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若有人在基督裡， 

他就是新造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哥林多後書 5:17)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受 浸 聚 會 

2 0 1 7 年 9 月 24 日 

浸 禮 程 序 

主席 (姚文鑫弟兄) 
敬拜 (敬拜隊) 

生命見證 (畢李怡德弟兄、戴安琪姊妹、鄒俊傑弟兄) 

信息分享 (黃麗卿姊妹) 

浸禮 (施浸：林志遠弟兄；襄浸：梁泰威弟兄) 

滴水禮名單 

伍美瑞 
 

浸禮名單 

1. 鍾志英 

2. 陳麗珠 

3. 李紅霞 

4. 楊惠妍 

5. 吳東華 

6. 何緯豐 

7. 李玉潔 

8. 潘子華 

9. 郭靜恩 

10. 馬詩琳 

11. 鄒俊傑 

12. 畢李怡德 

13. 戴安琪 

14. 黃佩詩 

15. 馮妙琪 

16. 梁華聰 

讚美 (敬拜隊) 

致送聖經 

報告 (姚文鑫弟兄)  

祝福祈禱 (林志遠弟兄) 

自由拍照 



信息分享 
 黃麗卿姊妹 

約翰福音 3:16 

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
不致滅亡，反得永生。 
 

約翰福音 10:10-11 

我(耶穌)來了，是要叫羊(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哥林多前書 13:13 

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愛，這三樣，其中最大的是愛。 

 

 

 

 

見 證 

伍美瑞姊妹 
我從小就在鄉下長大，結婚後夫婦來
港生活，生有三個兒女。起初在港的
生活還過得去，但後來丈夫經常和朋
友一起打牌，又結識了另一個情人，
我覺得難以接受，一怒之下我就帶兒
女們一同返鄉下，辛苦了幾十年，獨
力把他們養大。長大後，女兒移民到
美國，兩個兒子又到了香港工作，我

就獨自留在鄉下一段時間。後來，我也來了香港與兒子一家一
起生活。有時回想起往事仍覺得孤獨和不開心。在家裡，媳婦
和孫女都向我傳福音，我就接受了主耶穌。感謝教會弟兄姊妹
來探訪我，耶穌令我忘記往事，常常快樂。感謝主的愛，我決
心受浸歸主，一生跟隨主，將一切的事都交給祂。 



鍾志英姊妹 

我家以前是拜偶像的，直到
2001 年，因為兒子和媳婦的關
係，家裏的偶像全部被丟掉，我
也開始陪同他們一起返教會聽
道。那個時候，我是第一次接觸
主，雖然每個星期天也返教會聽
道，我也還未真正相信主。 

2003 年那年，我因為左腳痛的關係去了看醫生，醫生替
我打了止痛針，可是完全不能止痛，加上我還開始發燒，醫生
懷疑我得了沙士，我被要求緊急入院。我在隔離病房待了三天，
因為腳痛好轉，我被送回普通病房，醫生替我每四小時打一支
混合針，可是因為長期注射血管，開始不能順利注射入血管，
藥物也開始流出來。那時我非常擔心，究竟我會怎樣。我在醫
院一直也失眠，有一天，當我合上眼就看見有一大片非常漂亮
的鬰金香，可是當我一打開眼便看不見，我再一次合上眼又重
新看見了。我心想，難道這是神給我看的一個異像，是一個啓
示嗎？大約住了一星期，醫生告訴我，檢查後已證實不是沙士，
加上我已精神了不少，可以出院了。此後，我也每天晚上向神
禱告，把我的煩惱和病痛告訴神。我曾在家裡合上眼看見一些
異像，眼前有一些沙石和一大片爛地，之後，我便感到身體不
太舒服，雖然我不大明白當中的意思，但我相信神一直向我說
話。現在，我也堅持每星期天參加聚會，聽神的話語，這讓我
加深了對神的認識，加上我這兩次看見異像的經歷，我感到神
是與我同在的。我確信主耶穌默默的幫助我，聆聽我的禱告和
醫治我的疾病，我漸漸接受了主耶穌。而我現在起也會把自己
交託在神手上。 

 

 

 

 



陳麗珠姊妹 
返教會的時間也許有 10 年時間吧！期間有幾次
的受浸日子總會遇到有弟兄姊妹或牧者關心地
問道：「有沒有打算受浸呀？」每次內心的答案
總是：「還未有感動啊！」如果他日有這個感動
才考慮吧！  

加上許多時聽到弟兄姊妹友們的見證分享，大都
會是一些很令人感動或感恩的故事。更加令我不時的對自己說，
真是還沒到洽當的時機，神對我的心意還未準備好。  

直至今年 7 月，在一個週日崇拜的家訊中看到 9 月 24 受浸的 
日子，再一次問自己，是否有打算這次受浸，這次的答案跟之
前的好像有點不同，絕不能說上是有感動回響的那一種，就只
是一點點感覺問自己何不趁這個日子受浸呢？於是就開始思
考這個問題。剛巧有一個週日崇拜後在走廊遇到 Ivan，當時
Ivan問我會否受浸，而我很快的回答他說：「我都有考慮呀！」。
在這段期間我向摩西第兄取了一份報名表，還向我兒子說我想
考慮受浸，他當時的表情也是有點驚訝地回問我何解受浸，我
也沒有確實詳盡的對應他的問題。我知道自己也想給自己一個
解釋為何有這個心意..，但好像仍沒有找到什麼理由。 

有次看到一篇文章，內容講及有些人很喜歡來教會，也願意相
信耶穌、接受神的祝福，但是卻遲遲不願參加受洗。他們覺得
心裡相信比較重要，有沒有受洗是次要的。這就好比許多年輕
人會問說：為什麼兩個相愛的戀人需要結婚呢？戀愛不是兩個
人之間的事嗎？為什麼還要透過婚禮在眾人面前表示兩人相
愛呢？這就不是過往我的想法嗎？ 

然而，人們又會反問這樣的年輕人：既然你說你們相愛，但是
為什麼遲遲不願結婚呢？為什麼不願在眾人面前表明你們要
永遠的在一起呢？是不是擔心若是結婚了，要再離婚就比較麻
煩呢？是不是擔心結婚以後，若是遇到更漂亮、更有錢的女人
時，會很後悔呢？這種有保留的相愛，是否能叫做真愛呢？相
同的，既然你願意相信耶穌，為什麼不願透過「受浸典禮」在
眾人面前表明願意接受耶穌為自己生命的救主，願意將自己生
命的主權交給神呢？ 

 



還有些人雖然知道信耶穌很好，但是當他們想到受浸成為基督
徒之後，有很多想做的事情都不能做，很多不想做的事卻需要
去做。他們覺得若是有上帝在他們身邊，他們會很不自由；因
此為了和上帝保持距離、以策安全，所以遲遲不願受洗。這樣
的人要小心了，因為「和上帝保持距離」，就是「不願和魔鬼
分離」。魔鬼會想盡辦法欺騙我們去遠離上帝，這樣魔鬼才能
來掌控我們的生命。因此我們有許多拒絕上帝的理由、或是不
願接受浸的理由，其實是很不合理的，也很容易引起上帝的憤
怒。這個不就是要給我的答案嗎？ 

 

 

 

 

 

 

李紅霞姊妹 

如果要問我「點解信主」；事情是在去年六
月份出了意外，我在前公司開工時被同事用滾
水燙傷我的手，當時很嚴重(事情已報警)。在一
次要上庭時，嘉慧傳送了一份耶和華的律法給
我，對我講，主要妳誠心向主禱告，讀出祂的
律法，因為祂是一位公義的神，妳要誠心向主
禱告，衪會幫助你的。我聽了就向主禱告說：「主

啊，如果祢真是聽到我的求助，來幫助我，我以後就會做個信
靠主的人。」然後我誠心讀耶和華的律法，當我讀到第四次時，
個心很平靜和舒暢，再讀第五次後，我的代表律師出來同我講：
「你可以走啦，因為對方已經認罪了。」(因為未開庭，所以
我是在庭外面等)。我聽了即時對天說：「主啊，讚美祢！」原
來信靠主是這樣有福的。之後我就開始信主。 

 



楊惠妍姊妹 

大家好！很高興今天來到受浸的
日子。希望往後的路都與主同行，因為
我總覺得在我患難、軟弱的時候，主都
會差派很多天使在我身旁幫助我，使我
繼續往前行。 

記得 2008 年，媽媽患了淋巴癌。
當時內心很恐懼，涙流滿面。幸得當時
有信主的舅父、表哥及表嫂，他們在身
旁幫助及鼓勵我們一家。帶我們去找尋
醫院，時常探望及帶我們返教會，認識
主耶穌。 

另外，自己也曾經患了思覺失調，
需要住院接受治療，幸得當時有親友及教
會的姊妹來探望及開解我，現在精神上已經慢慢康復了。 

相信主之後，心裡有了喜樂和盼望，能夠時常倚靠主，每
天都得著力量，所以我願意受浸歸入主的名下。但願往後有更
多的人也得到從主而來的這份祝福。 

 

吳東華弟兄 

我去年確診胃癌，我女兒向我
傳福音，她為我祈禱後心裡感到平
安。之後我要接受各樣的檢驗、治
療和手術，一般政府醫院的輪候時
間都要等幾個月，很神奇的是每次
祈禱後，一星期後就說有位給我治
療了，一切都很順利。住院期間，
家人及弟兄姊妹來醫院探我，亦為
我祈禱，有一天 Shally與我分享聖經，我接受了主耶穌基督為
救主。我在留院期間，在夢中見到古靈精怪的現象，我祈禱後
聽到耶穌叫我不要怕，衪會保守我。經過手術、化療、休養，
現在身體慢慢康復。我現在每星期返教會及參加小組，認識神，
生活開心。 



何緯豐弟兄 

感謝神的帶領，謝謝容
先生的悉心安排、謝謝眾多
的牧者、眾多的弟兄姊妹每
次聚會的分享，不經不覺地
加入了非拉鐵非教會的大家
庭已近四年。 

自小在教會學校讀書，小學、中學和大學都是在基督教環
境的摇籃長大，但我卻對神的愛和聖靈視而不見，我也不懂清
空自己，去載入和接納神的美意。原來一切都是「時機」。世
事是有時有候地，才遇上機縁和機會。 

我 2008 年加入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是由一位
基督徒姊妹安排的，謝謝她的美意，那一年認識了創會會長容
永祺先生。容先生和他的家庭成員邀請我回非拉鐵非教會應該
是在 2013 年左右，而我决志歸信主是 2014 年中之後的事。 

2014年秋天我看了一部電影叫星際啟示錄（Interstellar )，
當中有談及父女感情的情節，她們在浩瀚宇宙下以愛去連綫，
劇情感動了我，啟發了我明白甚麼是「愛」。我的女兒是當年
十二月出世的。我自然隨她的出世，內心產生「父愛」，不自
覺地感覺到，我給女兒的愛，就等同天父對世人那份無私的愛，
可是我一直在糟撻著，從小本來就很多機會認識衪，但卻沒有
思考過、沒有接受過，和沒有認真對待過。原來豐盛而幸福的
感覺，一直等著我，守護著我，而我並不知道。自從返了教會
後，感谢神重拾迷途的我上路。 

神是萬物的創造者，我們是創造者的心血，我明白到我的
女兒非我能帶來世上，一切都是神的安排，我的美滿生活、我
的健康家庭，都是神的美妙設計，我把所有榮耀歸於神。 

我生活上的重擔，過去曾經讓我差點承受不了。信了主、
肩膊負重減輕了不少，原來重擔的放下，也要懂得學習如何放
下的。自此之後，我願意永遠傳頌主的福音，尊主為大，活出
基督。 

每次當我回來教會，我都細心聆聽主日的宣道主題和內容，
主給我智慧，讓我得以明白，聽得入心入肺，「敬畏耶和華是
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 



謝謝 Ivan和永熙帶領我經歷成長八課，謝謝志遠、Shally、
強哥、立韻過去給我的豐富分享，感謝的人實在不能盡錄。 

我從此懷著敬畏神的心，不再浪費時間，為迎接永生作準
備，我求主赦免我過去的罪，未來人生路上不叫我遇見撒旦的
試探。我要倚靠主祢的大能、繼續照亮我的前路，讓我人生獲
得智慧，在智慧的人生路上走向正確的方向。 

 

 

 

 

李玉潔姊妹 

今年 3 月份收到警署电話，懷疑我
與一宗欺詐案有關，事源我曾借戶口給
親戚轉一筆錢，所以牽涉官司，要錄取
口供。我原以為事件很简單，因為我覺
得我無做過犯法的事情。警方约我五月
才録口供，但我掛断電話後感覺很不安，
神感動我要找律師幫忙，當時我很驚惶，
不知所措，只有向我最信任的 Moni 傾訴，
她找了一位弟兄幫忙，原來這類型案件
是一件非常嚴重的事情，得知後就更加
恐懼。剛好成長八課接受報名，以前的
我總會推卻邀請。但那一刻好似神叫我去：
「我會幫你。」當我最懼怕及無助的時候，我只有倚靠神，求
祂幫助我，每晚交託後我才可以安睡。如果沒有神的幫助，這
幾個月真不知怎過！ 

錄完口供的人，原來每一個都要去警署報到。律師的意見
是可能要拖一段時間，我只有祈禱！很奇妙的是，當我第二次
報到時，警方竟因證據不足而撤消了我的控罪。我實在很感謝
神，律師說若證據足夠就很難脱罪。我很感恩，神很愛我，祂
不要我再受驚恐，我也愛主！ 



潘子華姊妹 
今天，我想分享工作上的見證。 

我是一名人力資源培訓導師，1 年
半前加入了一間零售業的公司，培訓
對象主要是公司的前線員工，需要教
授不同的培訓課程。由於是全日課堂，
時間大約是早上 10 時至下午 5時，大
約 7小時，每班人數大約 10-20 多人，
課程包括不同的討論及遊戲，及超過
100 張的投影片，所以需要不少時間去
準備。我本身都有幾年的培訓經驗，
但我要在那麼多零售經驗豐富的前線
員工面前講解，當中的心理壓力真的
好大。加上我本身是一個自信心不足
的人，所以我一定要準備得十分充足，才令人覺得我說話有說
服力，能壓場，能令他們專心上課，學習到有用的知識。 

除了課堂內容準備充足外，表達能力都是十分重要。如果
我準備充足，但表達能力弱，說話平淡，沒有生氣，這樣的課
堂，同事會覺得好悶，時間很難過的。我深明這一點，所以我
需要在課堂上保持笑容，充滿活力，說話生動活潑，才能吸引
同事去專心聆聽。我本身是一個比較靜的人，如果沒有課堂的
日子，在電腦做文書時，我是可以好專心工作，全日不說話的。
那如何令我充滿活力由頭帶到尾呢？我選擇每晚及每朝早都
祈禱，求主賜我充滿自信及活力，同事們專心上課及獲得有用
的知識。 

每個課堂完結前，同事都要填寫對課堂感受的問卷，好感
恩，同事們都給我高分數，他們說我說話生動活潑，上課氣氛
輕鬆開心，時間過得好快，亦有不少同事口頭直接同我說教得
好好。亦感謝同事的意見，可令我改善，更加進步。 

我最記得有一次，在填寫問卷時，有位女同事突然出聲說：
「好鍾意上妳的課堂，妳真係教得好好，妳教嘅嘢真係好實用，
不只在工作，連生活上都用得著。」我不知道我是否真的教得
好，但我是盡了全力，我好感謝主，幫到我，又幫到別人！ 



除了講解課堂，我工作亦包括舉辦員工活動。有一次要舉
辦賣旗活動，早上出門下大雨，好擔心同事們要在大雨中賣旗，
我再次祈禱，希望去到賣旗的地方可停雨，有微風，同事們可
舒服地賣旗。去到賣旗地點時，地面濕了但已沒有下雨了，還
有微風，活動亦順利完成。真的好感謝主！ 

 

 

 

郭靜恩姊妹 

我雖然只有 9歲，但已經返了教會差不
多 10 年的時間，因為我在媽媽的腹中已經
開始返教會了。媽媽說我的出世是一個奇蹟，
因為媽媽的身體一向也不好，本身有心臟病
的媽媽，在生產過程中突然抽搐，媽媽說在
她仍清醒時只記得禱告主說：「賜下是祢，
收取的也是祢，一切在交在主的手中吧！」
便暈倒了；昏迷近十五分鐘，而我就在媽媽
暈倒後，不用任何儀器幫助，自行出世了。 

無人知道為何媽媽暈了仍然可以自行生產，連醫生也不知
道為何，媽媽說這是天父的幫助，是天父的恩典。媽媽給我的
英文名叫 Dorothy，意思是「神的禮物」。 

在教會中成長，我覺得好開心，弟兄姊妹也好愛錫我。在
主日學、Rainbow Kids 及讚美之泉的服事中，我認識更多主耶
穌的事，加上每晚爸爸也會講聖經給我聽，為我禱告，讓我更
覺得天父是真的。在小學二年級時，考試前夕，我覺得好大壓
力，晚上就哭了起來，媽媽問我發生什麼事，我說好怕明天的
考試，於是這天晚上，爸爸、媽媽和哥哥一起為我禱告，求天
父賜我平安的心去面對考試。第二日考試時，我仍有點緊張，
便想起媽媽說：「當我們遇到困難，可以禱告主求幫助。」所
以我就在心中禱告，禱告後我覺得舒服好多，便輕鬆去面對考
試。我覺得主耶穌是好好的，因為祂好愛我，我願意一生敬拜
主、跟隨主，回應主對我的愛。 

 



馬詩琳姊妹 

我由出世後大約 1歲時就上主日
學，經常在主日學聽到好多關於神的
事情，大約在 3 歲時信主。 

我在不同的時間都有一種好强
烈要信主的感覺，特別在 3歲及 5歲
時，强烈感覺後，心就平伏下來。通
常是在巴士上或在家中，我心內會好
感動，會感到神愛我，會流淚。 

我以前不太說話，但信主後多了
很多說話，也多了憐憫人的心，以前
都會有但好少，信主後多了這種心又
好願意表達出來而且比較熱情。 

我在學校唱「願我的禱聲，能隨
着歌聲，奉送到天空中，感主恩銘.....」，會感動到哭。 

我的小學是天主教小學，會有聖母經，聖母經是透過瑪利
亞幫我把禱告轉交神，但我知道我可以直接向父神禱告，不用
經瑪利亞，她只是耶穌在地上的媽媽，所以我決定不讀聖母經，
別人讀時我就閉口；我又向老師說不做聖母經功課，老師明白
我是基督徒，也同意我這要求。 

五歲時已信主，但覺得自己不夠好不能受浸，覺得受浸是
潔淨身體，受浸進入水時覺得會與神心靈相通，但卻不知道信
而受浸這真理。現在我很明白信而受浸這真理，所以今年決定
要受浸。 

我看聖經時會好被吸引，但是又好懶惰去打開聖經。現在
我決定要每日都用十分鐘來讀聖經，不讓魔鬼得勝，因為我已
是屬主的！ 

 

 

 



鄒俊傑弟兄 
我自小在一個非基督教的家庭長大，

很少接觸到福音。直到在大學期間，當時
我妻子很希望我也可以到教會去認識主耶
穌，就這樣開始了第一次。接著的三、四
年，我只是斷斷續續地到教會，當時並沒
有太大的感受。直到出來工作後，我要負
責很多大型項目，感到不少壓力和勞累。
於是妻子鼓勵我祈禱，並且告訴我神會替
我分擔。祈禱後，我感到很平安，慢慢我
便習慣每當遇到困難時，我就會祈禱。後來與妻子上婚前輔導
課時，再次聽到福音，更多的認識主，我很受感動，牧者便帶
領我作決志祈禱。 

近年，我的工作仍然讓我感到十分勞累，我急切需要轉
換工作環境，便為此祈禱，希望尋求神的指引，豈料神真的回
應了我：記得有一次在主日崇拜中，神透過妻子告訴我祂已為
我預備我的前路，不久真的有新工作聘用我，而且是我一直所
求的工作環境。感謝主，我經歷到耶穌的幫助，我願意受浸，
一生跟隨祂，感謝主。 

 

 

畢李怡德弟兄 

我在信主前是一個內心負面、容易低落、
冇信心的人，後來受到媽媽的邀請回教會，亦
開始穩定地參與 Shining Tag，慢慢對神的認識
加深了，亦有看見家人被醫治和被拯救，加上
自己亦經歷和領受到神的恩典，因而信主。 

其實我爸爸患有腦退化症，他的病情很嚴
重，經常會發脾氣和暴躁，亦會常常外出卻忘記回家的路，當
時的我很迷茫和很無助，亦常常因為此事而感到憂愁，媽媽就
建議我嘗試祈禱，我就跟著做，爸爸的病情確實有好轉，而且



還能找到一間不錯的長者中心，讓爸爸早上有人照顧和進行腦
部訓練。自己亦在不同的大小事上經歷到神的恩典，例如：讀
書考試，亦明白到人若靠自己的話，什麼也做不了，唯有靠著
神，我們才可以有能力去完成每一件事，我知道這一切都是神
在背後的工作，非常感恩。 

我相信主是因為耶穌是有大能、是會醫治人、是施憐憫，
更是會聽禱告的神，只要我們呼求神，神就會回應，亦相信耶
穌基督被釘十字架是要以祂的寶血洗淨世人的罪，而且要給我
們一個豐盛的生命。我在教會聽道而得知神有多愛我，我信主
後也變得比以前樂觀、信心加強，而且知道在主裡面要常常喜
樂，靠耶和華而得的喜樂是我們的力量（尼希米記 8:10)。 

 
 
戴安琪姊妹 

過去的我生活在昏天暗地、自我封閉的世界裏，感到這世
界上沒有人明白我，沒有人愛我，只有孤單寂寞和消極情緒陪
伴我。我不知該怎樣生存，我好討厭這世界，我不明白在世上
為何要承受許多的痛苦；消極到極點時，腦裡只有一個想法：
自殺！離開世界、脫離痛苦。 

我覺得所有問題根源於原生家庭。我自
小與媽媽在國內生活，爸爸在香港工作，一
星期見一次，我沒有感到被愛。我和妹妹每
天就是陪媽媽與她的朋友打麻雀時自己玩
耍。後來，我們申請來港，才發現爸爸欠下
巨款，媽媽要工作替爸爸還債，更沒有時間
照顧我們。生活壓力壓到她喘不過氣，媽媽
的脾氣開始變得暴躁，家中充滿吵罵，我心
裡的負能量也與日俱增。爸媽學歷不高，也
不懂表達自己；家中沒有溝通，只有吵罵，
我變得沉默，但每句罵我的話都聽進去，心
裡怨恨越滾越大，與媽媽也越疏遠，爸爸就更沒有感情。我感
受不到愛，但我好渴望被愛……！我開始拼命找愛情，為了逃
避負能量纏繞，我選擇離家出走。帶著傷痕累累的心，將希望
寄託在男朋友身上，結果雪上加霜。 



突然有一日，有個聲音說：「你返屋企啦！你返屋企啦！
同媽媽和好啦！」那聲音不是命令，沒有令我抗拒。我現在想
來是聖靈的感動。後來我就搬回家住。神沒有改變環境，而是
改變我的想法。回家後曾有再次逃走的想法，但我想神沒有理
由要我重蹈覆轍。感恩是神把很多基督徒放在我身邊，一些從
神來的智慧和從未想過的觀點，突然間我可以寬恕和包容，我
的心好滿足，有被安慰的感覺，因為終於有人明白我，明白我
其實很愛家人；又感到無論我覺得自己很差、冇價值、曾經自
殺、心裡好多憎恨、好多苦毒，又抱怨，但天父沒有停止愛我，
祂讓我渴望和感到愛。 

我的同學阿玲信主後有很大的改變，她吸引我來到非拉鐵
非教會。我曾決志信靠耶穌，但一直都沒有到教會接受牧養。
我跟阿玲到教會不久，她就嫁去北京，她鼓勵我參加教會的啟
發課程，結果我與一個朋友完成整個課程。起初只想認識神，
卻再一次經歷神的真實。在啟發營裡講及聖靈，在祈禱時，神
透過一位我完全不認識的姊妹來為我禱告，她靠近和抱著我的
頭，我們不停哭，我感受到無窮無盡的愛湧進我內心，眼淚不
停流，後來她開聲說：「阿女，對唔住，原諒媽媽，媽媽其實
好愛你，媽媽用錯左方法去愛你…。」我感到震驚，更失控的
哭。我唯一知道是我從來沒有勇氣提這事，連祈禱都講不出口，
也不懂說那感受；但神全部知道，祂透過一個完全不認識的姊
妹，讓我知道，沒有人比神更明白我，更愛我！從前我不相信
神的存在，也不信神會愛我，因為祂看不到、摸不到，但祂卻
安排了天使在我身邊，來傳達祂的愛。我看見教會很多長輩，
我覺得很好，也非常期望父母也是基督徒。神很好，讓我在教
會中感到母親的愛，在我迷茫、不開心時，給我力量、平安、
信心，讓我可以面對困境，不再苦毒和困擾。 

 
 
 
 
 
 
 
 
 



黃佩詩姊妹 

記得在大學時期，我讀
了一科自己不喜愛的科目，
經常埋怨為什麼神要安排
這條路給我行，當時我真的
很辛苦，不想再修讀這科，
情緒起伏很大，這種崩潰或
許只有自己才知道。但上帝
當時透過不同渠道和我說
不要放棄，一次偶然機會下
看到一套非基督教的電影，
但電影背後的主題曲正正回應了我當時複雜的心情，安慰了我
接近崩潰的情緒。畢業到現在都差不多三年了，逐漸明白當初
祂在我生命中的安排。 

有很多時候，我們都不明白上帝的安排，特別在遇上困難
時，我們可能會埋怨為什麼上帝沒有回應我們的禱告，為什麼
祢愛我卻要給我苦難呢？其實上帝不是不回應，只是祂用另一
種方式回應，到故事最後你就會明白祂背後美麗的安排。上帝
愛我們，祂自然會給我們最好的安排。 

「所以，不要憂慮說，吃甚麼？喝甚麼？穿甚麼？
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們需用的這一切東西，你們
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
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 」 

「因此，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
憂慮；一天的難處一天當就夠了。」 (馬太福音 6:31-34) 

感謝主伴我同行❤ 

 

 
 
 
 



馮妙琪姊妹 

回想起來，其實我一直都在主的恩
典中渡過。 

從幼稚園到小學，再到中學，都是
在有基督教背景的學校裡成長。星期日
的幼稚園，還會化為教會，讓弟兄姊妹
在其中聚會。我會去上主日學，更參加
了基督少年軍。所以我自小便有幸能認
識到基督耶穌，聽著比一般人多的見證、
道理、真理。可是後來我覺得在紀律團
隊裡甚為辛苦，到小六的時候就沒參加
了，連帶著教會也沒去。中斷了幾年的
教會生活，在信仰的路上覺得好迷惘，
也從沒好好認真對待自己的信仰。 

直到後來遇到了基督教異端在對我傳教，我拒絕以後，一
個想回復教會生活的念頭在我心裡萌生，想要更多了解主耶穌，
讓自己不會丟到陷阱裡，就主動找了朋友說想要回教會。直到
回到教會敬拜中，我才發現主其實從我兒時起便一直與我同在，
儘管我自己走開了，祂還是把我找回來了，並沒有放棄過我。
那刻，我便在心中立志要好好的跟隨主。 

 

 

 

 

 

 

 

 

 



梁華聰弟兄 

信主和返教會已經有段不短的日子了，算下來已有六年，
也就是說我整個的中學生涯都離不開非拉鐵非教會。我的信仰
亦在這不短的日子中紮根、發芽、茁壯成長。神在我的生命中
有許多的作工，讓我認識到祂就是唯一的真神，是確實的，值
得我終生跟隨的信仰。我本是佛教徒，這跟大部分的人一樣，
是由於家庭的影響，是親人們帶給我的。但我現在的信仰很不
同，是我尋找得來的，是一份屬天的恩賜。因為我的信仰是經
歷過選擇的，不是人家要我信就信，不信就不信。 

到目前為止經歷神最多的莫過於中學的時代。我從小對自
己學業的要求便很高，加上身邊親人、師長對我期望頗高。常
常導致自己壓力太大，加上自己有點靦腆，不大喜歡與人分享。
在這時候我竟然想起了基督教的神，我嘗試祈禱，跟神分享我
的壓力。神真的回應了我的訴求，給我力量去面對，給我聰明，
又給我安慰。讓我在壓力最大的時刻感受到神與我同在。我開
始越來越相信這位上帝了，感受到祂的存在，因此在一次別人
的得救分享中，我決志要信耶穌。 

神的恩典絕不止於給我幫助與安
慰，更給我機會去服侍。由中四開始，
我跟隨學校團契參與校內的服侍工作。
當時對樂器一竅不通，唱歌也不擅長，
更有點內向不敢在人前說話。但神卻為
我預備了做小組組長的崗位去服侍，向
師弟傳福音。在為神作工的時候，神竟
然開了我的嘴唇，給我勇氣去為師弟們
解決信仰上的問題。在當中我感受到身
為基督徒，為神工作的喜樂。我又一次
尋見了神。 

我的見證或許沒有悲天憫人，但是
神的愛卻沒有少給了我一分。現在，我
準備好成為全新的我，進入基督，接受
洗禮。 



 

 

如果您想更多認識主耶穌， 

歡迎您繼續前來參與我們的主日崇拜！ 

願主耶穌的恩惠，常與您同在！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地址：九龍新蒲崗寧遠街 9號越秀廣場三樓 (教會) 

教會電話：2712 0265 網址：http://www.hkcpc.org.hk 

主日崇拜︰上午 9:30 (早堂) / 上午 11:30 (午堂) 

兒童聚會 - 幼兒兵團 (幼兒級) ︰上午 11:30 

- 兒童兵團 (小學級) ︰上午 1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