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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寶蓮姊妹（元朗堂） 

大家好，我叫江寶蓮，未信主之前我一直都是

拜偶像的。幾

年前我的女兒、

女婿、姻親邀

請我参加教會

的敬老宴，開

始接觸、認識

教會的朋友。   

2017 年 12 月 24 日女兒邀請我參加教會舉辦

的音樂佈道會，並公開決志信耶穌。之後女兒經常

帶我到元朗堂，參加主日崇拜。2018 年 3 月因跌

傷須要接受治療及休養，期間感謝神的醫治和保守，

使我康復的過程進展順利。於 2018 年 11 月決定

報名參加浸禮班，受洗歸入主的名下，加入元朗堂

的大家庭，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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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月娣姊妹（元朗堂） 

我叫吳月娣，出生在中

山，自小就跟隨父母拜偶像，

婚後拜偶像的習慣仍沒有改

變。婚後我生了有兩個兒子，

生活也非常幸福。當時我們

夫婦一起做工地包工頭，負

責供應水泥、鋼材，生活總

算好好。 

離婚的導火線 

1996 年丈夫跟人去了澳門玩了四天，回家後

向我哭訴，說：我把我們家的錢都輸光了！起初我

還以為開玩笑，不以為然。後來發覺他食無味、睡

不安。過了十多天，澳門終於有人找上門來追債，

當時真的好像天要塌下來似的，壓得我透不過氣的，

無耐只有賣掉剛建成的房子來還債。之後我們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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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新努力工作，透過一段時間的努力，一家人又過

著幸福的生活了。     

2004 年，丈夫又再次去澳門賭博，這一次令

我忍無可忍決定和他離婚。 

三姐帶我信主 

離婚之後的日子我好難過，過了不久只好找好

友談心事。我的三姐不知怎樣知道我們離婚的事，

她到我家安慰我，並傳福音給我。我當時對教會不

認識，三姐邀請我在主日去敬拜神，我當時帶著沉

重的心情跟三姐去，走進教會、看見講臺上有人唱

歌，我聽到歌聲，心情就有點平靜。 

後來三姐請了牧師和 6 至 7 位教友，圍着我祈

禱，當他們開聲祈禱，我感到身上有一種暖暖的感

覺，好平安！之後我每個主日都到教會，平時就跟

三姐聚會，但後來因為工作忙碌，就少回教會了。 

交通意外使我真心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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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遷到深圳居住，在深圳也曾努力找教

會，但始終無法找到合心意的教會，因此，只能在

間中回中山時，才有機會返教會。有一次在駕車途

中發生交通意外，有一輛車突然向我的車撞過來，

我的頭部首先落地，在這危險的時刻，我即時大聲

呼叫：「耶穌救我呀！」。這一聲喊叫，把隨後的所

有車都叫停止了，這真是一個奇蹟！感謝神！若不

是神的恩典保守了我的生命，可能我都無法向大家

說出這見證！ 

之後，救護車把我送到醫院。經檢查後發現腰

骨滑脫及盆骨斷裂。醫生說要做兩次手術，首先做

盆骨，但醫生說手術期間不可用麻醉藥，因麻醉藥

會為我帶來很多後遺症。我聽到後立時大叫「天

呀！」怎麼辦呢？為何我要遭遇這麼多苦難呀？三

姐立時安慰、鼓勵我：「不要怕，只要妳有信心依

靠耶穌，一定得勝這些困難。」。我立即向神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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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呀，如果祢能幫助我渡過這難關，我就順服祢

了。」之後，我被推進手術室，在整個手術過程中，

我不住叫「耶穌救我。」。 

一小時的手術終於完結，醫生對我說了一句深

深刻在我心靈深處的話：「妳的耶穌救了妳。」。這

句話直到今天仍然記憶猶新，那刻我的眼淚再也無

發隱藏，湧流出來了！是感恩的眼淚？是釋放的眼

淚？是醫治的眼淚？我也無法分辨了！只存一顆

無限感恩的心，決志信靠主耶穌！  

2014 年移居香港 

2014 年 2 月 4 日，因再婚跟丈夫遷到香港居

住，在這個陌生的新地方，我又一次尋找教會。曾

到過幾間教會，但似乎都不能令我感到自在。 

主透過兒子的病呼喚我 

2018 年大年初四，小兒子經歷了一次嚴重的

病，進了醫院。這次又提醒我切切尋求神，於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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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找教會的心很迫切。我現任丈夫與我一起找到新

界神召會元朗堂，但多次上來教會門都關著，後來

才知道，原來我們沒有按門鈴！ 

過了兩天，丈夫開通宵班回家途中，特意在元

朗堂的門口等候半小時，發現這教會是有人進去的，

他立即回家告訴我，叫我再去看看！我一聽就帶著

祈禱的心出去。那是星期天上午約十時左右，神帶

領我到了元朗堂的門口。我按門鐘，有人開門，是

王大正弟兄，他友善的問了我幾句就請我進去。當

時我看到講臺上有人講話，我的心立即很平安。 

然後王大正弟兄向我表達，他們正上一個課程，

主日崇拜大概一個小時後才開始，我很怕他請我離

去，我就立即要求，可否讓我坐下聽課，我是不會

影響你們的？感謝主，他同意讓我留下。 

後來，王大正弟兄介紹李炳輝傳道及謝玉玲義

務傳道給我認識，他們帶我到辦公室，瞭解我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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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就為我祈禱。過了兩天李炳輝傳道與謝玉玲義務

傳道，到醫院探望我的兒子。感謝主，經過他們為

兒子多次祈禱和探望，兒子也願意接受耶穌，成為

他生命的主。現在兒子已經出院並已回到他工作的

崗位了。 

感謝主，祂不厭其煩的等候我，使我這隻迷路

的羊能夠回到祂身邊。我決定在 2019 年受浸，成

為天國的子民，成為神的兒女，成為元朗堂大家庭

的一分子，在神的家享受主為我預備一切的豐盛，

並用主給我的經歷祝福更多人，使像我一樣迷失的

羊可以回到父的身邊，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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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寶賢姊妹（元朗堂） 

大家好，我

是元朗堂的李

寶賢，我信耶穌

不經不覺已有

27 年了。信主之

前我是一個簡

單的人，對信仰方面沒有特別認識與追求。 

信主的經過 

記得 27 年前的一個早晨，我和二哥(李炳輝傳

道)在家裡，他向我傳福音。之後，他問我願不願意

信耶穌，接受耶穌成為生命的主？我回答說：「願

意」。於是二哥就帶領我作了決志。我就是這樣單

純的信了耶穌，開始踏上我新生命的第一步。 

信主初期 

隨後的日子，雖然我跟哥哥參加主日崇拜、主

日學、小組等，但只是抱著一份「例行公事」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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態，沒有與神建立進深的關係，因此，這些「例行

公事」的行為，也就慢慢停了下來，有一段時間甚

至只出席教會舉行的特別活動、特別慶典。 

與主的心靈相交 

雖然我對主的信心很有限，但主仍時刻看顧我。

經過約四、五年，逐漸地對神有了一種渴求，於是

禱告的時間多了，在自己的禱告中感到神的同在。

雖然我的禱告內容不多，但總感到神的靈感動我心，

而我也渴望神對我有更多的感動，所以我也求神繼

續的感動我。奇妙地我開始與神有更親近的心靈互

動。 

在禱告中也真的經歷神的醫治，有一次我咳嗽

很利害，二哥為我禱告，立即經歷神的醫治，咳嗽

停止了。隔了許多年後，大概七、八年前，有一朝

在工作時感到生理痛，我求神醫治，很奇妙禱告後

痛的感覺消失，我再次經歷神的醫治。 

之前，好幾次聽見哥哥禱告時說出方言，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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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方言有更多的好奇，因此我多次祈求神賜我有說

方言的能力。有一次當我禱告時，竟然可以說出方

言來，發出「嘰嘰咕咕」的舌音，雖然我自己也不

知道自己在說甚麼，但心中感到無比的平安、真實、

奇妙、感恩。感謝主，賜我有說方言的能力、恩典！ 

又有一次在家中與媽媽、大哥為了家中擺放偶

像的問題，發生了爭辯。後來自己走到廚房洗手，

突然在我的左耳響起一個溫柔的聲音：「不用急、

慢慢嚟！」，初時我也不以為然，繼續洗洗面。驀

然，才想起這是誰的聲音？這一定不是出於自己的

想法，這應該又是神在提醒我了！神確實時刻在我

身邊，教導我、保護我、安慰我。 

這些年間，神都透過夢中向我說話，我在睡夢

中禱告、祈求、唱詩歌，感覺好`真實，令我感動、

令我流淚、令我更認識祂確是愛的真神。 

然而，我也經常因工作的緣故，無法參加教會

的主日崇拜及小組活動，這使我內疚。我為這事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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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禱告神。2018 年五月開始，神終於為我預備了

一份星期日休息的工作，使我可以在每個主日與弟

兄姊妹一同敬拜主，讓我的信仰不單只與神建立關

係，也能與人建立關係。 

結語 

以上的點滴都在告訴我，我雖然軟弱，但神仍

是那位一直看顧我的神。在這 27 年間，祂時刻與

我同在，祂按我的需要供應我一切所需，祂的恩典

真的夠我用，祂耐心等候、引導我走祂喜悅的義

路。 

今年我決定接受浸禮，要在人面前、撒旦面前

宣告耶穌基督是我生命的主，我要將我的一切獻與

祂，讓祂掌管我的一生。 

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那位至高、愛我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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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麗儀姊妹（元朗堂） 

大家好！

我是新界神召

會元朗堂的樊

麗 儀 ─ 「 阿

蛙」！ 

其實我由幼稚園開始已經在新界神召會惠群

幼稚園上學，有機會接觸耶穌基督，升上惠群小學

後就跟姐姐上主日學，到了中學就參加學校的團契。

中四那年因爲做學校團契幹事，而認識當時的團長

陳偉傑弟兄。陳偉傑弟兄曾在學校的團契活動中，

邀請袁海光弟兄講分享見證。後來一班團契幹事就

跟團長到了元朗堂，開始參加細胞小組。 

 之後的升學、進修、畢業、出社會工作的日子，

我仍有返教會參加細胞小組，但卻沒有深入了解信

仰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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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 年在神父和丈夫的天主教教友祝福下，

我與丈夫於教堂裡完成婚禮。本以為會跟隨丈夫改

信天主教，但婚後丈夫很少上教會，我更少回到元

朗堂參加崇拜了。 

 6 年前，小兒子才剛滿一歲，我被證實患上癌

症，當時我感到震驚、無奈，在萬念俱灰的時候，

家人帶我回到教會，鼓勵我將一切的擔憂都交託給

主，求主賜我真正的平安。當時在元朗堂原本的細

胞小組得知我患病的事，組長梁子揚弟兄為我代禱，

他當時還邀請劉禮明傳道幫忙，為到徬徨無助的我

禱告。那時，我自己心裡暗暗向主祈求： 

如果我大限真的到了，求主帶我離開，免我痛

楚！ 

如果我此刻命不該絕，求主指引我完成未完成

的任務！ 

如果這回我大難不死，我就要到教會講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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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我一邊禱告一邊接受癌症治療，在這段患

病及康復的幾年間，我求神指引我的路，然而艱難

的日子似乎一件接一件的發生。 

 其後，我陸陸續續發現丈夫的真面目，發現他

做了很多有違人夫、有違人父的事情。那時我十分

掙扎痛苦，問神這個考驗是要我怎麼回應？聖經上

明明記載著： 

愛是恆久忍耐，又有恩慈； 

愛是不嫉妒，愛是不自誇，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只喜歡真理；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愛是永不止息。 

 我問神說：「要我一直忍耐、用愛包容麼？他

會像聖經故事中的那個浪子，會回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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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沒有即時回應。如是者又過了幾年，某天晚

上丈夫突然情緒爆發，迫使我不能不帶著兩個兒子

離開我們曾經一起建設的家園！他決絕無情的態

度迫使我們最終要對簿公堂，展開離婚訴訟，這是

2018 年發生的事。 

 此時此刻，我心裡雖然憂傷，但有更大的安慰

從神而來，因為祂救我們脫離了凶惡。我的癌病經

歷，讓我看穿枕邊人的虛偽、自私、無情。癌症取

不了我的性命，反使我看清楚身邊的人誰是虛情假

意，誰是真心誠意，使我更有智慧去選擇，誰更值

得我去深交。感恩從父母不離不棄的照顧中，讓我

深深感到不求回報的愛！感恩主為我揭開真相，讓

我從這段婚姻的矇騙及愚弄中得釋放。 

 「偏偏」神所揀選的人是我。王一平牧師那天

講的道，神偏偏揀選了如我滿身缺陷的「次貨」，

用我的不完美成就神的奇妙作為。今天我決志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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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禮班，「藉著洗禮歸入基督的死，和祂一同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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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願我在神的家，成為

一個新造的人，學習主的話語，使這「次貨」的生

命改變得更像主！ 

 

林玉婷姊妹（屯門堂） 

大家好，我係林玉婷。

在我未信主之前，我生長

在一個普通家庭當中，生

活本來好平淡。在我中一

學期尾開始，就是我人生

進入黑暗時期，因為那年

是我父母離異的時候，而我亦由一個完整的家庭變

為單親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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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接受父母離婚的事實，我活在痛苦之中，

於是我開始過著放縱的生活。我開始逃學、飲酒、

吸煙，甚至吸毒。我終日流連街頭，見一日過一日，

直到有一日，有一位陌生人走來與我搭訕(現在已是

傳道人)，向我講耶穌，並將她的生命故事與我分享，

就這樣我開始跟她返教會。 

可能當時實在太年輕，過了一段時間後，我開

始又走回以前的放縱生活。回想當時返教會的心態

是因為自己感到孤單，只是想找人陪伴吧！我從未

認真信過耶穌。直到 2001 年結識了我丈夫，是因

為我懷孕而結緍的，我們的婚姻未被別人看好過，

而我們的感情並不是很好，兩三日就會互相吵鬧，

甚至與他的家人關係也不好。直到2006年某一天，

我在家收拾時無意中發現那位姊妹送給我的唱片。

當我拿著播放 CD 後，裡面的詩歌震撼著我心靈，

從詩歌中我感受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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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日隔離的鄰居向我傳福音，就是因為她聽

到我曾播放的詩歌，所以她過來與我聊天分享福音。

之後我跟她回教會，這一次是我真的決志信耶穌，

教會生活又過了不久，因種種原因，我的屬靈生命

又再次停滯了。我感到羞愧，我又再一次讓神傷心。

但神真的很愛我，每一次在我軟弱跌倒時，祂都會

派天使來引導我、鼓勵我、幫助我。 

縱然我失信，但神仍然可信，祂對我的不離不

棄，我真的感受到。 

在我人生裡頭兜兜轉轉又十年，在 2017 年的

平安夜，神再次讓我返回屯門堂這個屬靈的大家庭。

這個家讓我感到安全和被接納，這個家讓我感受到

天父的愛和擁抱，我大女兒也因我而看見耶穌的愛，

她也信了耶穌，也在青年家中成長。感謝主看重我

生命價值勝於塵土，讓我在教會<<底波拉婦女裝

備課程>>中開始裝備自己，我盼望我的生命能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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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人生命見證主。 

我願意一生跟隨耶穌，所以我接受浸禮，與主

耶穌同死、同葬、同復活，一生效法主耶穌。 

 

張仕銀姊妹（屯門堂） 

願 你 們 平

安！我是張仕

銀，我是在2014

年決志信主。在

未信主前，我是

一個情緒化，沒

甚麼耐性，經常因小小事情就會激動亂發脾氣的人。

與前夫離婚後更是很多的怨言。由於前夫媽媽是信

耶穌的，她帶領我返教會，所以第一次接觸基督教

信仰，感覺到教會的溫暖，看見奶奶遭遇那麼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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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仍然很樂觀面對，心存信念，並常常感恩而

感動。當時默默跟自己說我要去教會，希望可以在

教會裡，得著主的帶領，讓我可以勇敢去面對自己

的遭遇和改變自己的性格與心態。最後因種種原因

而擱置教會生活。 

之後，嫁了現任的丈夫，來到香港定居，因不

適應香港生活，整個人更加變得鬱鬱寡歡，整日以

淚洗面，並有自殺的念頭。突然覺得我不能再這樣

落去，心裡想到了主耶穌，於是我在女兒學校問她

同學的媽媽教會在那裡？感謝主！多謝同學媽媽

張俊英姊妹把我帶到屯門堂，並且參加了教會小組，

認識了一班姊妹，融入了教會這個大家庭。 

在小組裡，我學習慢慢地打開自己的心，去面

對一直逃避的問題。教會的姊妹們很熱心為我祈禱，

讓我感受到愛和耶穌的同在，讓我更加有勇氣去了

解自己的軟弱；明白遇著甚麼事情，都要單單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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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交託神，仰望依靠神。 

感謝主！祂改變了我，現在我感到內心充滿有

喜樂平安。遇到不順心的事都會冷靜面對，懂得體

諒和寬恕人，學會凡事謝恩。這全都是神的恩典！ 

感謝主！在神的憐憫和帶領下，在眾人面前藉

著洗禮，向眾人宣告：我的生命屬於耶穌，我願一

生跟隨主、服侍主，見證主，讓更多人認識主！願

主祝福我們！ 

 

曾小蘭姊妹（屯門堂） 

感謝天父愛我，揀選我，

讓我成為祢的子民。 

大家好，我叫曾小蘭，是

一普通傳統的客家人。自小看

慣長輩上香拜偶像，都希望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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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而得到上天的庇佑。而我也不例外，跟著長輩照

做。但生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平安快樂。常常因生

活小事吵鬧不休，不懂得也不想與家人溝通，選擇

逃避，好憎惡家人，覺得他們處處都針對我。我感

到日子每一日都好難過，而因此活在抱怨之中。 

自從我小兒讀幼兒園開始，因他讀的是基督教

學校，所以經常聽到耶穌的名字，但並無真正去認

識耶穌。直到認識小兒的同學媽媽阿玲，我真的看

見她信了耶穌後的改變。她時常與我分享耶穌怎樣

帶領她在生活中依靠祂，並將自己的心情全然交託

祂。之後阿玲約了彭淑敏福音幹事來我家探望我。

當時彭淑敏福音幹事問我是否想改變現在的生活

狀況，會否願意將一切的重擔都交託主，求主幫助

我，於是那日我決志信耶穌。我開始返教會崇拜和

小組，現在也參加了<<底波拉婦女裝備課程>>。

我好享受教會的生活，我們在耶穌的愛中彼此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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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鼔勵、彼此代禱。不久後，聖靈提醒我，要主

動跟奶奶和好，我雖然有掙扎，但我選擇順服主跟

著做。當我主動跟奶奶打招呼時，我感覺到我奶奶

甚是歡喜，對我的態度也 180 度改變，就如親生女

一樣。而我過去對她的不滿，也在這一刻得到釋放。

感謝耶穌對我的愛和鼓勵，修補了我和奶奶的關

係。 

感謝主耶穌給我的愛和力量，讓我在耶穌身上

學識了接納和包容。我全然承認主耶穌是我的救主，

是我的避難所，是我隨時的幫助。我願意一生跟隨

主耶穌，我願意接受洗禮，與主同死、同埋葬、同

復活。經歷主耶穌更多豐盛的慈愛和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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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志豪弟兄（屯門堂） 

大家好，我

叫楊志豪，信主

快將兩年。兩年

前的母親節，朋

友約我去屯門中

央廣場的教會，但之後我找不到朋友。但當我經過

十二樓的新界神召會屯門堂時，教會裡面好多人、

好熱鬧，他們正在慶祝母親節並有愛筵分享。當時

我站在門外，黃笑意幹事出來招呼我進入教會一同

享受愛筵。後來黃笑意幹事將我介紹給彭淑敏福音

幹事認識，自那天開始，我就一直在新界神召會屯

門堂聚會，沒有停止任何聚會。我亦有參與教會的

恩典小組長者聚會，禮拜天的晨更及早禱會。今日

能受洗歸入基督真的好感恩，多謝主耶穌，願主祝

福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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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杏芳姊妹（屯門堂） 

大家好，我叫

顏杏芳。 

我是一個傳統

的女人，家庭、丈

夫、子女就是我生

命的全部。以往的

我只懂拜偶像，早上會上一次香，晚上又上一次香。

每逢節日都會很虔誠地拜偶像，我以為這樣做，偶

像就可以保佑我的家人。     

我女兒是位基督徒，有一次我女兒邀請我和丈

夫一同出席一個基督教教會舉辦的盆菜宴，抱着

「有得食」的心態和丈夫答應出席。在這次盆菜宴

邀請了藝人陳友分享他信主的見證。之後主席邀請

在場未信主的人決志接受耶穌成為生命之主，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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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突然願意接受耶穌為生命的主。而當時我未知

道甚麼是決志信主，我更擔心的事，我家還有祖先

神位，所以我沒有決志信主。 

在 2017 年 9 月 30 日。這一天是我丈夫離世，

對我打擊非常深。我丈夫在離世前真心決志信主，

願意將自己的生命交託給主耶穌，成為他生命的救

主，並接受床邊洒禮歸入基督。丈夫離世後的安排，

也透過教會協助辦理。 

丈夫返回天家已接近兩年了，如果沒有神的恩

典和看顧，我真的很難過活。感謝主，透過教會弟

兄姊妹的愛心關懷，讓我感受到天父的愛和安慰，

醫治我過去的傷痛。讓我在小組中經歷祂無比的恩

典和大愛。我知道我將來必會與我丈夫在天家再次

相遇，我相信我往後的生活也能活得豐盛有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