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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錫華弟兄 （元朗堂） 

從小學到中學，

都是在天主教學

校就讀，雖然每

日都背誦主禱文，

但當時完全不明

白當中的意思。 

由於工作關係，居住了深圳幾年，但又因女兒要上

幼稚園，所以搬回香港，在自小長大的荃灣區租樓

居住。後來，為了想有一個較穩定的居所，就有了

自置物業的計劃。在置業的過程中，幸運地解決了

不少問題，最後，終於決定搬入元朗居住。 

當時女兒在荃灣一間幼稚園就讀，所以，每日往返

的時間很長，令大人細路都很累，所以就有轉學校

的意欲。當時心裡覺得轉校的機會實在不大，但原

來 神在安排，《新界神召會懷恩幼稚園》竟然回

覆下學期有位！經過面試女兒就順利入讀，當時自

覺好幸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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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開始返到 神的家，是因為女兒參加兒童詩歌

班，在女兒上堂時，Ben 問我會否留下參加崇拜？

如此一問，就開始了我返教會的習慣。當時的講道

令我覺得好認同，所以，想繼續尋求。2016 年 1

月 2 日張姑娘問我，會否決志？我馬上就回答

「會」。 

自從信主後，每當心裡感到擔憂，及有事情困擾時，

都會禱告，因相信主的能力。另，我又學習面對自

己的罪，其中改掉壞習慣──吸煙。以前試過戒煙，

但幾日或一星期後，又再吸食，但這次好成功，感

到有力量支持，十分輕鬆就不再有想吸食的感覺，

明白 神很愛我們。雖然 神給我們有自由去選擇

做任何事，但要常存感恩的心。現在做任何事前，

我會先想想是否合神的心意？ 

求主看顧，及祝福已信主的人，也賜未信主的人有

更多機會能認識主，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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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穎欣姊妹 （元朗堂） 

今天要與大家分

享我的得救見證。

能夠到這間教會

聚會，全是因為

王大正弟兄的邀

請。王大正是我

妹妹的老師，所以我是透過我妹妹認識他。有一次

他邀請我到他家作客，當時他拿了一本書給我看，

那本書叫做「從靈開始」。之後，我就在他的邀請

下返了教會。其實，當時我真的對 神認識不多，

到教會聚會有時會感到浪費時間，但我仍堅持著返

教會，我也不太清楚堅持的原因！ 

課餘的時候我要到爸爸的公司幫忙，我爸爸是開設

買賣二手車的公司。因我不太熟識文件的處理，所

以經常做錯事，當我做錯事感到不開心時，不知為

何總有經文提醒我，讓我相信 神會幫助我，例：

「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這樣，我心中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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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平安，因此，我確信祂是一位真神，是常常與

我同在的 神！ 

在未返教會聚會之前，我對很多東西都沒有興趣，

每天除了玩樂還是玩樂，日子都過得沒有甚麼意義，

過得一日得一日，這個世界的事情似乎與我沒有甚

麼關係。以前我給別人的印象是不太主動也不太喜

歡回答問題，而且學每一樣東西都很容易放棄！但，

現在我開始學習去關心別人，也重視對朋友的關係，

父母都覺得我改變了。我開始對很多事物有興趣，

我開始有興趣去學習了！ 

現在主給我有能力可以學習 Ukulele，我也可以在

兒童讚美樂園幫忙。我更要學習讀經、學習尊重人、

學習服侍人。 

我參與教會的聚會差不多五年了，今年我決定參加

浸禮班，受浸歸入主的名下，成為 神的兒女，一

生跟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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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燕華姊妹 （元朗堂） 

小時候一個很

深刻的記憶，

就是曾經跟媽

媽到教會，當

時的教會是怎

樣的？我為何

跟媽媽返教會？我曾到過教會多少次？這些全都

沒有印象了！只記得我在教會喝過一小杯非常美

味的葡萄汁！想不到過了幾十年後，我再次踏進教

會！ 

因為我的囡關係，有幾次機會進到教會並聽福音，

但一直也沒有接受福音。直到 2013 年退休後，便

較穩定的跟囡到教會聚會，也開始參加慕道班，但

仍有很多嘢不明白，只是聽道而沒有決志。直到

2015 年年尾的一次聚會中，當講員呼召時，我很

自然的舉手回應，在不知就裡的情況下作出這樣的

表示。我是一個平凡簡單的人，所以決志的過程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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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簡單。我相信耶穌是給我平安及喜樂、也是幫助

我的那一位獨一的真神。 

信而受洗必然得救，所以我今年便決定報讀浸禮班，

洗禮成為 神的兒女。 

 

梁晞汶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晞汶。在未

信主之前，我是一個很自

我中心的人，不喜歡信靠

別人。在 2012 年決志信

主，不過很快因為一些問

題令我離開了教會，甚至

離開 神。之後又活在世

界中，放縱自己直到跌倒，

那段日子不相信任何人，

覺得每個人都很醜陋，每

天也不想說話，不想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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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2014 年，我的中學同學兼好朋友劉穎姬姊妹

有一次我相約星期日外出，順道邀請我參加主日崇

拜。還記得，那天 CP7 的伍穎恩姊妹主動走過來跟

我聊天，令我感到很意外，覺得教會裡的弟兄姊妹

滿有愛，就算大家不太熟悉也樂意為我祈禱和關心

我。於是，我決定繼續返教會。慢慢便感受到主耶

穌的愛和經歷到祂的恩典，並且學習順服。這兩年

多的教會生活令我有很大的改變，同時也在主裡成

長了許多。 

另外，感謝我的組長－伍清賢姊妹，她啟發了我很

多，讓我不斷突破自己，真的很感激她。 

現在每次都想起主對我的愛，更讓我有一群很好的

弟兄姊妹在主裡彼此鼓勵與我同行，這一切都是神

的恩典，我非常感恩和開心。最重要的是能找到我

一生中最大的喜樂和得著從 神而來那份永遠不

會變的愛。 

今年我報名受浸，我願意與主耶穌同死、同埋葬、

同復活，活出基督的愛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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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群英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叫董群英。我是來

自廣東雲浮的，出生於一個好

平凡的農村家庭。從小看到父

母有甚麼事的時候，都會去廟

宇拜偶像保平安。而我從小卻

對這些偶像有點反感。我覺得

凡事都要靠自己力量去爭取。

要多一點知識、多一點靠科學來幫自己。 

後來，我嫁來香港，一切都變。我丈夫是一個脾氣

好火爆的人，而且是一個不顧家的人。我們會經常

為家庭日常生活的每一件事情來吵架。常常感到痛

苦和不開心，好失望、好自卑。每日都以淚洗臉，

自怨自艾活在痛苦煎熬中。 

有一次，我再次和丈夫吵架後，我感到非常絶望，

好想死。但當時我懷孕已一個多月，假若我死，會

連累著 BB 也會跟我死，我覺得 BB 是無辜的。就在

我好無奈的時候，我接了個電話，是一個我不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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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常莉姑娘打來問我來香港生活得如何，開心嗎？

就在這個時刻，我將我和丈夫相處的事告訴她。我

感到嫁來香港和丈夫相處感到很辛苦，無盼望。常

莉姑娘不斷安慰我，鼓勵我勇敢地面對，她也將她

與丈夫相處的困難與我分享。常莉姑娘亦鼓勵我一

齊返教會，認識耶穌，去學習愛人如己。要學懂愛

自己，在耶穌裡學習體諒別人和包容別人。於是我

跟常姑娘返教會小組，在他們相處中，我感受到他

們的愛和喜樂。之後我又參加了教會的「愛燃亮婦

女計劃」認識了很多姊妹，讓我有力量去面對將來。

感謝主耶穌，在我最無奈和最無助的時候，讓我認

識到一班好姊妹，來幫助我和照顧我，讓我好平安

順利誕下女兒，讓我感到好溫暖，好開心。 

女兒出世後，丈夫並沒有

因女兒出世而變好，反而

開始變得越來越不可理喻，

讓我更難接受他，於是我

們的決定離婚，我們的婚

姻亦走到盡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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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在與女兒生活得很安穩，很開心。感謝主對我的

眷顧，感謝主給我力量面對生活，感謝主給我深厚

的愛，感謝主給我喜樂和平安，感謝主給我一個新

生命，感謝主給我無比的恩典。 

今日我願意接受洗禮，成為一個新造的人，一生跟

隨主耶穌，願意更深地經歷他豐盛的慈愛和恩典。 

 

丁雙金姊妹 （屯門堂） 

感謝主，願你們平安。大

家好，我叫丁雙金，我是

在 2015 年決志信主的。 

未信主的時候，我感覺生

活像是一盤死灰。生活毫

無意義，過著一個得過且

過的生活，或許這是叫做

活死人！無目的，無目標，抱怨多多的生活。可能

因為丈夫長期返內地工作，很少在香港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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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與丈夫相處上都存著一些問題，再加上帶著孩子

與爺爺嫲嫲一同住，大家的生活方式各有不同，思

想觀念不同，一起教導小孩子的方式也不同，多方

面的不同，相處就會很困難。每當小朋友身體不適，

就會有衝突，大家就會有矛盾和爭執。總令我情緒

氾濫，覺得生存毫無意義。在一次偶然的機會遇上

方秀玲姊妹，她邀請我參加小組聚會，於是跟她一

起返教會，在路上聽她講述她以前的經歷，對生活

的無助無望的時候遇見耶穌，她認識耶穌後，神給

她的恩典和力量去面對自己的生命。感謝主，返教

會後認識一班帶著愛的教會姊妹，讓我明白耶穌的

愛，在主耶穌裡面得著力量去面對生活。信主後，

讓我在生活中找到依靠，在生命找到盼望。有耶穌，

無論遇上多困難，我都有耶穌與我同在。(太 6:24)

「所以，不要為明天的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

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够了。」信耶穌已一年

多，另我感到內心充滿著平安和喜樂，只要凡事依

靠 神，多禱告，多讀經。這樣就會少抱怨、少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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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愛耶穌多些，心情也會好些。耶穌為我們的罪

釘死在十字架上，我們還有甚麼不能順服呢？ 

感謝主的恩典和帶領，讓我可以與主同心同行，感

謝主給我豐盛的生命，健康的身體，多謝耶穌讓我

在人生道路上不偏離，也點綴了色彩。 

 

劉穎姬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叫劉穎姬。

如果要講見證，我想用

故事來講俾大家聽。 

我係喺一個單親家庭

長大，媽媽喺 18 歲就

生咗我出嚟，對以前時

代來講，會係一個羞恥吧。細個嘅時候，總覺得身

邊所有同學仔嘅媽媽都已經係接近 30 歲，我會

想……，覺得要做媽媽呢個年紀會比較成熟，回望

我媽媽嘅時候，相反只看見她係一個靚妹仔，所以

由細到大我對媽媽係有種憎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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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幼稚園和中學的時候都係基督教學校，所以都

會知道關於耶穌嘅故事。還記得細個嘅時候，我有

甚麼想要都會祈禱，求主耶穌俾我。如果要形容我

和主耶穌既關係，咁我會咁形容自己：「有事鍾無

艷，無事夏迎春」。 

記得我在中學時候開始進入反叛期，成日出街玩，

痴埋啲壞朋友處，有時候會玩到唔返屋企，直至我

玩到厭為止。 

以前在街上，會遇到一啲人走埋嚟問你有無聽過福

音，遇到呢啲人，我一定會避，因為我覺得好浪費

時間。但我發覺原來你點避都好，天父爸爸總有方

法搵到你。兩年之前，有個朋友叫我返教會，其實

一開始，真心唔係幾想理佢，但又見佢個人好似有

啲轉變（心想睇吓咩料都好），於是儍更更跟咗佢

返教會，一開頭見到教會啲人敬拜舉哂手，跳哂舞，

祈禱個陣仲會講啲唔知咩語言，心諗呢班人應該係

儍儍地。記得崇拜完咗之後，有個姊妹為我祝福祈

禱，我係祈禱過程中，佢竟然可以講得到我過往所

受既傷害。喺嗰一刻，我知道，唔係個姊妹好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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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知能力，而係 神一直喺我身邊睇住我。無論發

生咗啲咩事，由嗰一刻開始，我接受相信 神，想

同佢有更深嘅關係。 

喺一年前，我好深地經歷 神，我跟教會去韓國參

加一個「聖徒訪韓聖會」，在研習會聚會後被人服

事， 神親自醫治我過去在心靈上所受創傷，我深

深體會天父爸爸的愛。藉著這次， 神不但醫治我，

甚至更新咗我成個人。我更覺得天父爸爸不會因為

我做過乜嘢好行為而給我禮物，而是，你只需知道

並明白天父係好愛你，看顧你，只要你相信佢，佢

就會無條件咁愛你！疼你！引導你！ 

以前的我，係好重表現的人，要喺別人面前做到好

勁，樣樣掂！想別人認同我，肯定我，我才覺得自

己是有用的人。感謝 神，我在這幾年裡面，神叫

我放底呢樣嘢，神彷彿對我講，孩子，根本就唔需

要咁做。我對你的愛唔係在於表面的行為，你是我

所創做，無論你係咩樣，咩性格，我都會用永遠的

愛來愛你。因為你就係我嘅寶貝。天父爸爸給我一

份很大的禮物，就係復還我嘅身份：就是兒女的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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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這就是我喺單親家庭長大的故事。我由細到大

都未經歷過父愛，媽媽要賺錢養我，在家裡總覺得

只有自己一個，好孤單，有時候覺得自己好似孤兒，

感受唔到愛。感謝主，天父話俾我聽，我嘅出生並

不是意外，而係在祂的計劃裡面，我係被愛，被祂

痛錫，所以這兩年我感受到天父爸爸真的愛我，縱

使我有時仍會做咗佢唔鍾意嘅嘢，但佢絕不會放棄

我，常常俾我機會改過，我好感受到祂對我的接納

和愛。現在我與媽媽嘅關係也因天父爸爸的愛拉近，

比以前相處更好。當我明白天父嘅愛，我也能懂得

珍惜愛媽媽。 

最後我送俾大家，我喜歡的經文，係「我的肺腑是

你所造的；我在母腹中，你已覆庇我。我要稱謝你，

因我受造，奇妙可畏；你的作為奇妙，這是我心深

知道的。」(詩篇 139: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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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錦燦弟兄 （屯門堂） 

大家好，我叫李錦燦。

未信主耶穌基督的我，

是一個驕傲自大、執著，

任性，放縱情慾，沉溺

打機，封閉自我的人，

我常常自我活在痛恨中，

性情也愈來愈喜怒無常，

在生活上也感到枯竭暴

躁，我自覺留戀於過去的日子。喝駡父母、打駡兒

女、欺負老婆、對別人總是滿口謊言、生活漫無目

的。身體百病纏身、經常心口痛、濫用藥物、自我

為王、這些日子我就是天天活在黑暗中…… 

一次遇然機會下，跟老婆返《新界神召會屯門堂》。

就在這一次， 神就開始改變我的生命。祂讓我知

道神是真實，是真的存在。因為我知道信耶穌不單

單是得救贖恩典，我也能經歷了耶穌對我的愛和醫

治。這一次，讓我心靈得釋放，更讓我有一顆熱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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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愛主的心，因主耶穌讓我在這一件裡看到 神

在我生命中彰顯的大能。我藉著一次「黃約翰牧師

醫治特會」中經歷 神的醫治，讓我右邊的耳朵問

題得了醫治。我很渴求能有新方言，我就透過參加

楊天恩牧師的聚會領受新方言，現在我可以在靈裡

禱告也可以用悟性禱告，心被主的愛滿足。我也報

讀街頭佈道課程，讓我能勇敢向別人傳福音亦帶領

別人信耶穌，我能在主的恩典中蒙愛，真的非常感

謝主。之後，教會鼓勵弟兄姊妹報讀《天梯使團》

的「飛鷹課程」，我在這課程更學習到認識自己的

型格，幫助自己靠著主的恩典和大能，醫治我靈裡

的傷害，讓我生命得以健康成長。 

半年前，我未信主的時候所帶來的罪，令我身體受

到重創，失去工作，甚而一直找不到合適的工作。

在生活上，我內心也走向人生最低潮，曾想過自殺。

感謝主浩大的恩典和憐憫，幫助我走出這個黑暗的

世界，給我力量走出我人生的絕路。更感謝主，為

我預備一份在醫院合適的工作給我。信主後，我的

生命的確得著釋放和自由，讓我心靈很輕鬆，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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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誠，會學習尊敬父母，愛我妻子和兒女。感謝

主，不但重整了我家庭，更賜給我一個屬靈的大家

庭，就是《新界神召會屯門堂》，教會的牧者，弟

兄姊妹對我的接納，對我的疼愛。現在我每晚都會

和老婆兒女一起讀聖經、禱告。感謝主赦免我一切

的罪孽，讓我得以重生，能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中，

成為新造的人。 

我的人生已經怱怱過了 40 年，2016 年是我這 40

年以來活得最開心，最快樂、最充實的日子，對未

來最盼望的人生，因為主與我同在。我願意將我餘

下的生命奉獻給主，用我的生命來榮耀主的名。感

謝阿爸天父，給我新的生命，我要成為一個健康活

潑的基督徒，願意成為主的見證人，讓我的家人、

朋友都經歷耶穌的愛的救贖的恩典。最後求主保守

我的心，堅定在祢裡面，活出基督的愛，求聖靈大

大充滿我，幫助我持守真道，過聖潔的生活，榮耀

主名！我和我一家必事奉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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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桂玲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叫李桂玲。當

我寫這份見證的時候，我

回想自己的人生，發現原

來 神一直都在我的身

邊看顧著我。只是自己沒

有好好抓住祂！ 

我記得小學四年班時，我

們去老師的家探望老師時，發現這位老師是基督徒，

他家裡擺放了很多有關耶穌的裝飾品和羊的圖畫。

我深深注視一幅耶穌被釘十字架的圖畫，就在那一

次，我認識了耶穌這個名字，但我卻對耶穌一點兒

認識都沒有。 

感謝 神的恩典和帶領，在我少年時工作的地方，

公司裡有許多有關耶穌的文化，就是一些的金句掛

在牆上。黃金法則：「你希望別人怎樣待你，你就

怎樣待別人」；生活優先次序：「施比受更為有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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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原來耶穌不只是個名字，而是一個很好的信仰，

而這種信仰也開始在我生命中萌芽生長。 

在我 25 歲那年，因為工作的困擾，感情的空虛失

落，我突然間，很渴望耶穌的幫助！就憑著十幾年

前的記憶，我再次回到那間教堂。接著我每個星期

主日，我都會去崇拜。每次都要讀一篇的經文，文

中的意思是：你信了我，就不能信其他的鬼神，不

然你就有罪！每次讀，我都感到害怕！因為我由小

到大，都喜歡拜偶像，並且很迷信文間信仰。兩者

之間，我選擇了離棄耶穌，每當聽到耶穌的福音我

都會一一拒絕。 

感謝 神的恩典和憐憫，祂的慈愛是永遠長存！感

謝主耶穌的帶領，讓我藉著教會舉辦的「愛燃亮婦

女計劃」讓我在香港再次接觸耶穌，踏進教會。藉

著「活動小天使」的事奉， 神大大開啟我蒙蔽的

心靈。每次透過事奉，讓我有種莫名其妙的感動，

觸動我流淚。我無法解釋這種感覺，但我確信耶穌

是我生命的救贖主。耶穌的愛能安慰我孤獨無助的

心靈，耶穌的寶血也能醫治塗抹我的羞愧，我的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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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我對婚姻生活中的抱怨、苦毒和詛咒。耶穌基

督真的有醫治的大能，在我信主後的大半年，祂真

的醫治了我身上的腰疼和頭疼。 

感謝主，教導我學習怎樣活出基督的愛，讓我知道

甚麼叫做恆久忍耐，又有恩慈。感謝耶穌的恩典，

讓我們夫婦在主的愛中學習彼此饒恕，不再看對方

的不足和不是，不再活在指責和指控對方的過錯，

不再彼此傷害對方。藉著 神的話語，教導我們尊

榮丈夫，建立丈夫和扶助丈夫，共同走向健康的生

命道路裡頭。我全然相信靠主得勝，我信我們的婚

姻是神給我們，我信我們的家庭是神所建立的，我

信我的生命是神所賜的，我們是受造，目的是要在

世上榮耀主的名。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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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宇樺姊妹 （屯門堂） 

大家好，我叫林宇樺。 

未信主的時候，我是一個

比較自我中心的人，情緒

起伏大而且亂發脾氣。從

小就跟著媽媽逢年過節

的時候就去廟宇拜偶像，

長大後我也覺得需要拜

偶像來尋求內心安穩。 

2015 年透過學校同學仔的媽媽（方秀玲姊妹）才

認識教會。她分享了她的見證也提及有關耶穌的事

情，在教會裡怎樣與人相處等等。我就懷著探索的

心態去教會的小組，生平第一次接觸教會的我，很

快就決志信主了。在方秀玲姊妹的守望之下，讓我

堅持著回教會小組和崇拜。每當在崇拜上聽見弟兄

姊妹的分享見證時，真的被他們的見證觸動我心，

也叫我更清楚知道「耶穌」對世人的愛，如此真實

地活在眼前；耶穌對世人的捨身救贖，更讓我深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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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自己的罪，並願意真心悔改，接受主耶穌基督成

為我個人生命之主。 

感謝主耶穌對我的竉愛，當我帶著三個孩子乏力的

時候，主耶穌總是會差派身邊的天使（小組組員）

來到我身邊幫助我在主裡得力。又當我想對孩子發

脾氣的時候，祢的話總是敲醒了我。耶穌愛世人，

為何我不能好好地愛我的孩子呢？透過這一年多

不斷學習神的話語，學會了怎樣禱告。正如(腓立比

書 4:6-7)「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

求和感謝，將你們的(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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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

懷意念。」 

往後的日子，我會沿著主耶穌的帶領和安排的道行，

我願意一生跟隨主，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我願意做一個討 神喜悅的基督徒，為主作見證，

為主發光，讓神在我身上得著當得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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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玉琼姊妹 （屏山堂） 

我自幼也有參加主日學崇拜，那時已得悉天父的大

能慈愛，自幼到現在我都常常禱告，每當有事向天

父禱告，天父都有回應，事情很順利解決！ 

突然而來的生命威脅……. 

在 2008 年，有一次突然感覺軟弱無力，被送往醫

院，醫生檢查是心臟病，給了三粒「脷底藥」我服，

怎料藥力過強，令致我的生命指數不斷下降，急急

再推入「R 房」搶救，打強心針和用電擊，還叫我

女兒致電家人、盡快到醫院見我最後一面時！天啊！

我口不能說話，但卻仍是聽到的，昏昏迷迷浮現孫

兒無人照顧、有病被母親拋棄的情景。我不停向天

父求救：「我不能死、不能死！我有可憐的孫兒要

照顧！」每當有家人來見我最後一面時，我更加不

想死去，便不停求天父給我生存，我有使命在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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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父的伸手救拔 

真的是天父的大愛！慢慢我的生命指數提升了，幾

位搶救的醫務人員都覺得神奇！（後來得悉女兒的

同學們都為我祈禱）感謝主的大能！把我從死亡邊

緣喚醒了，我被安排做通波仔手術，手術進行中、

醫生說：「三個波仔有一個不能彈開（即是失靈）」。

我所付的費用，是不夠多買一個波仔的，醫生說要

另加錢買一個。當醫生們與供應商還在商討時，我

即求天父指引，不到數分鐘，醫生說：「計過數是

夠的，不用再付錢」，手術便繼續。感謝天父！回

應了我、渡過難關！ 

另一次的試煉，另一次的恩典…… 

可惜不到一年，發

現心臟又再塞了七

成血管，要做緊急

搭橋手術，由屯門

醫院急送往沙田醫

院的途中，我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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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天父禱告：「孫兒還做緊治療，求天父賜我手術

順利，我要繼續完成使命！」天父回應我的請求，

感謝天父的大愛！身體康復比預期更好，使我能湊

大孫兒，並能在有愛及關懷中成長、渡過童年。腦

部的水瘤也消失了！ 

感謝天父的大能大愛！ 

 

蘇潤嫻姊妹 （屏山堂） 

過去我為自己生活打算、籌謀、

奮鬥，變得好忙好煩，但其實

什麼也捉不緊，回顧過去匆匆

又過了四十多個年頭，內心仍

然非常空虛。 

信靠主之後，心裡不其然平安

滿足起來，對未來不但不再徬

徨，反而有了盼望，想到今後有主同行，無論遇到

困境艱難都有主扶持，是多麼美好的一件事。感謝

主，愛我的天父，投靠祢是我最好的福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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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國良弟兄 （屏山堂） 

我係屏山堂的弟兄林國良，信

日主的經歷很特別，要從少時

15-16 歲的夢境講起，那時的

我經常在夢中出現同樣畫面，

每次都夢到一位長鬚的老人

家坐著跟我說話，這夢維持了

很久；及後我以為是其他的宗

教信仰，開始學習拜偶像期望

求証夢境那真實，直至我陪伴太太返教會認識了主

後，開始尋求真理和了解信仰，有次看到主耶穌在

地上時經常到曠野禱告的情境，主耶穌求告父的時

候，祂將披著頭巾的一幕正是我經常在夢境出現的

畫面，對我來說很震撼很真實，竟然尋覓多時的是

祂～我主。現在我已是新造的人了，對人對事都有

不少改變，有弟兄姊妹一起成長的大家庭，有喜樂、

有平安、有著未來的盼望，這個盼望是永恆的無價

至寶，是我主用重價救贖了我的罪，我從今以後跟

隨主的腳印繼續走人生路，正是好得無比。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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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燕虹姊妹 （屏山堂） 

「人生如戲，戲如人

生」。一生人所要走的

路，有時平坦，有時曲

折，有時崎嶇…….每當

遇到困難的時候，更顯

出人性的弱點——懼

怕、逃避。由穿上保護

裝備開始，我不是一樣

吧！踏上了第一步，全

身的肌肉是繃緊的，手

臂來不及抓緊每一處，心跳、呼吸急促，心情忐

忑……究竟向上爬還是向下選擇放棄？ 

頓刻，我深信神必會與我同在。因為「神是我們的

避難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

助。」詩四十六章 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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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是，我向神禱告，縱然我未必能完成這項挑戰，

但只要能依靠耶和華，不論是成功與失敗，我都可

坦然面對。 

一行一步，一攀一爬，一分一秒，我由極速的心情

飄移，轉化為神情從容，讓我感受到時刻都是安穩，

也不懼恐……最後，完成這項任務。 

我要的不是讚賞，我言的不是自誇，而是要感謝神

的恩賜。因為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在

你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三章 5~6 節 

感謝主與我同在。 

二零一七年三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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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樂弟兄 （屏山堂） 

「感謝主！讓我從年少認識到袮……在這十多年的

信仰路程，感恩袮不斷的照顧，讓我成長不少。 

而家回望過去，

發現好多的恩典，

這一切都要把榮

耀歸予上帝。每

當我遇上困難，

衪總給予我信心

去解決。特別好

多時候要做決定，

上帝總為孩子揀

選一條合適既路，雖然這條路未必合自己的心意，

但上帝總會把最好的給我，特別在找工作的時候，

明明看似沒有機會，但最後上帝也為我開路，

讓我學懂更多的倚靠，盼望在未來的信

仰路上繼續靠著衪發光發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