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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分享 
 黃麗卿姊妹 

羅馬書 4:25 

耶穌被交給人，是為我們的過犯；復活，是為叫我們稱義。 
 

約翰福音 10:10 

盜賊來，無非要偷竊，殺害，毀壞；我來了，是要叫羊(人)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見 證 

鍾楚明弟兄 

我兩歲的時候患上了小兒麻痺症，初時
只能在地上爬來爬去，到現在記憶力仍
然不好，不識字，會常常忘記發生的事。 

由於父母不在世，兄弟姊妹需要工作，
我大部分時間都在護老院或醫院渡過，
之後接觸到教會，每星期日也有参加教
會聚會，覺得內心舒服、平安，願意接
受浸禮，接受耶穌。 

 



梁群瑞姊妹 

我在二十多年前由中國來港與丈夫重聚，當時
我的身體有風濕骨痛，有時整晚痛到睡不著，
我丈夫教我祈禱，求神醫治，禱告之後就沒有
痛，我相信神聽了我們的禱告。後來，我丈夫
教會的蔡牧師來探訪我們，傳福音給我，叫我
返教會，但我只返了幾次，就沒有再返，因為
我要照顧家庭，而且自己聽不懂廣東話，不懂
得與人溝通，我覺得我心裏相信便可以！ 

兩年前非拉鐵非教會的弟兄姊妹來我家探我，我再次接受耶穌，
他們一直都邀請我返教會，當時我沒有答應，直到 2017 年年
尾，我答應了他們過完舊曆年後會返。2018 年 4 月，我開始
返教會，後來教會報告有受浸聚會，有姊妹問我是否要受浸嗎？
我即時回答要。感謝神為我安排，將榮耀歸主！ 
 

馮志光弟兄 

我在中學時期也曾接觸神，但隨著多年在社會打滾，煩惱時刻
紛擾，心裏充斥不少噪音，漸漸地與神「隔絕」。 

2017 年 12 月 30 日，我在佈道會中決志。
當時大概是感到心中格外平靜，神便進到我
的心中，信仰歷程就這樣展開了。 

我第一次向神祈禱是在今年 4 月，因有一位
國內小孩天生右腳掌只有一隻拇指，三年前，
我為他配制矯型鞋墊，今年我想他行路步姿
有所改善，就想重新設計一對更配合他的矯
型鞋墊，可是，制做當天由早上 10:00 做到
晚上 12:00 都沒有一對滿意，這時我祈禱交
托給神，片刻後突然有靈感，用了一個半小
時工作時間便完成一對滿意的鞋墊，幾日後
問有關診所試穿效果，回覆是行路明顯有所
改善。 

只有禱告，我與神的關係，就這樣一點一滴
的建立起來，神就在我的生活中。我相信這只是信仰的起始，
我的生命仍有許多地方需要神的更新、明白祂對我人生的旨意，
跟隨主、作主的門徒。 



 
何文強弟兄 

從前的我是一個理性、小心眼以及自我中心的人。盡管父母有
燒香拜神的習慣，自己亦曾於天主教學校成長，然而從小到大
都認為求神拜佛、望天打卦根本不切實際，做人應該靠自己，
做事只須奉公守法便能稱得上為一個「好人」；在我而言信仰
是虛無縹緲的東西，不真實也不理性，跟隨者只會被添加無形
的枷鎖卻得不到任何回報，實在吃力不討好，所以我從未想過
自己會跟信仰扯上任何關係，也絕少跟有信仰的人打交道。「命
運由我創」，我本著這樣的價值觀活了廿多個年頭。 

直到剛踏足社會那年，適逢經濟低迷，初出茅廬的我於試用期
還未到一半竟出起水痘，被迫休息了個多星期；長期的缺勤令
公司懷疑我偷偷到別的公司試工，一度決定不再錄用我 … 小
小的水痘不但令我受盡皮肉之苦，更使我失去第一份工作，實
在不甘又沮喪，首次感受到人的軟弱及無能為力！ 

絕望中得到了一個起死回生的機會，公司提出讓我到其新開業
的分公司做開荒牛的建議，否則便開除我，我只好欣然接受。
沒想到經過一番波折，我就在那裡認識了他，那位跟我一同日
夜拚搏、領我信主的同事。他是教會的小組組長，他的良善、
慷慨及積極正面的人生觀令我對基督教產生另一番觀感，亦漸
漸對這信仰產生了好奇心，之後我接受了他的邀請到教會參與
活動、崇拜及團契，聽多了、看多了、感受多了也明白多了，
身心都變得豁然開朗，及後我更於一個大型佈道會內決志信主，
改變了往後的一生！ 

「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
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原來主早已為我預備
道路，讓心剛硬的我能被主的愛所感化。信主
之後，我的生命有著極重大的改變，學懂了分
享、不再自我及斤斤計較，讓我確切體會到什
麼才是真正的平安與喜樂，領略到自己的渺小、
軟弱與無知，亦明白了前半生營營役役的生活
是如何浪費了主所賜的寶貴生命；信仰既真實
又可取，主的救恩令我身心得以潔淨，主的話
語讓我生命有了方向與盼望，誡命律例使我遠
離罪更得主愛。「生命在祢手」，我衷心慶幸能
得到跟隨主的機會，願以一生跟隨來答謝上主的厚恩！ 



郭燕娟姊妹 

我人生第一次聽佈道會是在非拉鐵非教會，
那是 2015年 10月 4日的鄧萃雯全港分區培
靈佈道會～走過幽谷、迎接祝福。那次是我
的好友美華邀請我出席，佈道會完後，Coco
姊妹見我沒有出去決志，就和我傳福音，之
後我感動決志，又願意將自己人生一切交託
給主。 

決志信主後，我參加了教會的喜樂團契，開
始小組生活，有讀經靈修。小組聚會完後，
我繼續上成長八課，這個課程加深了我對神
的認識，確信祂是三而一的神～聖父、聖子、聖靈。 

未信主之前，我是一個沒有動力，凡事沒有信心和悲觀的人，
信主後，主給我信心，加我力量，我懂得將一切不開心及煩憂
交託給神。還有阿燁邀請我加入長者義工隊，參與探訪院舍的
服侍，當中可以和長者一起唱詩讚美神，向長者傳福音，為他
們的需要祈禱，心中就充滿平安喜樂，感謝主！ 

感謝神的帶領，上完啟發課程後，我決定受浸，我願意歸入主
的名下，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希望受浸後，可以多些
服侍神。 

 

馬紫玲姊妹 

我認識主已有一段日子，但時常都給
自己諸多藉口，去逃避親近主，直到
我至親愛的嫲嫲歸信了主，我覺得可
以跟她一同信主。但後來我又再次給
自己藉口，因家人還未接受主的恩典，
我不敢妄為去信主。 

拖拖拉拉又過了幾年，直到這兩年自
己身體開始出現毛病，甚至乎影響工
作，當時我自己也沒有辦法，只好向
神祈求，求祂幫助我：「主呀！我是信
祢的，是否信祢就得救？」我心裡一直只
懂得求主醫治我，每次遇上痛楚都祈求主減輕我的痛苦。有一
天我突然問神：「神呀！是否我現在做的工作不太適合我呢？



祢告訴我知。」為什麼我會這樣說呢？因為我在這個崗位已做
了十多年，我真的不想放棄，當我祈求完了之後，心裡有很大
的勇氣下了決定，我要辭去這份工，老闆亦很體諒我，不需要
我做足一個月。為此，我真的很感恩。感謝主！所有都是神的
安排，這段日子神為我安排好一切，不需要我費心，雖然收入
減少，我應恐懼，但我心裡仍然有份平安。 

真的感謝神！願榮耀歸給主。 
 

黃思綸姊妹 

我在 2012 年開始認識主，那時因為住的地方
有所改變，兒子剛剛升中學開始反叛，心情好
不安頓，心境憂慮，心神彷佛，心慌慌。之後
Moni 姊妹帶我返教會上啟發課程。 

當我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就向天父禱告，慢慢
開始感覺有依靠，將事情交託神，由神為我們
開路，感覺平安和喜樂，我喜歡神的話語，神
充滿著愛，自此之後自己的脾氣就改變了，懂
得包容別人，人也平靜了開心了，家人關係都
好了，自己的事業和成績都有所突破。 

兒子由中學進入大學階段都沒有方向，那時，
我向神禱告，求主帶領。兒子第一次考 DSE，因為中文科欠一
分，連副學士學校都沒有資格入讀，不能延續上大學，唯有選
擇自修一年再考。重考這年都有很多甩漏的地方，不知道自己
再考之前要報大學，以為沒希望，感恩後來都補救到，成功報
讀大學。他行為都如以往一樣日日打機，只是考試前一星期溫
習，以為同往年一樣都不會入到大學，到放榜前一晩，約定兒
子第二天一起去吃早餐後便去看成績。第一次考 DSE 要回學
校取成績，第二次就不需要，只需在網上查看。兒子遲遲都不
敢開電腦面對成績，最後出街打開大門之前查看，結果考到 4
分，當時他不相信，以為是出錯，等到中午收到掛號信，結果
是真的，我們一家都很開心。 

兒子一直沒有想過出國讀書，經過一年的自修，當中曾有這念
頭，但擔心家人負擔不來而沒有提及，神為兒子開路，最後可
以選擇去澳洲繼續升學。也感謝主於 2018 年為丈夫預備一份新
的工作，好讓我們在經濟上更有能力負擔兒子學業上的需要。 



也感謝主在女兒升中時，為她預備一間好的中學，最初都沒想
到女兒要選讀這一間，因為她的學校每年只有一位學生可以入
讀，女兒最初不喜歡，怕自己讀不上，想扣門轉校，但校長說
先嘗試，真的讀不上才轉。結果今年已中三，9月升中四，她
讀得很開心，這間學校讀書氣氛很好，大家互相影響下，每一
位同學都很勤力，以上所有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盼望神繼續帶領我們一家，兒子和女兒能選擇自己適合的科目，
一家人健康、工作順利。 

 

 

李仕夢姊妹 

在 1998 年的時候，我還未認識獨一的
真神，但因著生活上的一些經歷，我
向這位我未知的神呼求：「上帝啊！我
該怎樣面對！」 

1999 年日記中提到，當時懷著大女兩
個月，丈夫才接受我們的 BB，日記最
後也寫下：「感謝上帝！感謝祢！」因
為，在我心裏面，最值得傾訴的對象
就是上帝，最信得過的都是上帝！在
1998 年開始，上帝已經住進我心裏
面...。 

我對上帝的呼求和禱告，讓我心裡感到有安全感，覺得所有的
不愉快，祂都可以幫我去解決，去替我分憂！ 

由於身邊沒有我認識的基督徒，也沒有勇氣自己走入教會，我
只能透過電視的基督教節目、圖書館裡有關基督教的書，去聽
和去瞭解一些關於耶穌的事，心裡也相信祂就是神，但對祂的
認識卻很少。 

直到最近，在商會中認識了 Jonathan Leung 弟兄，他邀請我返
教會，我對主的認識也多了。後來聽見有受浸聚會，我想我可
以更快的去瞭解上帝了！ 

我返了教會 3-4 次，清楚知道祂就是我多年來一直想要找尋的
上帝，我終於找到祢了，我的上帝！ 



劉芷寧姊妹 

首先，很感恩我的未婚夫 Jonathan Lam
帶我踏進這個教會，能夠令我一步一步
去更親近神，認識到很多弟兄姊妹，慢
慢融入教會當中，是一件喜悅的事情。
我大多數每個星期都會回教會的午堂崇
拜，都兩年了，由啟發課程開始參與，
到現在又有一個受浸課程給我參加，我
覺得是神的安排，衪為我一路的舖排，
因為教會的受浸日期也提前了，令我可
以在結婚前受浸，是神為我們預備的禮
物，而且一直受到未婚夫家人和教會弟
兄姊妹的鼓勵，令我更加有受浸的決心。 

在教會這段日子裡，令我更認識神，學習怎樣與主交通，由不
懂得去祈禱，到現在也有小小的見證。在三月份的時候，我與
Jonathan 到台灣去拍婚紗照，去之前的一星期，台灣的天文台
說都會下雨，每天都在祈禱，希望會有好天氣，而且去到的第
一天也是下雨，我們心想這次的拍照可能會因天氣而拍得不好，
沒有好的天色，所以還是繼續祈禱，因為我知道神會垂聽我們
的禱告，眷顧我們。到拍照的那一天，不但沒有下雨，而且還
有太陽，感謝主為我們帶來好天氣，好心情，令我們的照片更
加美麗。果然，拍出來的照片的光線很美，藍天白雲，拍攝當
天亦不用淋雨，令拍攝順利進行。我將踏入人生另一個新階段，
要從聖經中學習人與人之間相處之道，互相尊重，要怎樣去維
繫一個家庭。相信主會在我們彼此間作主作王。 

其實，神是我們的依靠，我們每天都會有不同的困難和壓力，
與其獨自面對，不如與主去分享，有什麼難關都會能渡過，因
為與主同行，我們永遠都不會是孤單的，所以要經常與主交通，
不要離主而去，主是我們偉大的救主。感恩！ 

 

 

 



沈欣樺姊妹 

小時候，我曾跟姑姐返教會，返了大約兩三
年，因為學業和時間方面遷就不到，所以就
沒有繼續返下去了。不過，在姑姐的家中都
會經常唱詩歌來敬拜主，全家人當中，只有
我媽媽和爸爸未信主，其他家人都已經信了
主一段很長的時間。 

後來在一個場合中，我認識了教會中的一位
弟兄，他鼓勵我重回教會，好讓我能更多經歷
主。之後，我參加了教會的啟發課程，在啟發課程中，我能夠
聽到更多關乎主的事蹟，認識祂更多。 

再次回到教會的日子中，記得有一個晚上，我睡不著，我禱告
求主安靜我的心思，好讓我能安睡，有好的休息，祈禱後，我
很快便睡著了，第二天整個人都很精神。 

感謝主！讓我經歷祂是聽禱告的主，是真實的主，也是幫助我
的主。再次回到主身邊，我發現自己的生命也有所改變和成長，
我的脾氣好了，也能堅持祈禱和讀聖經，主幫助我，讓我信主
的意志更加堅定，不會動搖。 

 

 

 

 

 

張承軒弟兄 

我從小就拖著父母的手上教 
會，主日學導師每月教的品格
至今仍銘記於心，使我小時候
較現在更天真無邪，沒曾幹過
甚麼壞事。然而，某些小學同
學利用此，讓我受了些許苦頭。
當時我倒不以為然，因為我還有家人、教會弟兄姊妹及朋友在身
旁撐腰，而且還透過睡前禱告向神訴苦，生活尚算平穩。 



數年後上了中學，要結識新的朋友，適應繁重的學業，但我的初
中生涯結識的朋友屈指可數，也許是我過於孤僻，不敢勇於參與
交談的關係。因此，我渴慕同學們走來打開話匣子，可是每次他
們不是以「別名」對我打招呼，就是說各種阿諛奉承的話，故此
每次對話後我脫下臉上假裝的笑容，留下一如既往的困惑面容。
上中學初期在社工室結識了學兄們，他們當時年少氣盛，口裏所
出的不時有嘲諷的話，我卻不再有能力分辨何為善或惡意，只要
模仿他們的話，也許我能維繫中學裏唯一的友情。於是拋棄了是
非、離棄了教會，為的只是尋求友情，過程雖然沒曾酗酒、賭博、
說髒話，卻非神所喜悅的。我再也感受不到愛和溫暖，光想著自
己，妒忌別人，目中無人。 

中三時一次與好友的口角，令我醒覺一直以來所做的一切化為無
形，且懼怕失去尋求多年，難能可貴的友誼。感謝主為我安排了
善解人意的社工，他使我的眼目遼闊，擺脫對情慾、缺陷的執著，
體察別人的內心，而不只是自己的。同時也要感謝那位好友寬容
大量的饒恕我，往後儘管有分歧，他也樂意縮窄其隔膜，讓關係
維繫至現在。 

我在高中的首個暑假，開始和重拾穩定的團契與教會生活，隨後
當兒童主日學助手，每次服侍對我而言又是學習及尋回小時候學
的品格，又是重拾少時好事莫不為的自己。去年正值團契生活的
第二年，我正打算受浸，但當時頻生錯解經文內容，不如等我完
全理解主的心意方去受浸吧！當我在團契組內提出這個疑惑時， 
組員皆笑稱：「受浸可是無需其他條件的啊！」對了，中學的
外籍老師曾指受浸是向人宣告自己樂意獲基督的拯救，並跟
隨衪的步伐，永不回頭，我怎會忽視這單純的事呢？ 

我這就交了受浸表格了，感謝主於過去安排我與不同的人
相遇，讓我親身經歷神無時無刻的守護。今天，我成功尋
獲了追隨基督的信心和勇氣，通過受浸向世界宣告基督對
我的拯救。成為新造的人後，我決定進入更深之處，尋求
主的恩典和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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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月將遷往以下地址： 

新蒲崗爵祿街 33號 Port 33 8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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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hkcpc.org.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