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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曉玲 

 

 

   

  我在少年的時候，在鄉間自小跟母親去教會崇拜，相信

有耶穌，很開心！後來到了要找工作的年紀，就因為忙於工

作沒有再跟母親返教會去親近天父。結婚之後，丈夫在香港

居住，而我還未領到香港身份證，所以要忙於中港兩邊走。

當時是與家翁家婆一起居住的，後來生了女兒，再過一段時

間終於可以在港定居。但這時婆媳的相處問題和磨擦多了，

成為我的壓力。 

 

感謝上帝的慈愛和憐憫，搬遷到柴灣居住。當我以為可

以安定下來的時候，適應新環境及照顧女兒成為我新的壓力

來源，令我心情十分混亂和煩躁。姊姊很擔心我，於是請朋

友在柴灣區幫助我找教會。上帝派天使張玉英姊妹來到我身

邊，引領我到神光彩虹組；姊妹們探訪我，她們的鼓勵和安

慰令我十分享受小組生活，再次到教會親近天父。但因為丈

夫不相信基督，不喜歡我上教會，於是教會生活又停了一段

時間。教會

的 姊 妹 很

好，依然來

探望我，與

我 保 持 聯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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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生了兒子，留在家管教他很辛苦，但我時常禱告，

尋找主耶穌的幫助，抽時間上教會，漸漸地恢復教會生活，

返崇拜。這時丈夫態度軟下來，沒有阻攔我了，感謝神的恩

典。天父讓我知道，我需要認識神更多，於是就上慕道班、

洗禮班。  

 

得天父幫助，讓我努力跟隨上帝，作主門徒。雖然斷斷

續續的去教會，但好憐憫的上帝沒有嫌棄，我自己也從臭脾

氣變得大脾氣，從對丈夫無理取鬧變得有情有理一點!但願我

生命繼續成長，更像愛我的主!  

  願榮耀歸給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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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貴基 

 

 
  

 

我返了柴灣堂都有十年，以前有去拜佛、吃素的。我返

教會的原因，是想識多些朋友，擴闊生活圈子。我返這裡是

朋友帶我來的，最初只是參加主日崇拜，後來加入了團契小

組。感覺到教會的友善，慢慢更明白神的道理。 

 

2016 年 2 月 28 日，我傷風感冒咳，看了醫生，吃了藥很

疲倦。所以我要參加福音班前後判若兩人，但忽然得到一個

啟示，平常依靠自己的能力做事，但當生病時要向神支取力

量，苦口良藥，病很快痊癒，人在患難中遇見神。當我走到

無力時，只有全然依靠神。特別是在死亡前，信靠主，可得

著平安的心境及永恆的盼望。阿們。 

 

我的鄰居脾氣不太好，時常大力關門，聲音很大，非常

騷擾。我與鄰居不太熟，只是間中打招呼，有時我打招呼，

別人也不回應。為避免麻煩，我盡量少講電話，和轉做震機

模式。有時太嘈吵的話，我便出街，參加其他活動，輕鬆一

下。後來學聖經多了，主禱文有說：「求主饒恕我們的罪，

好像我們饒恕得罪我們的人。」，所以我學習心裡饒恕別人，

並且了解到這只是門聲，別人又沒有駡我打我。自己也有缺

點，只不過是自己看不見自己的不是，而放大別人的不是。

寬恕了別人，漸漸地覺得不太嘈吵了。感謝主，感謝神的話

語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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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睡不著已經成為我的習慣，因不斷想著如何為自己

找益處。最後向神求助，專心仰賴神，結果睡著了。我覺得

重點在專心倚靠神，並非倚靠自己的才能。 

 

「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

可倚靠自己的聰明，不要事

事為自己找益處。有敬虔的

心。」箴言 3:5 

「惟有聽從我的、必安然居

住、得享安靜、不怕災禍。」 

箴言 1:33 

 

感謝神，自此以後，我

自動自覺地躺臥在床上，不

用在屋中徘徊，便可以睡著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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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菁菁 

 

 

   

 在我接受基督前，我對於

宗教、信仰，完全沒有任何概

念。約二十歲時，初出來社會上

做事，什麼都不懂，在工作上的

行為自以為是，時常以為自己的

方法是對的，不容易接受別人的

意見，結果闖禍無數，太多不能

盡錄。我時常以為上司、同事針

對自己，回想起來都很懊悔。放

工放假時，覺得這花花世界真是

美好，盡情吃喝玩樂，所以工作

上更加未能專注，換來上司時常

的責罵，跟同事時常吵鬧，現在

回想起來，完全是自己的過失。

當時假如耶穌基督在我身旁給我

指引，相信不用受到後來工作上

無數次的折磨。   

 

在機緣巧合下成功申請了政府工，入職做助理文員，但

都因自己天生任性而不停的被調職，被調轉部門無數無數次， 

其中過程歷盡艱辛，筆墨未能形容。慶幸的是當我又一次被

調職到稅務局時，認識了柴灣堂的姊妹卓銘傳，繼而認識弟

兄陳繼榮，並在二人的帶領下開始返小組和主日崇拜。 在得

到神的憐憫和眷顧，從第一次踏足柴灣堂的開始，感覺心境

平靜，氣氛祥和，有一種莫名其妙的歸屬感！其後更參加了

團契，與弟兄姊妹們分享了各自的經歷，上了正確人生寶貴



 

 7 

的課堂，對於後來自己性格上的改變有很大的幫助。其後在

葛培理佈道會中決志，因為感受到祂在我身旁保護我、教導

我、更正我。 

 

 自己情緒化的現象改變了不少，以前動不動就跟別人爭

吵，現在學會了心平氣和的想一想別人的說話，從而去解決

問題，減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煩，增加了上司、同事們、朋

友們對自己的信任。當遇到人生的難題或工作上的困擾時，

我會懇求主的指引、主的憐憫、主的帶領，過渡難關。在得

到神不斷地在我身邊的支持和幫助，令我心靈平靜，對生命

有著新的盼望。我深深感受到神的恩典和救贖。我衷心的感

謝神，願神繼續以我同行，帶領我；我誠心順服神，做個忠

實的門徒。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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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金玲 

 

 

    
 

我是金玲，我的生活是平淡而有規律，曾經有過一段日

子，我都會拜神。但是在 2006 年，我覺得，原來我並不認識

他們的，所以我就放下了。 

 

在 2012 年，姊姊金錠去世，她當時用的是基督教的安息

禮拜。我覺得當晚的環境和氣氛令人好舒服。之後，我認真

的對我家人說，他日我去世，我要的就是安息禮拜。 

 

到了 2014 年，我們發覺兒子生病了，情緒大上大落，當

然有勸他看醫生，但都是枉費唇

舌。每日，一家人都生活得很憂心

和煩惱。問題是要解決的。就在

2014 年 8 月 1 日的晚上，我忽然想

起，我可以祈禱，求主的幫助。當

下，我在兒子的房間，面對窗戶，

抬頭仰望夜空，說：「親愛的主，

懇求祢帶我們的兒子志衡去看醫

生……誠心所願！」如是者，到了

10 月 8 號的晚上。主應許了我的禱

告，讓我陪伴兒子，用他自己的

腳，一步步，走向急症室。感謝

主！亦在 10 月 12 號，我約定弟弟

廣輝，返教會崇拜。當天，當我坐

下的一刻心裡面已經有決志的感

動！到現在，我返教會已經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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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段時間，我心裡有著平安、踏實的感覺。感謝主，兒子

情況都有著好轉。我認識了神，神在我的生命裏，放下平安

和喜樂，挪走我的憂慮！我願意常喜樂，將平安向人展現！

希望在洗禮後，成為一個真正的基督徒，亦盼望將來可以用

基督教的安息禮拜，安然回天家！ 

   

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多前

書 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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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倩婷 

 

 

 

 

 

跟普通人一樣，讀書、畢業、工作、拍拖、結婚、生仔，

這一切在我的生命上，一步一步的走下來都是很順利的。直

到 2013 年底，我丈夫發現患有「骨髓發育不良症候群」。讀

science (科學)的我，一時也不知道這是甚麼？醫生解釋，簡

單來說是血癌，而且以我丈夫的情況，只有做骨髓移植，才

有機會痊癒。當時，我倆真的嚇傻了！眼見身旁的丈夫，正

正常常的，怎會有絕症呢？經多番驗証，最終也接受現實，

積極面對。 

打針、食藥、接受骨髓移植，丈夫和我都很正面的一起

面對。但好境不常，骨髓移植後 4 個月，血癌復發！ 一直很

「積極」的我們，當時崩潰了！我身邊的基督徒不斷為我們

祈禱，而且董牧師也來到醫院探望，為我們祈禱。聽她說話

和鼓勵，我們心裡頓時有了平安。之後，經教友邀請，第一

次參加崇拜，剛巧又是董牧師講道。而那次講道的內容，正

正是說「一切事情，都是神安排的，而且是最好的」。我當

時好像明白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我的知識、我的工作、我

的經歷、我的性格，彷彿就是神所安排的，是祂給我能力去

面對和應付這重大的困難。 

 

丈夫的情況惡化得非常快，慶幸在最危急的時候，2015

年 3 月 29 日他接受床邊洗禮。一星期後，他就離開我了。雖

然已有心理準備，但他的離世，我真的非常非常難過和痛苦。

回望這一年多的時間，就是神賜我的力量，給我的平安、鼓

勵，和安排很多天使在我身邊支持我，否則我那可以這麼堅

強地在短時間內接受、面對和適應這重大的轉變。從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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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未來和死亡的充滿恐懼，更害怕獨處。如今信主，有了永

生的頒望和祝福；亦學會了凡事禱告，從中得到了平安和方

向。 

感謝主，一直陪伴著我，支持我， 給我方向，我願此生

也跟隨主，在耶穌基督裡，活出基督的樣式，為主做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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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慕燕 

 

 

  十多年前，因為兒子就讀柴灣堂幼兒園的緣故，我認識

了柴灣堂。當時，為了方便遷就接送他返主日學，所以我們

兩夫妻亦同時返柴灣堂崇拜。 

 

  當初返教會的心態，只是為了消磨時間，等兒子放主日

學，但是日子久了，開始學習讀聖經和禱告。不過，對上帝

的認識仍然不多。 

 

當兒子日漸成長，我倆夫妻開始為了管教的問題有嚴重分

歧，在兒子踏進反叛期，爭拗更多，整個家庭開始爭吵不停，

我的情緒亦陷入低谷。幸好，我認識一班很好的姊妹，當她

們知道我的問題時，就不斷為我代禱；在一次清晨祈禱會中，

我就決志信主。 

信主之後，我嘗試學習禱告，

在禱告中慢慢學識了平靜、忍耐，

並且放下執著，凡事都交託神，

內心變得有平安和喜樂。感謝神

的就是，家裡的氣氛和關係開始

融和。 

 

另外，令我感恩的是，雖然

兒子因種種原因，暫時無返飛躍

小組，但是他曾說過，他縱然如

此，亦不會離棄神？願神時刻都

與我們同在，求主陶造我們，成

為有用的器皿，為主在世上作鹽

作光，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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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少芝 

  

 

  我是黃少芝，返了教會已有2年多。我本人脾氣不好，性

子急躁、主觀、固執又不聽他人意見。再加上我之前是個全

職主婦，只在家教導兒女為主，所以沒有朋友，但卻有拜偶

像的。大約在十年前家中發生了突變，這突變使我身心靈都

受到極大的傷害，而且差點兒精神崩潰。不停地找有這經驗

的人幫忙和看醫生，但都不能得到解決。後來向基督徒的姊

姊說了那事，她就為我找著一位醫生給我和開始帶我返教會，

並找董牧師、林牧師幫我。藉著兩位牧師和主耶穌的大能，

終於開始把惡魔從我體內趕出，問題才漸露曙光；我的身心

靈才得到妥善的醫治和解決。 

 

  我姊姊又教導我凡事可向耶穌禱告。從那日起我便凡事

禱告、唱詩歌及讀聖經。給我發現了，我在尋索的問題竟然

可在聖經內找到答案。我是不懂找聖經的，但更奇妙的是每

次總有一些指引給我。漸漸我發覺好像神給在聖經中教導我

做人處事應有的態度，又赦免我從前拜偶像的罪，更教導我

如何善後，又賜給我有平安和喜樂的心靈，更天天與我同在

和給我有解決每日所要面對各樣突如其來的問題的能力，更

令我內在的恐懼得以釋

放。 

雖然惡魔還不段用各種

方法想再次操控我，但

我想信在耶穌的幫助底

下，終有一天那惡魔不

能再操控我。 

 

  感謝主每天帶領我

保守我。亞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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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麗雯 

 
   

 

自小長大的環境裡很少接觸督基教，直至中學暑假被舊

同學邀請參加暑期聖經班，才有這機會。因不想白白浪費暑

假，一班同學仔一齊參與，有讀聖經、有唱詩歌、有禱告、

有分享，更可認識新朋友，過了一個既充實又開心暑假，那

時感覺美好！ 

 

我再次接觸神的時候竟是我丈夫患病階段；他的舊同事

得悉他的情況邀請牧師探訪我們，被他婉拒。期間亦有朋友

及同事都不斷叫他認識主，都被他拒絶。經過大半年醫治，

情況反反覆覆，直到 2014 年 1 月入院，我小學同學邀請林牧

師到醫院祈禱及講解上帝的道及救恩，之後我丈夫決志信主。 

 

由於痛症影響他需要打嗎啡水，那時我們一起祈禱，承

蒙主恩賜，痛楚開始受控制！主

讓他有著平安，但病情轉變很

快，他最終不敵病魔，返回天家

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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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丈夫安息禮拜裡，我感受神給予我及兒女有著平靜和

安穩；縱然是萬分難過，亦坦然面對並交託給神！之後我開

始在九龍返教會，由於路程比較遠，返了一段時間便離開。

一直想找一間在家附近教會；在一次同學母親的喪禮裡，認

識小學同學的姊姊李玉蓮，並由她帶我返柴灣堂，原來丈夫

舊同事介紹的牧師正是董牧師（舊同事姊姊）。兜兜轉轉後，

都是返柴灣堂，這正是神安排、神引領！ 

 

信主前，我會為小事發怒，易鑽牛角尖。信主後，我學

會了忍耐、包容、多為人著想，亦學懂凡事信靠神，遇到難

題多禱告，心裡有著平安！經過上福音班、成長班及洗禮班，

我領悟到要尋找生命意義和價值。感謝主，帶領我找到生命

的新盼望，活出精釆的每一天！求主保守未信主家人可早日

蒙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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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嘉文 

 

 

 

叫不可能變為可能 

 

接受耶穌基督前 

 

以前在基督學校成長，但對神的關係漸行漸遠。在讀中二精

英班的時候，我受到同學的欺凌，加上讀書壓力大，導致晚

上睡眠質素差，每天向神禱告得平安才能入睡。在中三時，

在小西灣的教會決志，但是對神的關係若即若離。中三下學

期開始沉迷打電動遊戲。直至 2010 時柴灣堂舉辦「唧唧兵」

活動，在那兩星期等待會考放榜時，就埋了一粒種子在柴灣

堂。會考放榜後，成績未如理想，不能入讀本地大學，我決

定到台灣留學。到台灣求學時，在台灣教會有參加過崇拜，

但對他們崇拜熾烈方式感到不舒服，導致我又離開教會。 

 

遇見主後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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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港後，前途迷茫，我為了

去除會考零分污點而修讀一年

全日制「毅進文憑」，但仍然

無心向學，再度沉迷打電腦，

上學期輕鬆拿到學校五科合格

證書，下學期內容艱深得很，

重考通識科差點不合格，數學

要重修。在準備重考期間，外

婆患肺癌瀕死邊緣；董牧師關

心我，聆聽我的需要，便安排

南波弟兄幫我補習。經過多人 

 

 

的禱告和南波弟兄悉心教導下，短短兩星期內小測成績突飛

猛進。以前在數學考試，總是坐立不安，這次我胸有成竹去

面對並挑戰更難的高分題目去作答，因為神與我同在。最終，

討厭的數學科竟成為成績單最亮眼的 Distinction。如果没有

神的介入，我是不能面對自己的恐懼和超越自己的。經過這

次的經歷讓我對神更有信心。 

 

感謝神！祂將不可能的事變為可能，我靠著耶穌跨勝，

並將榮耀歸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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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麗然 

 

 

 

 

我讀的幼稚園和小學都是天主教背景的，所以對聖經或

是祈禱都不陌生，但知道的都是很表面，小時候是有願望才

去祈禱。上到中學，因為不需要上宗教科，身邊亦没有信教

的朋友，所以對神的認識就中斷了。 

 

直到出來工作，在

公司裡認識了一位很虔

誠的基督徒。她常與我

分享她和神的關係和經

歷，甚至神對她說的

話，因此喚醒了我對神

的記憶。與此同時，我

媽媽已返柴灣堂一段日

子，她邀請我返教會的

崇拜，但因為要上班又

要兼讀，加上有了身孕

的關係，我只間歇地參

加崇拜。直到BB出世，

他有嚴重的濕疹，痕癢

得晚晚哭鬧不能熟睡，

令我十分擔心又感無

助。有次深夜，突然的

想起可以嘗試為他祈

禱，求天父的幫助。數

分鐘後，BB 竟然安睡

了！感謝主令我知道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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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的威力！雖然我和媽媽輪流照顧 BB，但他因為濕疹不能入

睡使我和媽媽都身心疲倦，亦令我無精神返工。那時我丈夫

提議我辭去工作，可以多點時間休息，但我從來没有想過放

棄我的工作，因為我有很好的同事、信任我的上司，每天返

工都是件愉快的事，所以我對丈夫的提議只當笑話，完全没

有放在心裡。但眼見 BB的濕疹時好時壞，我又不能好好休息，

我開始祈禱，希望神指引我、幫助我。 

 

在一個多月之後，我和一班同事去到台灣。一天早上，

我們在一間民宿裡吃早餐。當我一坐下，我就看到正前方有

一個書架，上面放有好幾本書，其中一本的封面正正向著我，

上面大大隻字寫著 「你的工作可以找人替代，但照顧孩子是

無人可代你的！」。那一刻我呆了，深深感受到神正回應我

的禱告。祂曾經透過我丈夫去回應我，但我聽不到，今次祂

讓我看得到。返到香港我便立即遞上辭職信，不久，BB 的濕

疹無故好起來。家人知道我很喜歡工作，他們建議我向公司

取回辭職信，但我没有這樣做，雖然對工作不捨，但我無半

點猶疑，因為我知道這是神要我做的事。2014 年開始，我定

期返崇拜和褔音班，那時有位傳道人在福音班裡幫助我更認

識主耶穌基督，他還帶領我決志。 

 

現在我習慣每晚祈禱，但不再是為了願望，而是學會凡

事交托、凡事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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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金生 

 

 

 
  

我在一個小康之家長大，在基督教學校讀幼稚園、小學。

小時候每天都會上早會、祈禱、背金句、上聖經堂，因此便

開始相信有上帝。之後上中學、護校、工作、結婚……  可說

是一帆風順。雖然在天主教機構服務廿多年，忙碌的工作和

生活，再也沒有返教會了。但當我遇到困難時，也會禱告，

求主幫助！ 

  

直至 2013 年，家裡發生重大變故：母親突然患病住院數

月、醫院人事變動和架構重組令我失去理想的兼職工作、和

丈夫之間的磨擦，令我大受打擊，情緒低落，精神飽受困擾。

幸好得到同學、朋友的鼓勵

和支持，我決定返教會。 

 

感謝主！當我來到柴灣

堂崇拜，唱詩歌、唸主禱文、

讀聖經，都是從前唱過、唸

過、聽過的，很有親切感，

令我深深感動。原來上帝沒

有離棄我這隻迷途的羊。 

 

這兩年來，上主日崇拜，

加入「心靈 high high tea」 小

組之後，組長和姊妹們都很

關心我。我感覺心靈平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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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也學會忍耐，脾氣好了，令我重新振作，積極面向人

生。 

 

 

感謝主！一直帶領我，看顧我。現在我滿有平安和喜樂，

因為我相信：主必看顧我，我已將人生交給主。我深信主必

安排和照耀著我的路。 

 

「祢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篇 119: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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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惠敏 

 

 

 
   

從小學時期，我開認識耶穌，相信這世界有天父，會向

衪祈禱。在返教會前，我認識天父就是如此，再没進一步的

了解。然而從前的我是一個很怕事、很悲觀、沒有自信和經

常在晚上會發惡夢等等的人。在學校被同學欺負不懂反抗，

經常自覺比不上她們。在工作上沒什麼特別，返工放工，但

生活上總是很多擔憂，心裡没有平安，晚上經常發惡夢驚醒。 

 

直至 2009 年初，在公司裡，我參加了同事們的團契，從

中決志信主，在某個星期日，同事帶領我參加柴灣堂崇拜。

在這次崇拜裡，我心裡得著一份真實的平安；有了教會生活

後，我的心態慢慢有所改變，不再悲觀，做事正面了許多，

喜樂多了，每晚再沒有發惡夢。而在 2010 年初，更因在伯父

離世一事中，神引用了路加福音 1:78-79「因我們神憐憫的心

腸，叫清晨的光從高天臨到我們，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蔭裏

的人，把我們

的腳引到平安

的路上。」來

安慰我，從中

使我經歷神的

帶領，保守和

聽禱告，令我

更相信衪是又

真又活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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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後幾年，有神在、有教會生活、有弟兄姊妹的同行學

習與守望。神透過不同的天使在我和家人的生活中祝福、保

守和帶領，使我認識神更多，感受神對我無比的愛，正因為

這一切的經歷，我的心態慢慢有所改變，凡事學懂依靠禱告

神，當遇到困難的事候，神賜我勇氣去面對，使我不再悲觀

和過份擔憂，人就變得正面輕鬆了，壓力消失了，每晚都睡

得甘甜，再沒有發惡夢了。多了一份對神感恩的心，感謝神

每天對我的保守帶領，賜給我的一切超出我所求所想的，使

我每天都平安喜樂地渡過，神對我的愛難以用筆墨來形

容.....！ 

 

因此使我內心有一份感動，促使我要起來，回應神的愛，

立志洗禮歸入耶穌基督，加入教會。願我能夠一天比一天更

愛衪，做好衪要我在地上做的工，為將來永生作最好的準備。

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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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霞女 

 

 

 
 

我是在讀小學時，跟來木屋區傳福音的哥哥姊姊返主日

學而認識主。到我讀中學時，我又跟做義工的朋友返教會，

還在那時決志相信耶穌，斷斷續續都返了幾年教會，沒有和

神建立好的關係和溝通，一切似有還無。但有一句金句，多

年來我都記著：「神愛世人，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

叫一切信祂的， 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約 3:16) 

 

到我出來社會工作，因為返輪班的關係，就漸漸遠離教

會了。直至我的兒子知禮出生之後，身邊有一位姊妹同事，

她沒有正式向我傳福音，但我看見她很陽光很正面很愛主。

她很忙，但常常用她的時間在教會事

奉。那時我在想若知禮能從小認真跟

隨主耶穌就好了。總好過像我一樣，

信了耶穌這麼多年，從沒認過自己是

基督徒，因我覺得自己不配。 

 

2010 年聽著鄭秀文的褔音歌「上

帝早已預備」，喚醒我要帶知禮返教

會和盡早認識主耶穌的念頭。我祈禱

求神尋找一間能在家附近的和可配合

我工作時間的教會給我， 神就給我柴

灣堂。再次返教會後，改變了我和神

的關係，得著平安和喜樂。因我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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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找安慰。在困難時我學會祈禱倚靠神，原來神在這麼多

年來，一直沒有離棄過我。 

 

其中在困難時，神讓我知道「祂是不會讓我行一條我行

不到路」所以我能跨過困難！我又相信祂來世上，為世人受

苦難，雖然被釘死十字架上，祂也能戰勝死亡，得以復活。

我的困苦又算得是甚麼呢？！當我把所有重擔都分給祂後， 

我就一無掛慮了, 在困境裡走了出來。 

 

之後開始祈禱求神教我如何做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如何

認真跟隨祂。神安排我去上褔音班，認認真真的認識祂。感

謝神幫助我，些年祈禱最多的是求神「要拉緊我！要拉緊我！

不要讓我離棄祢！」隨後澤明哥介紹我加入歸靈 Go 小組。今

次再返教會，加入小組都沒有以前很易放棄和找藉口不返教

會的感覺，可能多了一份責任感是要帶知禮返主日學。亦感

謝神聽禱告，2013 年神又賜我女兒知恩，讓我深深經歷神給

我的愛和看顧是遠超過我想要的。祂差派天使恩姨和歐娟幫

助我渡過難關，我十分感謝神處處的保護。 

 

從前做事沒有目標,按照自己心意而行事，會擔心自己的

選擇，會很憂愁，做人又沒有方向。但現在，知道明白何為

神的心意、耶穌的救贖，讓我做人做事都有了目標和方向。

因我會祈禱交托任何事，內心就得著平安和喜樂。個人都變

得積極和正面,縱使面對做人的困難和工作的困苦,神都給我

安慰和力量,幫助我繼續向前走。神的恩典真夠用，在2014年

尾,我在工作上遇到很大的困難。但神與我一起渡過,讓我可

以繼續在工作上榮耀祂。現在我會多為身邊的人祈禱，希望

有更多的人認識主。得著神寶貴的救恩。求神使用我,無論在

教會事奉上或在我的工作上,都能榮耀神和讚美主。阿門。 



 

 26 

 

2016 年 1 月 1 日下定決心，祈禱要跟隨主耶穌，要參加

洗禮見證主的愛。雖然要參加洗禮班，在工作更期上配合絕

不容易，但我相信只要我誠心的向神祈求，我信神會成就我

和為我開路。我要成為一位愛神愛人的門徒，盡心盡力跟隨

主耶穌， 願神繼續與我同行。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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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寶梅 

 

 

 
  

我小時候已經聽過耶穌，但當時並未在意，也遇不到信

耶穌的人。及後，兩個女兒分別在 2006年及 2010年受洗。她

們時不時都會向我傳福音，也聽過她們經歷神的見證。後來，

知道耶穌的事多了，知道主會與信的人同在。在 2013 年 9 月

13 日女兒用福音四步帶領我決志信主。 

 

我丈夫未離開前，我們在金華街露天街巿買乾貨的，雖

然我視力不好，但我每天都會自行落街巿幫手。信主後，我

發現天父差派很多天使幫助我。記得有好幾次，視力很弱，

幾乎看不見而找不到回家的路，心裡向神禱告，那幾次真的

有人主動出手幫助；在金華街街巿這麼多年，真的從未試過，

證明天父聽禱告也常與我同在。感謝主！ 

 

2016 年年初，不幸丈夫林大蘇證實患了肝癌。在丈夫患

病期間，我多了禱告，經歷主耶穌的平安。教會牧者及會友

都前來探望及關顧，丈夫在當時也決志信主了。2016年 3月 5

日，教會安排了丈夫和我在家中進行洗禮並替我們拆掉家中

神位以表我們

真心歸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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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前的我，是一個不體諒人、執著，及只會記著別人

對自己不好。信主後的我，不再記念從前的恩怨，不再對人

有怨恨，不和別人計較。每當我想念丈夫時，我也會去禱告，

讓神一起分擔，心裡也變得平靜了。感謝主愛我們及帶領我

們走永生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