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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學芳姊妹（元朗堂） 

我生長在一個父母都

是拜佛的家庭，但小時候

卻就讀於基督教頌恩幼稚

園，那時在學校唱的詩歌，

現在仍迴響在我的心裡。 

回想過去很多的日子，我

的生活總是被很多基督徒

圍繞著。最深的印象是在

中學時，一位非常熱心的

同學經常向我傳福音，但

總遭到我的拒絕。現在這位同學已經成為宣道會蝴

蝶灣堂的牧師！原來不斷圍繞我、向我傳福音、邀

請我返教會的人，他們的行為也在不斷潛移默化著

我的心靈，令我對基督教有一種莫名的歸屬感，這

種歸屬感不斷推動我尋找合適的教會。 

2007 年我家從屯門搬遷到元朗居住，望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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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之隔的元朗堂招牌，我毅然作出尋求 神的行動。

那個主日我獨個人上教會，竟然遇上屯門的街

坊——馬美玲姊妹一家！之後我穩定參加主日崇

拜。後來我的一對孖孫女需要我照顧，我就帶她們

返教會，希望她們也在教會的薰陶下成長！現在我

的孖孫女已經就讀中二了，她們仍穩定的跟我返教

會！我相信 神愛我，一直透過不同人的邀請來呼

喚、吸引我，當我走在人生的高山低谷時，祂給我

有平和的心境面對；當我面對生活的壓力時，祂叫

我學習沉默、等候、忍耐。 

雖然教會曾多次邀請我參加浸禮，但因工作忙

碌的關係總是推辭著。兩年前，我幫忙元朗堂作部

份時間的清潔工作，期間得到李炳輝傳道不斷的鼓

勵，今年終於作出受浸，歸入主名下的決定，讓主

一生同行，一生牽引，進入祂的豐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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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運開姊妹（元朗堂） 

大家好，我是

元朗堂的胡運開，

我現在的工作是當

夜更保安員。   

去年參加了元

朗堂舉辦，由呂姑娘負責的「6A 品格教育課程」，

在課程中得到很多的提醒與教導。之後，呂姑娘也

常為我的家庭、湊孫的問題禱告，並向我傳福音。

慢慢我也感到耶穌與我同在的平安，不論在工作上、

生活上、甚至在一些細微的事情上，耶穌都看顧我，

讓我感到被愛！ 

有一次我在家中洗頭時，不小心掉了一隻耳環，

用電筒找了多時也找不到，在無奈中放棄尋找！第

二天放工回家，為失去的耳環再次向耶穌禱告：「耶

穌呀，如果我的耳環仍在家中，未被水沖走，祢可

以與我一起去找回我失去的耳環嗎？」 怎料，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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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仍未答覆我，我一下子就找到了！我實在很開心，

不單為了找回耳環，更是看見神的愛與能力！ 

    有一個主餐主日，見各人都在盤中取一葡萄汁，

我也欣然去取，但司杯的姊妹告訴我不可取，因為

我未洗禮，從那時開始我就思考洗禮的問題。後來

謝太詳細為我解釋後，我也就決定報名參加 2018

年的浸禮，開始參加經歷神營會及浸禮班課程。其

間我學到有關主耶穌的救恩、讀經、禱告，及教

會……，這些是我從未認識的。我真的很感謝神，

讓我在教會中有如此豐富的學習。 

我成為基督徒後，我也要把所學習到及經歷到，

有關主耶穌的事，與朋友、家人分享，讓他們也能

跟我一樣相信耶穌。我也會學習用我所賺到的錢，

盡所能奉獻給主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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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嘉敏姊妹（元朗堂） 

我是元朗堂的

湯嘉敏。以前我對

基督教沒有甚麼好

感，因身邊的基督

徒給我的印象不太

好。直到 2016 年

12 月，我先生因第

二次中風，他由一

個正常人變成一個老人般似的，他的情緒及自理能

力，不斷下滑。2017 年 1 月至 3 月間，情況更差，

出入醫院無數次，整個人變得沉默寡言，我惟有邀

請醫院的院牧開解他。其實，面對這樣日子，作為

妻子的我也極不好過，幸好院牧也透過 Whatsapp

主動關心我。從那時起，我就用詩歌來解悶，也開

始跟主傾談。有時我告訴耶穌我願意接受這事實，

但有時又希望他有好轉的機會，我落在這種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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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中！七月尾，因一次的醫療失誤，就是主診醫

生停了我先生兩天藥，令他突然爆血管，這個噩訊

令我的惡夢開始了！那天早上，醫院來電告訴我們

他必須做開腦手術，我在無助中不斷的禱告，求主

賜手術必須順利，但因大量出血，手術必須終止。

在這危急時刻，眾親友也趕到醫院，而院牧也建議

安排我先生洗禮，希望他安然回到天家！我先生雖

然熬過了危險期，但醫生仍告訴我們，他只可以存

活一星期。在這期間，我不斷祈求神，一定要為我

先生創造奇蹟，讓他能自主的呼吸(因當時他須用呼

吸機協助呼吸)。 

在我先生爆血管的第三天，我的二姑奶在商場

碰見她的舊同學(王大正)，不知為何她會告王大正

有關我先生的情況，其實，他們並不熟落，就在這

機緣巧合下，王大正到醫院為我先生禱告。之後也

介紹教會的傳道人及謝太給我認識。他們經常到來

開解及為我們祈禱，過了大約兩星期，我先生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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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需要用呼吸機呼吸，可以自主的呼吸，感謝神創

造了奇蹟！ 

    這期間，我也帶了兩個女兒跟王大正返教會，

並且決志成為基督徒。當我成為基督徒後，很多事

似乎也看通了，以前總不明白，為何當我每次感到

自己幸福的時候，幸福就會離我而去！記得 12 歲

那年，爸媽、我及三個弟弟一起生活時，自己感到

最幸福，怎料父母突然的離異，把我的幸福奪走！

到長大後，有了自己的家庭、事業，正感到自己最

幸福之際，先生的重病，不但奪走我的幸福，更要

我獨力撐著這個家呢！當我認識主後，我消極的思

想有了改變，我開始發覺神要我有這樣的經歷，要

我的家庭有這樣的經歷，是要我們學習功課，所以

我要積極面對這個功課！ 

    另一感恩的事，是阿囡報讀小一的事件。我為

女兒選擇的心儀小學，也是很多家長選擇的心儀小

學。為此，我與女兒每天為這事祈禱，希望主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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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我們預備，結果感謝神女兒被取錄了！ 

    我相信神一直在我背後看顧著我，為我安排一

切。雖然我先生現時仍臥在醫院的床上，我仍要面

對很多不可知的將來，但我相信辦法總比問題多，

只要信便能看見神蹟。 

 

黃貴珍姊妹（元朗堂）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

好，我是元朗堂的黃貴珍。

我以前是一位清潔女工，

育有兩個女兒，她們現在

也各有自己的家庭。 

    2011 丈夫患上大腸

癌，2016 年 11 月覆診

時，發覺似乎有復發且擴

散的跡象，於是，再次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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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做化療及吃標靶藥。作為妻子的我因為很擔心，

所以找朋友傾訴，後來找到胡曾玫瑰姊妹，她安慰

我並邀請我信耶穌，叫我將憂慮交給主耶穌，求耶

穌醫治老公的病，當時我們夫婦也答應她，學習將

問題交給主耶穌。於是玫瑰姊妹立即帶我們返教會，

並邀請李炳輝傳道(Ben)及謝太與我們見面。他們用

福音橋向我們講解福音，當日我們夫婦一同決志，

及參加主日崇拜。之後我與丈夫參加了初信成長八

課，又加入了蒙愛組，在小組中認識更多弟兄姊妹，

好像進了一個大家庭般。   

自從我們夫婦信了耶穌後，心情都較穩定，丈

夫的身體、精神也有改善，這都是主耶穌賜給我們

的恩典！去年，得到教會執事會及董事會的恩準，

讓我丈夫先行受洗歸入主的名下，成為神的兒女，

今年我在丈夫的支持、鼓勵下，也決定參加浸禮班

接受洗禮，成為神的兒女，在主裡享受主為我預備

一切的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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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俊立弟兄（屏山堂） 

感謝主一路的安排，在未信之前已經安排不同

的人一路看顧住我，信了以後，路上遇到的更是像

天使一樣，在各方面都守護提點住我，感謝主！ 

 

岑成威弟兄（屏山堂） 

我很高興於 2018

年 4 月 1 日在屏山堂受

浸，加入教會，在弟兄

姊妹面前見證，一生跟

隨基督耶穌，跟主腳蹤，

與主同行。 

自己決志信主都差

不多有八年的日子，但

都是一個「隱形基督徒」，

偶爾在星期日返教會聽道，很少看聖經或參加一些

團契聚會。這可能自己是一名廚師的緣故，很難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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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星期日放假。最初姊姊鼓勵我返教會，我說：

「怎麼可能，我的工作根本不可能放星期日」，她

就鼓勵我祈禱，在姊姊和自己的祈禱下，神蹟就這

樣發生了…我後來真的可以在星期日放假，祂真是

一個又真又活的神！ 

我又祈禱希望家人(媽媽、太太、妹妹) 信主，

媽媽拜偶像幾十年，我一直為她祈禱。我的禱告終

於蒙神應允了，她很晚年時決志信主。聖經講「在

前必在後、在後必在前」，我信主的日子比媽媽早，

但她受浸領聖餐卻比我早。我繼而帶領太太和妹妹

在不同時間參加佈道會，現在她們已決志信主了。

如今最大的希望是帶領弟弟信主，耶穌是聽禱告的

主，我會憑信心繼續為未信主的家人禱告。 

在我的工作方面，我是一個西餐廚師，在蘭桂

芳工作，老闆是一位洋人，理應每年都要做萬聖節

餐，但自己信主後，知道萬聖節是魔鬼的活動，如

果要做萬聖節餐來慶祝的話，自己都不能接受，心

裡甚是矛盾，於是祈禱希望我們的餐廳不做萬聖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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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感恩的是…信主後我當廚師這麼多年，一次萬

聖節餐都沒有做過！ 

基督耶穌是一個又真又活的神，祂賜給我們的，

真是超出我們意料之外，祂為我們所付出的，真是

不可以言詞述說得盡。人類不斷污染地球，一百幾

十年後很可能地球已經不適合人類居住，但祂已為

我們預備好一個永恆的居所，祂的大愛便在此顯明

了。 

2017 年 4 月 1 日愚人節，我踢足球時受傷，

跌斷了腳筋，變了「傷殘人士」，就在家休息，這

段時間是閱讀和思想神話語最多的日子。 

2018 年 4 月 1 日我要受洗了，變了基督徒，

真的奇妙，我深信這都是天父爸爸的安排，祂讓我

知道一切掌權都在祂手裡，祂有自己的時間、最好

的安排，祂教曉我要順服基督。 

多謝天父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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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偉蓮姊妹（屯門堂） 

我是成偉蓮，未認

識主從前我是一個吸毒

者，喺單親家庭長大，

爸爸帶大我們四兄妹，

但很少照顧我們，我自

小就認識毒品，我便在

家中學識吸毒。我在家

中沒有安全感，因為我

的家庭不是賭就是毒。對毒品起初只是好奇，後來

在這個家氛圍底下，我用毒品來麻醉自己。我唔願

意喺呢個家庭清醒，因為我感覺唔到甚麼叫是愛。

由於經歷了太多的痛苦，不知道為甚麼生存在這個

世界，自己的家人一個一個在賭和毒品上打轉，我

感到生存實在無甚麼意義，所以我選擇結束自己生

命，我由 6 樓高處墮下，之後我喺醫院昏迷 4 日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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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當時我完全沒知覺，在意識中見到一道強光，

之後我就醒左。當時我還未知道是 神救了我，直

到回想在我昏迷中見到一道強光，我才真正相信是 

神救了我。雖然我之前已信耶穌，但我並沒有跟隨

耶穌，過返我自己的生活。我用很多方法讓自己能

戒掉毒品，尋求很多的方法都唔成功。 

直到 2016/12/23 我確實知道 神的呼召，這

一刻我全然將生命降服係主面前，順服地回應 神。 

重新立志跟隨耶穌，讓耶穌在我裡面重整我的生命。

感謝主，祂為我預備更新會機構讓我在宿舍接受治

療，並在當中學習與人相處，學做家人，機構為我

安排教會實習地方學習三個月、又給我機會去天梯

使團讀「飛鷹」生命轉化課程。感謝 神為我預備

屬靈的大家庭，讓我在這個家學習做天父爸爸個女，

享受祂的同在和恩典。感謝耶穌給我很多的恩典，

更讓我能在屯門堂接受裝備並在這個家洗禮，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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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日子，我只會看見 神的榮耀在我身上彰顯出來，

因我是 神的見證人，讓人得著福音，得著盼望，   

阿們。 

 

李昌華弟兄（屯門堂） 

我相信有 神，因為

我清楚知道聖經在約翰

福音三章 16 節「 神愛

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

子賜給祂他們，叫一切

信祂的不至滅亡， 反得

永生。」在我的一生經

歷中，感受到祂的存在

和祂的偉大，特別是從上帝那裡來的真光。 

回想一年前我未信主的時候，我得了一場重病，

是患了腎病。我無辦法相信我患了腎病，因我從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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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現在身體都很健康。當醫生告訴我有腎病時，我

真的不能接受。醫生告訴我，這個病情已經去到不

可逆轉的情況(要立刻洗血)！吓！我心裡想，是不

是你們有甚麼地方出錯了吧！當我冷靜下來，我再

去其他醫院檢查身體後，結果都是一樣。這一刻，

我知道只能面對現實，並開始接受治療。我在接受

治療初期真的感到很辛苦，我有很多不習慣，身體

上有很多的不適應。我要每星期覆診兩次，每次去

醫院都用去我大半日時間。我同自己講無辦法，要

學習面對，因自己有病。最初的 3-4 個月都係想用

自己的能力方法去克服這個病，直到第 5 個月左右

可以不用返醫院(洗血)，但要回家洗肚，當洗肚的

第 4 日早上我出事了，並要立刻送院。 

我的工作上的安排亦因我入院而受到影響，這

一刻，我就明白到我不能再靠自己了。我腦海突然

想起耶穌，耶穌是我唯一的依靠。之後我開始返教

會，聽福音並決志信耶穌。當我面對身體的軟弱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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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得不依靠耶穌。我開始呼求耶穌幫助我、醫治

我、我需要袮。求祢給我力量勇敢地面對每一日的

生活。在這一刻我感覺到我有信心和力量，深信聖

靈在我生命中釋放信心和能力。 

之後我再次返醫院(洗血)，每當我進入病房時，

心裡就產生不安，心跳急速，腦海裡胡思亂想。我

知道要克服內心這個恐懼，是不能靠自己，所以我

呼求耶穌給我力量和恩典。後來我記得我曾經在書

展裡買了一本關於耶穌基督的書，在我等候洗血的

過程中拿來看看，之後我內心感到平靜下來。我相

信耶穌已聽我禱告的。 

未信主之前，我曾經有埋怨過和怨天尤人心態。

這個世上那麼多人，為何要選擇我呢？在我人生最

黃金的時間，無論是家庭及工作上，是我要最拼博、

努力發展的時刻，為何會得到這樣的病呢？ 

信主之後，我想這是主為我預備了救贖的恩典，

讓我知道生命是 神掌權的。 神為我預備這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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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知道要與祂建立美好的關係是最重要。我深信，

我生命活在耶穌復活的大能上，我所面對辛苦的歷

程是短暫的，美好的幸福日子必會臨到我和我一

家。 

主耶穌讓我學習謙卑、順服，珍惜現在天父給

我每一日的豐盛生命。 

我未來的日子必依靠主耶穌，得恩典，得力量，

得信心對面任何事情。我願意受浸歸入基督，成為

一個主的門徒。一生跟隨主，依靠主，為主作見證，

感謝主。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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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苑光弟兄（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李苑

光，是一個初信者，信

主是因太太離世，我感

到很無助的時候，教會

何姑娘和常莉姑娘出

現。她們熱心幫助我辨

理太太的喪葬事宜。我

想，點解教會的人是咁

好呢？當第一次返教會時，見到弟兄姊妹對我的關

愛好像一家人，我好感受到 神的慈愛和喜樂。第

三次返教會，彭姑娘和阿燦弟兄，與我分享福音，

更邀請我信耶穌，這一刻我願意接受耶穌成為我生

命的主。當我願意用開放的態度認識主耶穌後，我

再次感受到主耶穌愛的觸摸，更感受到祂保守和看

顧我，使我在生活中感到很平安和喜樂。 

有一天，何姑娘邀請我參加浸禮班，我一口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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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應了。感謝主，讓我認識祢，信主之後，我願意

將我的生命交充託給主耶穌，因我知道主耶穌愛我，

感謝主，讚美主。 

我經歷 神保守我的生命。在一次工作的時候，

一個裝滿石屎的吊斗，約二至三噸重，撞向我駕駛

中的車輛，我當時的反應是想用我的手去推開石屎

吊斗，結果是真的推開了石屎吊斗。但實際上，我

知道是 神的手為我推開，因為我相信，只有 神大

能的手才有這能力，保守看顧我，救我的性命脫離

危難，感謝讚美主。我願意受浸歸入基督，與主耶

穌同死、同埋葬、同復活，並一生跟隨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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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子恩弟兄（屯門堂） 

大家好，

我叫劉子恩。 

我能成為神的

兒子，得著主

耶穌一直保守

和看顧。從小

到大，除咗讀過一年基督教幼稚園接觸過耶穌之外，

跟著基督教的認識就完全陌生。從小我就唔信耶穌，

覺得教會同聖經係呃人的。我只是會相信自己是最

實際，乜都要靠自己處理，何必信耶穌。就算 3 年

前我跟太太返教會，都只係因為迫住陪佢返的心態；

返到教會，我又唔會敬拜唱詩歌，更加唔想祈禱。

雖然生活中，我會對面好多煩擾的事情，但我的信

念都是靠自已解決任何事情，但事實不是每一件事

情都能解決得到。 

主耶穌好愛我， 神不斷給我機會來相信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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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係我就偏偏一直都唔肯信祂。結果我喺2016年，

因我在金錢上遇到一個好大的問題。我第一次感覺

到軟弱無助，我真的無辦法靠自己去解決, 呢次係

我第一次真心去祈禱，靜靜地坐係屋企樓下，求主

幫助我，最終主無放棄我，問題都得了解決，那次

之後我真的決志邀請主穌成為我生命之主。我在

2017 年，我在工作上有新的方向，但這個轉變並

不是咁容易，我知道單靠自己是唔得的。於是我太

太教我連續 40 晚祈禱，主一定會幫我的，就喺第

38 日，主真的幫助我去到一個新的工作環境，這是

我想要去的工作地方，我真係好感謝主，雖然我以

前犯了很多罪，但主都無離開過我。就是這兩件事

上，主不但救我靈魂，祂也給了我一個新的生命。

所以我決定受洗，做一個在主裡新造的人，完完全

全地相信主耶穌，一生跟隨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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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寶怡姊妹（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梁寶怡。

我是在一個單親家庭長大。

我未認識天父爸爸之前，

我是一個很自卑和悲觀的

人，我不喜歡笑，更不喜

歡主動與其他人溝通，我

總是覺得自己是好差的人。

因著我這個性格和背景，更讓我不願意向別人打開

我的心分享我的生命。所以我自小就覺得我是無朋

友的，連一個傾訴對象都無。我認為在這個世界上

是沒有人想去認識和聆聽我的心事。 

當我升上一間基督教中學之後，我開始在學校

裡接觸福音，並在一次的福音週的活動中決志信耶

穌。回想我不知道我自己為何舉手決志信耶穌，可

能在聚會中只是提及一個簡單的〝愛〞字而打動了

我的心。因為我很小的時候，父母便分離。媽媽很



25 

辛苦地帶著我和弟弟生活，雖然我和爸爸間中也會

見面，但爸爸是一個重男輕女的人，讓我感受不到

他對我的愛和關懷，只覺他常常冷落我。從小到大，

我根本無法體會到甚麼叫〝父愛〞。所以當我聽到

天上有一位父親是很愛很愛我的時候，我心被觸摸

落淚，更就不由自主地被祂的愛吸引住。 

雖然我已決志信主，我並沒有返學校的團契生

活，我懼怕接觸人。但很奇妙的是，媽媽告訴我，

她信了耶穌並邀請我一齊返教會，我真的相信是 

神的恩典，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屬靈的大家庭，讓我

可以在祂的愛中學習成長。 

在信耶穌的過程中，我經歷很多信仰的掙扎和

挑戰，我不得不承認也有放棄信耶穌的念頭。因為

我覺得很辛苦，我感覺到我自己根本未有準備好接

受耶穌進入我的生命，甚至去更深地認識這位阿爸

天父。在我反思掙扎的過程中，讓我一次又一次地

經歷祂對我的無比大愛，甚至為我預備了一個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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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打開心窗的小組生活。Follow Jesus Heart 小

組組長和每一個組員都很關心我、照顧我，對我很

好。儘管一開始我給他們黑面的態度，但他們並無

因為我黑面和冷淡的態度而拒絶關心我，他們仍然

願意接納我、包容我。我真的很感謝組長及組員們，

感謝天父的恩典和美好的預備，讓我在小組中得著

力量和依靠，我亦尋回天父給我女兒的身份，我也

尋回失落左的笑容。多謝耶穌給我一個屬靈的大家

庭，能在主耶穌的恩典中彼此學習和成長，更讓我

能參與教會的社區服侍。這是 神改變了我，讓我

可以同悲觀的思想和自卑感講拜拜。 

感謝主，讓我能夠在年輕的時候遇見父神，祂

是一個愛我的天父爸爸，是讓我一生的依靠和力量，

更是我在生活中的隨時幫助。我願意接受洗禮是因

為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已交給主耶穌，我活是為主而

活，我願意用一生來見證主耶穌基督是活神，是我

生命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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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少輝弟兄（屯門堂） 

大家好，我叫陳少輝，我太太是萬仁青，她兩

年前已經受浸。 

在我未信主之前，我生長在一個滿天神佛的家

庭，我媽媽每年都會幫我

去廟祝祈福、還神、問神

婆。我跟太太結婚之後，

因為她不喜歡我吸煙，所

以我們經常為吸煙的問

題爭吵，甚至話要離婚。

我真的嘗試過戒煙，結婚

十幾年，用過好多方法︰

貼戒煙貼、食香口膠、唔返工(不受別人影響)等等，

最後都是失敗收場。我太太再一次因我吸煙的事情，

竟然將我們的結婚證書撕毀，掉在垃圾桶。這一刻，

我感到好心痛、好絕望。 

我在這段時間照常返工，朋友見我好唔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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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將我跟太太的爭吵的事情與他分享。之後朋友

邀請我一同返教會，他將我帶到 神的面前，有好

多弟兄姊妹為我祈禱祝福。而我自己都向神祈求，

主啊！求你幫我啦！幫我戒煙成功！幫我挽回我

的婚姻！感謝主，真的好奇妙，主真是聽禱告的神，

我終於戒煙成功！我亦跟太太和好。哈利路亞！感

謝主！讚美主！ 

決志信主之後，我開始學習將我所需的都交託

給 神。感謝 神的恩典夠用，耶穌不但讓我戒煙成

功，挽回婚姻，甚至祝福我們取得新的住屋居所。

神給我有一個美滿的婚姻，多謝耶穌。 

信主後，我真的感受到主是信實的，是我的依

靠，是我隨時的幫助。今日能夠受浸歸入主基督，

得以成為基督徒，成為 神的兒子，好感恩。我在

往後的日子，我願意一生跟隨耶穌，更深經歷主耶

穌的愛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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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詩韻姊妹（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陳詩

韻。我讀的幼稚園是教

會屬校的基督教新界神

召會惠民幼稚園。所以

媽媽是從我幼稚園的時

候已帶我返屬校幼稚園

的湖景聚會處(現時的

屯門堂)教會。我很喜歡

返教會主日學，因為有班小朋友一同唱詩歌，玩遊

戲，聽故事，真的很開心，但我對上帝卻一點都不

感興趣。隨着年齡的成長，我逐漸對 神有更多的

了解，但我仍然對衪非常冷淡。對於我和天父是無

關係可言，我覺得與父神的關係很遠、很陌生。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在 2011 年的夏天，跟媽

媽一同參加了韓國訪韓聖會。當我去到韓國的祈禱

山後，我第一次見到很多人，不論是小朋友、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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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成年人。我在每一堂的聚會中都看見 神的大

能，有很多人都經歷了 神愛的觸摸和醫治。就這

樣開了我的眼界，讓我思考我的信仰是甚麼？我發

現我的過去只是局限於頭腦上去認識 神，而沒有

真正與 神建立一個親密的關係。因著這次的經歷，

我開始去尋求祂和經歷祂奇妙的恩典和大愛。我開

始渴慕 神，好想更深地認識祂、經歷祂。2017 年

我更參加了韓世大學的青年研習會，讓我的生命再

次被耶穌的愛燃點和激勵著，更讓我有力量面對生

命，雖然今年我要面對 DSE 的考試，但我仍然深信    

神的恩典夠用，所以我決定今年參加浸禮班，願意

受洗歸入基督，成為屯門堂屬靈大家庭的一份子。

我願意將生命的主權交給耶穌，不論前路如何，我

仍深信 神必看顧和帶領我每一步路。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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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惠平弟兄（屯門堂） 

我是屯門堂蕭惠平。

我曾經參加過教會多次的

佈道會聚會及其他教會活

動，我都是抱着玩樂的心

態接觸教會。但直到 2016

年中秋節其間，教會的弟

兄姊妹們來探訪我並分享

福音，這次聽了福音後，好像被 神的愛大大地觸

摸到我個心，與我最初參加教會的佈道會和活動的

心態感覺不一樣，這次我真的願意決志信耶穌。我

接受教會一連六堂的初信栽培課程，我更參加教會

的長者小組及崇拜，現在我覺得自己喜樂了很多。

我曾經有因著身體的問題而擔心過，因為我需要做

手術。當我分享我要做手術的過程中，小組組長和

組員們為我做手術的事情一同禱告，讓我感受到他

們的愛和關心。這次手術我感受到耶穌給我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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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喜樂。我已經歷祂的愛和恩典，我的生命是屬於

主耶穌的，所以我願意接受洗禮，一生跟隨主耶穌，

我相信 神必給更多的恩典和力量去克服身體的疾

病，祂的恩典夠我用。 

 

謝佩雅姊妹（屯門堂） 

大家好，我是謝佩

雅。我好朋友黃群香姊

妹於 2013 年 7 月左右

帶我返教會認識耶穌。

而我返教會的原因是因

為我身體出現問題，經

常頭暈目眩，但並非普

通頭暈，是耳水不平衡，

頭暈時天旋地轉，不斷嘔吐，每個月都有 3至 4次，

醫生說此病是無藥可醫的。我聽了之後大受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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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覺自己快要死了。我的精神非常緊張，我心非常

擔憂，因為我家中還有一對兒女仍在求學，我真的

感到痛苦和無奈。我自從2005年跟丈夫離婚之後，

家裡所有開支都是由我一力承擔著。當要面對每一

日的壓力，真的讓我透不過氣，我的情緒出現很大

的問題，我在沒辦法之下，辭去工作休息。 

感謝主，讓我休息期間認識了主耶穌，返教會

這段日子，我感受到主耶穌對我的愛和醫治。信主

後這幾年，我的精神越來越好，我也有工作(雖然是

兼職，我已經很滿足)。每次返主日崇拜，都讓我感

受到主耶穌給我平安，祂醫治了我的身心靈，使我

不再懼怕生活上的問題，因我知道我的生命，我的

家人都在主耶穌的恩典和大能中，祂給我信心過每

一日，我也為我活著的每一天感謝主。 

有一件更讓我感受到主的恩典和憐憫，我很想

與大家分享。約兩年前，我媽媽已九十歲了，她的

眼睛患上白內障，近乎看不見。我的哥哥說媽媽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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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老了，做手術也沒用。每一日媽媽都在大叫看不

見很辛苦，由於她行動不便，所以她的大小便都要

在房間處理，我們做兒女的需要輪流照顧她。後來

我向主耶穌禱告︰主啊！我的 神啊！我媽媽因眼

睛患上白內障看不見，求主耶穌醫治我媽媽，因為

祢是耶和華拉法，祢是醫治她的 神，求祢使她可

以看得見，可以自己照顧自己，她已經年老，希望

在餘下的年日，有健康的身體、有平安、有喜樂渡

過。感謝主！奉主耶穌基督的名禱告，阿們！後來

哥哥叫我帶媽媽去惠州眼科醫院做手術，醫生說︰

由於白內障已成熟可以立即做手術，但其中一隻太

遲了，已經壞死，只有一隻可以做手術。手術後一

個星期媽媽就重見光明了，生活上媽媽可以自己照

顧自己，到現在也沒有太大的問題，我好開心，非

常感恩，主耶穌真是聽禱告的 神。 

我相信主耶穌是我生命的主，是我一家的主。

因我真的經歷祂豐盛的慈愛和恩典，主耶穌給我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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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和力量過每一天。我是願意受洗歸入基督，成為  

神的兒女，一生跟隨主耶穌，成為見證主的見證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