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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少坤姊妹 （元朗堂） 

約十年前我由瑞逑、瑞慈兩姊妹帶領下，與我丈夫

一同決志的。之前完全不懂上帝的一切，現在深刻

許多。在前年，我丈夫患病至過世的過程中，感覺

上帝一直庇佑我、扶持我，指引我路。當知道我丈

夫差不多要離去時，劉禮明傳道的出現，問過我丈

夫的意願後，由他帶領我們決志，並替我丈夫在床

邊洗禮，一切來得如此突然！後劉禮明、李炳輝、

瑞逑、瑞慈，亦能抽空幫忙搞好我丈夫的安息禮，

在此感謝他們的幫忙！基督教華人墳場亦能成為

我丈夫百年歸老的安息地方，真的令我難以置信，

好感恩。 

當我內心仍充滿失夫之痛苦及不安時，上帝又派了

一班讚美操成員教導我、鼓勵我，尤其是謝太及

Jenny，讓我呢一位軟弱無力的種子，竟然可以跟

隨著大家去表演，令我喜出望外。她們一班讚美操

成員，這份無私的愛，不但令我更感動、更使我快

樂地成長，謝謝上帝對我的眷顧，我決定受洗歸入

祂的名下，一生跟隨祂，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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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少顏姊妹 （元朗堂） 

10 年光陰已過，回想起當年的

我生存在煩惱、灰暗、擔心的日

子裏，在這 10 年裏我有忘掉神

給我的恩典，次數不只一次，直

至有一天，在工作的環境內， 

神又一次給我恩典， 神令我雙

眼看見三個字「信、愛、望」短

短三個字中，腦海中不斷出現

10年裏神給我的祝福，令我感受主的愛、相信神的

大能、相信神給予我的恩典，於是我靠着「信、愛、

望」開始向前踏步，決定今年受洗歸入神的國度。

雖然前路可能仍然會荊棘滿佈，但聖經提醒我，耶

穌都為世人背起十架一步一步向前行，當我每日遇

到煩惱、灰暗、擔心、也會想起 神被釘十架，頭

戴荊棘冕比我更痛、更苦，所以縱使我前面遇見風

急大霧，也會想起 神的大愛。我會怕悲傷跌倒時，

再次放下神的大愛，但當我每日早上步行每一步返

回工作環境中，抬頭望袮，袮必會看守我的腳步，

每步每刻袮都會令我信心不退，我決定今生今世信

靠袮，亦會將袮給予我的恩賜、神蹟，告訴給我身

邊每一位未信靠袮的人知。 神的話語是有生命的，

是有功效的， 神必降臨在每個人身上，只要我們

信靠主，必能得救，因 神愛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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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瑞瓊姊妹 （元朗堂） 

我曾讀過基督教中學，又曾接觸過基督徒的同事，

有些給我印象都是好自私的行為，往往為了自己的

利益，竟不擇手段去傷害人，最終該同事被公司辭

退，當時我對基督徒是沒什麼好感的。 

大約在兩年前的 4月，我和我媽媽及我奶奶是跟隨

瑞逑、瑞慈兩姊妹返教會，都是看見她們兩姊妹的

行為而感動我們，而瑞慈姊妹在我們有任何困難時，

她總會給我們安慰及禱告，令我們好快平息當時徬

徨無助的感覺，在此感謝她們帶領我們認識上帝。 

在 2014 年 8 月，在瑞逑、瑞慈兩姊妹安排下，前

往天水圍觀看『一生最美的祝福』蔡少芬的見證，

知道她不在乎自己是明星，她只是一位普通人，與

我們沒有分別；同年 12 月我見到我媽咪只來教會

短短 8個月，便能參與跳《讚美操》表演，她曾接

受腰部手術，行動不便的，她還表演過 2次，除了

導師 Jenny的悉心教導之外，我相信我媽咪及蔡少

芬都同樣得到上帝眷顧、看顧，給她們重新得力，

令我好感動，好感恩。 

我媽咪及蔡少芬這兩個生命見證，引發我開始多禱

告多看聖經，也能感受祂給我力量，令我變得更勇

敢及堅強，所以我決定 2016年與我媽媽一同受洗，

現我會在家庭上、健康上、工作上等都學習會依靠

祂，讓祂賜給我一種屬天的福氣，Amen！ 



5 

陳 鳳姊妹 （元朗堂） 

在信耶穌前，自小一路跟父母

過時過節都會有拜祭祖先等習

俗，後來亦會拜其他神，差不

多每到廟宇也會拜一拜，在信

仰上可說是滿天神佛。 

因著兒女們有返教會信耶穌的

原故，他們亦邀請我參加聚會，直至我決定信耶穌

後，向父母分享我已信了耶穌，未來不再拜其他神

明了。正因為不拜其他神明，反覺自己心境也開朗

了！從前很怕鬼神，心中不平安，現在沒有這份懼

怕了。對於與人的關係，從前容易記仇，現在亦不

再斤斤計較了。雖然現今工作仍然忙碌，我亦儘量

抽時間返教會聚會。 

 

麥秀芳姊妹 （屏山堂） 

我是麥秀芳，中學時受洗成為天主教徒，婚後卻沒

有返教堂。家母去世前將一個觀音給我，吩咐我代

為拜祭。四十多年前由於丈夫患病花了大筆昂貴的

醫藥費，為節省開支，我倆由九龍塘搬到唐人新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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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簡樸生活。丈夫去世後，我獨居在這裡，平日喜

歡餵養附近流浪猫，街坊稱我「猫痴」。 

幾年前，因暴風雨影響，住所牆壁倒塌，有街坊及

善心人知道了，他們主動到訪和慰問，其中有來自

屏山堂的基督徒來關心，又不斷邀請我參加教會聚

會，我以宗教不相同婉拒了他們的好意。 

近兩年，屏山堂的 Alan 每個星期二親自開車接我

參加「開心老友記」聚會，看見他們的愛心深受感

動，也找到了真神成為我一生倚靠。 

 

黎月萍姊妹 （屏山堂） 

我是黎月萍，過去我女兒沃倫

（Helen）經常邀請我返教會，

又請教會的弟兄姊妹阿 Ling、

米生、譚生等來探我，但我一

直都覺得好麻煩，就算後來我

先生信了主，我也不想他接受

洗禮。我家明明拜黃大仙，還

有祖先要拜的。為什麼要信耶

穌呢？這是我心中的疑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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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我先生於去年 4 月 27 日安息主懷，教會協

助我們處理後事，我感到教會的弟兄姊妹好關心我，

我開始返教會，但女兒一再邀請我信耶穌，我都拒

絕，直到去年 8 月 14 日，我因輕微中風入了屯門

醫院，我女兒為我祈禱求主醫治我，保守我平安！

感謝主我遇到很好的醫生護士，而且教會的弟兄姊

妹都有來探我病。直到 8月 17日，多謝阿蓮（Irene）

再次同我講耶穌，她跟我祈禱後，我感覺身體好少

少，還帶我決志信耶穌，之後我就一直有返教會。

在耶穌裡面，感覺很平安及開心。現在自己在家早

晚都有祈禱，祈求主保守我和我一家平安！女兒多

次邀請我浸禮，但我因年紀大，就選擇了灑禮，以

後決定信主耶穌。感謝主！ 

 

陳永笑姊妹 （屏山堂） 

我是陳永笑，一直沒有宗教信仰，只有信自己。丈

夫生前拜祖先，我們家裡門前安放了一個土地。 

自從丈夫患病，他住在醫院，臨終前，屏山堂幾位

姊妹到來探望，並帶領他信耶穌，當時我半信半疑。

感謝神，教會協助丈夫以基督教儀式辦理身後事，

我知道他上了天堂心裡安定。其後加入婦女組，也

曾想過跟隨丈夫洗禮，由於自己有一些心結仍未解

開，遲疑不決。 



8 

直至去年知道教會有洗禮班，決心報名參加，心裡

定下來，漸漸克服內心不必要的負面思想。感謝 

神賜給我力量，全心全意信靠主耶穌。完成洗禮班

更加有信心與先夫一樣受洗歸入基督，加入神的教

會。 

文榮杰弟兄 （屏山堂） 

兩年前我因為健康出現問題，需要長期住院留醫，

聽到這個壞消息，當時非常徬徨無助，害怕自己沒

有能力支持下去，不知可有復原的機會，越想越擔

憂，連工作也受到影響。治療期間心情極度低落，

思想變得負面，覺得世界不公平，為何別人身體健

康，而的我這樣年青就要面對如此大病。 

感謝神，當我感到無力的時候，舊公司的同事范龍

玉來醫院探望我，她是天父派來幫助我的基督徒，

她主動為我的健康禱告，帶領媽媽信主，及邀請她

返屏山堂聚會及祈禱。很奇妙，主耶穌使我的身體

狀況一天比一天好轉，後來決志信主，漸漸有信心

靠主戰勝病魔。 

大約半年後出院，范龍玉姊妹帶我返屏山堂，多謝

教會弟兄姊妹的關心、祈禱和慰問，讓我感受到主

耶穌的愛，認識很多教會的朋友，其加入了「生命

樹」小組，有機會分享自己的內心世界，得到支持

和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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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前我經常找藉口逃避困難，放縱自己、沉溺物

慾、對於金錢沒有節制，很自然將焦點放在個人的

身體疾病上而不開心。但信主後，明顯地有人生盼

望，做事比以前積極，不會胡亂花錢。以前很介意

別人的眼光，現在反而懂得關心別人。 

我很喜歡聖經的說話：「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

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以前不懂得

接納自己，放不下舊日的傷痛，現在堅決信靠主，

心情放鬆了，生命重新開始，靠主努力做好自己。

多謝過去所有支持我的家人、朋友和弟兄姊妹。今

天當我遇到不開心的時候，就向主呼求。感謝神明

白我的苦況，幫助我克服內心的難關，阿們。 

 

黃俊華弟兄 （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屯門堂黃俊華弟

兄。我爸媽、嫲嫲都是基督徒。

我也曾經信過耶穌，小時候也

返過教會，但長大後就沒有再

返教會了。 

直到三年前，因心律不正，心

臟負荷不到而引致中風，被送到醫院住了兩個多月，

之後出院被安排入住護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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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護老院的其間，我常常感到自己很無盼望，又無

動力，覺得做任何事，身體都沒有幫助和沒有反應，

當時覺得好無用也感到自己很無助，我好失落、很

不開心。 

直到一年前，彭姑娘同一班教會的弟兄姊妹來到探

訪我們護老院。讓我真知道耶穌對我的愛是不離不

棄，這一次讓我真的願意真心悔改接受主耶穌基督

成為我的救主，我願意回到天父爸爸的懷抱中，之

後我發現我心境越變越喜樂，也充滿著莫名的平

安。 

感謝主對我的寵愛，常常派一些天使在我身邊出現，

他們是醫院裡的醫護人員，因著他們的悉心教導我

怎樣段練身體，讓我從前因中風不能活動自如半身，

現在已經慢慢康復過來。這一年間，彭姑娘每星期

也會來一次護老院守望我、教導我怎樣唱詩歌敬拜 

神，也教導我聖經的真理，讓我對 神的信心越來

越增多。我更會與院舍的人分享耶穌的恩典，每當

看見院舍的人有不開心的時候，我也會主動為對方

祈禱。 

到今天，我願意受洗歸入基督的身體，願意一生跟

隨主，我更願意向未信主的人傳福音，領人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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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鳳蘭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屯門堂鄭鳳蘭。

我是在 2006 年決志信主，信

主前感到好無方向，做任何事

都感到無力，完全與這個社會

脫節。思想上亦感到自己很幼

稚，遇到任何問題時，都會靠

自己去解決。縱然 2006 年已

決志信主，但仍然活在世界裡面，不懂得依靠 神，

甚至到最後我離開教會，離開了神。開始活在自我

和痛苦當中，每一日都感到人生沒有甚麼意義，生

存也不知是為甚麼而活。 

之後，在工作中認識了屯門堂黃太，她鼓勵我返她

教會及回轉返回神身邊。神的帶領真的很奇妙，在

2014年透過一位街坊雅緩，她也是屯門堂姊妹，帶

領我返她的小組，讓我再次回到耶穌身邊，更讓我

認識了一班姊妹，並與她們一起在屬靈生命成長及

經歷耶穌。感謝主，介入我生命，引導我行走義路。

現在我非常感覺到我生命上有很大的改變，因為深

深感受到耶穌對我的愛和看顧。因著彭姑娘的悉心

教導，讓我經歷很多的信心的功課，也經歷神的信

實。今日我是相信的是「耶穌」而不是相信「信仰」，

因為我深知道我相信的耶穌是復活的 神，是大有

能力，是賜我有豐盛的生命的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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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我遇到困難和懼怕時，我會立刻禱告交托尋求 

神的帶領。當我願意交托尋求 神的時候，我心裡

會感受到莫名的平安。每當我心裡充滿怨氣和憤怒

時，我就即時學習認罪禱告，求主赦免我心中的怨

氣和憤怒時， 神總是會讓我看見自己的醜陋，我

的怨氣和憤怒就會消失，因為我深知道我也是個罪

人，就這樣我經歷了耶穌對我的赦罪之恩，更改變

我，讓我有更多的愛去擁抱我的兒子。神的祝福滿

滿，不但我回轉信耶穌，我丈夫也剛剛信耶穌。我

們一家逢主日都一齊返教會。現在我不單單是信徒，

也是門徒。因為我願意一生跟隨神，裝備自己給神

使用，成為神合用的器皿，我願意被神用我生命來

祝福屯門區失喪迷失的靈魂。 

 

劉英姿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阿姿，不經不覺

返教會已兩年了。未信主之前

的我，是一個無宗教信仰，凡

事信靠自己的人。並不覺得自

己有甚麼缺乏，我也有一個美

滿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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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位好朋友阿榮（彭滿

榮），她邀請我參加教會小組和主日崇拜，這也是

我人生第一次接觸教會。第一次聽詩歌，感覺很舒

服，感覺好溫馨，覺得教會裡的弟兄姊妹好有愛，

所以吸引著我繼續返教會，認識神。在教會裡面常

常會聽到他們分享耶穌怎樣愛人，怎樣藉著神的話

語鼓勵她們與神和好。 

當說到人是罪人的時候，我不得不承認自己也是一

個時常發脾氣、貪心、埋怨和自私的人。有時候靜

下來，心靈會感覺很空虛，生活不知道為甚麼而活。

女兒升了中學也不用我掛心，每一日感覺自己很無

聊，覺得自己不被滿足。之後，他們分享耶穌來就

是要尋找、拯救失喪的人，因為祂來是叫人得豐盛，

並且要得的更豐盛。 

之後，我心裡想我很需要這個豐盛的生命，有意義

有價值的生命，於是我就認罪接受耶穌基督成為我

生命之主。 

感謝主！參加了教會小組生活和參加教會舉辦各

種聚會和義工活動，讓我生活添了一些色彩。在小

組和教會裡認識了很多朋友，感覺是一家人。每一

次在教會唱詩歌、祈禱，敬拜主時，心裡充滿著喜

樂和平安。在組長常莉姑娘的帶領下，我認識耶穌

多咗，並深信耶穌是唯一的真 神，並立志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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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兒女。感謝主！我好渴慕主的愛每一日都臨到

我的身上，更新改變我的生命和缺點，我要成為一

個蒙主喜悅的人，願主與我同行。 

未來的日子，我的要認真過禱告、讀經的生活，讓

我的生命成為祝福別人的生命。阿們！ 

 

李 蘭姊妹 （屯門堂） 

我叫李蘭，來自四川，出生在

一個基督教的家庭，從小看到

父母常常參聚會和祈禱，但對

於我來說，我覺得凡事都要靠

自己。 

後來，嫁來香港，丈夫是老實

人，每天勤勞的上班賺錢，家

中大小事情都是我一個人打理。小兒子身體很差，

經常生病，看了醫生，吃了藥，都是時好時壞，因

此，我心裡時常的憂慮，我就打電話回家鄉的爸爸，

他就叫我信耶穌，返教會，當時我一家住在香港仔

婆婆家，在家的樓下有一間教會，每星期六都有主

日學，我為了兒子，每星期六都送兒子去，但自己

卻不願意去。後來搬到屯門，先前的那家教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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幫我在我家的附近找了一間教會，讓我可以帶孩子

返教會，但去了一段時間都不感到開心，因為不認

識人，又不認識 神，對主耶穌是一頭霧水，不清

不楚。後來，我參加了新福事工舉辦的香港一日遊，

認識了廖利紅姊妹，還有常莉姊妹，鼓勵我返現在

的屯門堂教會，在這裡我每個星期日返崇拜和星期

五返婦女的以馬內利小組，認識了很多姊妹，慢慢

的我學會禱告，也對主耶穌越來越認識，知道這麼

多年來，雖然我不曾回教會，但祂的恩手一直在扶

持我。 

感謝主！信主後，我發現我的脾氣好了很多，以前

如果有不如意的事，我就會向丈夫和孩子發脾氣，

大聲的罵他們，現在我有不足的地方，還需要學習，

但我相信主耶穌會帶領我一步一步的走這條恩典

之路，今年我報名受浸，在浸禮班，使我知道我是

要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做一個真正的基督

徒。 

 

萬仁青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係萬仁青(Jennifer)，在

一次偶然機會下認識了常莉姊妹，閒

聊之中聽到她分享自己生命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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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想她所講分享的事情是真還是假呢？單單靠著

所謂的祈禱、祈禱、再祈禱…。所有事情就好像她

所講所願嗎？當時覺得很神奇又有些質疑，耶穌有

那麼偉大，咁神奇？ 

記得第一次返教會，是常莉姊妹邀請我參加教會的

免費學習電腦打字課程。之後又參加了「愛燃亮婦

女訓練計劃」。自此之後，斷斷續續的返教會崇拜

及參加一些免費的家庭活動，慢慢開始對耶穌有所

認識。我又常常聽到別人分享見證，怎樣經歷 神

的恩典和愛，我也看見弟兄姊妹各自在困境失望中

靠著主耶穌的能力，活出自己精彩豐盛的人生，心

中感到很喜樂。 

我是一個很喜歡結交朋友的人，在未信主之前，我

膽小怕事，遇到一些事情時，就會自責自卑，缺乏

自信心。透過教會小組生活，認識到一班知心的好

姊妹，我們一同遊戲、唱詩歌、信息的分享讓我們

在日常生活中的點滴和教兒女的心得，透過聖經的

教導彼此支持鼓勵，並學習怎樣與人溝通。我學懂

怎樣接納和互相包容自己的家人和朋友，使我們關

係更親密，我亦感到心裡充滿喜樂平安，所有的煩

惱都拋諸腦後，我都漸漸變得樂觀有喜樂、有自信

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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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這是主耶穌的救贖恩典和愛，所以在 2011

年決志信主。從此，主耶穌就是我生命中所有的依

靠和盼望，祂永遠住在我心裡。我願意順服神、順

服聖靈，我要永遠跟隨主的腳步，我深信 神會賜

福與福與我和我家人，並帶領我往後的日子，走在 

神的心意當中。哈利路亞！感謝主﹗讚美主！ 

 

 

歐陽耀忠弟兄（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 Ivan，我是（Don）

何嘉業弟兄的同學。由細到

大我都知他是基督徒。我記

得我出來工作的時候，他邀

請我返教會的佈道會，當時

講見證的是一個曾經犯過謀

殺罪的人，他分享自己的生

命如何被 神改變。當時我

覺得做基督徒的人好勁，能夠將壞人變為好人。就

是這次佈道會我接受了耶穌成為基督徒。雖然信了

耶穌，但我並沒有返教會，因為我覺返教會唔關我

事，又覺得信耶穌有好多誡律，好多事都不可以做，

很無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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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我結婚，但一年之後我就離婚，原因是我在

婚姻上出軌。之後我拍拖，又再次出軌，因這些問

題令我感到很痛苦，我不知道我自己為何這樣。因

著這些問題真的令到我感情上再次出現危機，我心

裡真的感到很難受，很無奈。於是我決定搵我這位

好同學 Don 帶我返教會。Don 提醒我返教會並不會

改變或解決到你現在的問題，你必需要為到你的事

情真心悔改，我相信 神會接納浪子回頭的人。之

後 Don鼓勵我讀聖經，引導我明白聖經並守望我的

生命，真的感激他。我一路以為做基督徒係會無自

由，例如：唔可以講粗口，撩女仔等。當我開始每

日讀聖經後，我知道這些所謂的自由卻令我失去自

由，常常活在試探和罪當中。感謝 神，當我明白 

神的話語後，我的生命真的活在靈裡自由當中，感

受到主給我的平安和喜樂，而我的壞習慣也一一改

變了。 

今日的我已成為新造的人。我也開始成為傳音福者，

每當我將神的愛和恩典與人分享時，我心裡都感受

到耶穌對我的愛和很定。無論別人會否接受福音，

但我好很定福音的種子已在他們心裡面，將來有一

日當他們遇到困難的時候，必會想起耶穌的救贖恩

典。我深知道耶穌關心和愛每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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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棨謙弟兄 （屯門堂） 

在母腹的時候，我已經返教

會，一直到現在，已經返教

會十八年。自小我就在一個

基督教家庭長大，從小就聽

主的話語。但真正經歷主，

卻是由 2012年開始。 

在 2012年的訪韓聖會，本來

我沒有預備過自己的心，單純希望去韓國，因而就

去到訪韓聖會。但是 神讓我在這次的訪韓聖會中

完全享受在 神的同在中。當中，最大的挑戰是三

日七餐的禁食，因為我從不曾禁食祈禱，更不要說

三天七餐的禁食，簡直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本來都沒有打算禁食七餐，甚至沒有計劃要進行禁

食，但主就讓我即使在祈禱山上有餐廳但完全找不

到，而且是天天買咖啡也不知到旁邊是餐廳。感謝

主，七天的禁食中有五餐是禁食，我相信沒有主的

幫助我不能有這個意想不到的經歷。此我，對於當

年只是一個中二的學生來說，每晚只有三至四小時

的睡眠根本不足夠，對我來說也是一個不可能的任

務，但是在山上，我仍然能夠準時凌晨四至五時到

大聖殿參與一天五場的聚會。感謝主，讓我在山上

深深經歷主的同在，同時領受了方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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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2010 年中學派位的時候，我是以第五志願進

入浸信永隆中學。我一直不明白，為何我會主進入

這間學校，但是到了現在，這個問題由主解答了。

主讓我進入這間中學，是要我作一個流通的管道去

為 神在學校作工。雖則為時已晚，即將要畢業離

開這所中學了。但主仍然在學校裡工作，不論是安

排了一位經常帶領師生祈禱的新校長，禱告的能力

是大有果效的。好像離開永隆中學就不能為主工作，

但 神說不是，他要我在大專的生活裡面要去榮耀

主，要在大專院校中興起萬民作衪的門徒。因此， 

神的工作的確十分奇妙，而且是人無法測度和估

計。 

神是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的 神。在衪的國度沒有

難 成 的 事 。 He is unforsaken. Nothing is 

impossible. 

黃康維弟兄 （屯門堂） 

我是 Machael，認識福音之前我

是一個沒有自信心和不喜歡與

別人說話。我曾經聽過福音，

但我不相信耶穌。我不相信有

神的存在，因為覺得科學能解

釋到一切的事情，根本不會存

在有什麼 神。四年前的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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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我朋友帶我返教會，而我當時只是想多認識

一些朋友而已，所以我就跟朋友返教會和返小組。

有一次在小組裡，組長問我，你願意接受耶穌成為

主嗎？我為你祈禱決志吧。其實當時覺得無所謂，

就做了這個決志祈禱，但我知道我還是不願意相信。

決志後，我有一段時間不定期會到教會聽牧師講道，

我漸漸地開始對 神的真理有興趣，也發覺基督教

與其他宗教有不同之處。基督教是不會只看重自己

的道行或是其他事。而是著重要說耶穌的愛和所給

我們的豐盛生命，這讓我更加知道怎樣去對待身邊

待人。之後我持續返教會敬拜和聽道，從祈禱敬拜

當中也感覺得到 神的信實和愛。我更因此變得對

人開放並主動與別人溝通。我發覺自己的自信心也

強壯了。我在工作上更加積極地去面對困難，因為

我知道有 神與我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