到主的跟

前，使我深感耶和華仍然沒有離棄迷途的羊一樣。天父的愛

無限，恩典更天天賜予我，如約翰福音 3 章 16 節「神愛世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人，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我的罪因耶穌的寶血得潔淨、赦免和救贖。 

今天，我認識得救乃神的恩典，以弗所書 2章 8至 9節

記載：「你們得救是本乎恩，也因著信，這並不是出於自己，

乃是神所賜的。也不是出於行為，免得有人自誇。」 

若問我信主之前及信主之後有怎麼分別：信主前，人生

都是為著自己和工作，而生活每事倚靠自己思考方式來處理，

沒有主動尋求真理，令自己在焦慮、不安、心亂情況中。信

主後，有所倚靠，把事情或沒法解決事，禱告交託神，每天

和祂溝通，有盼望，得平安，得永生。再回到何文田堂，與

弟兄姊妹共聚，大家同一信仰，大家鼓勵並得羅北林牧師引

導決志，心感神一步一步帶領我到祂這裡來；盼望洗禮後持

續成長，主必保守、引領我走這天家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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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朗堂 

石偉民弟兄 

記得我小學時是在藍田十六層高的屋邨裡讀書，學校名

稱是愛德華天主教小學。因學校是天主教背景，所以我對神

都有些少認識。當我讀到中三時，我不願意上學讀書，我想

自由自在地生活，不想被父母管制，我要改變！因此我從那

時開始便踏上半工讀的生活。記得那時在大圍菜園村做學徒，

工作的地方是在田中用木屋搭建成的噴油廠。上午返學，下

午做學徒，我就這樣過了一段時間。到了中四並上學一個月

不久，我便停學了。那時我開始正式全職工作並工作至現在。

回想以往工作中也有很多不良嗜好，感到做事沒有方向“做

人唔知為乜”，有好多不如意的時候，常感到乏力無助。 

當我生命缺乏支持的時候，我想起主耶穌。那時剛巧我

妹妹少琴也不斷幫助我及邀請我返教會，就在 2019 年 5 月

12 日，我突然決定和太太一起返妹妹元朗的教會，並去聽神

的話語。當日我聽道的時候，牧師所講的道和見證都深深打

動我的心。神真的慈受，祂願意寬恕所有人的過錯，愛我、

幫助我解除心中困擾，當刻我頓感覺有了希望。當日也有一

位好親切和關懷的弟兄幫我及為我祈禱。很是感恩，我就在

當天決志信主，並讓主耶穌基督進入我心作我的救主及生命

的主。 

當我相信及接受主後，我心都提醒要聽從主的吩咐。我

每天早上都會為自己所犯的過錯及罪禱告，求主寬恕我隱然

未見的罪。在生活中，有時思想上和行為上我都不知不覺地

犯了罪，所以每天早上我都有禱告認罪，求主讓我每天都可

遠離過犯。每天我也會聽聖經，好使我多認識神的話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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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白聖經的記載。也求神帶領我和我家人每天的腳步，有神

同在。另我也很想親人信主，禱告求主引領家人親近神。信

了主後，我心裡感到有神同在，生活亦感到有力，當我遇到

困難時我不會怕因深知主會幫助我，給我平安。主賜給我的

恩典真多，祂差了很多天使在我身邊幫助我，很是感恩。 

感謝主給我重新的機會及改變我。我現在很愛惜我的太

太、家人、親人及朋友，他們在我有困難的時候幫助我，我

知道是主安排的。沒想到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很關心我，像親

人一般，多謝主賜給我新的生命!就如約翰在他書信所分享，

這也是我所親身感受的見證如經上所記「這見證就是神賜給

我們永生，這永生也是在祂兒子裏面。人有了神的兒子就有

生命；沒有神的兒子就沒有生命。」(約一 5:11-12)願你和我

一樣都有從耶穌而來的福氣去享受生命，願一切頌讚都歸於

我救主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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