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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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refore,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 NEW creation has come: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IS HERE. 
(2 Corinthians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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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席 (李家強弟兄) 

敬拜 (黃天祐弟兄及敬拜隊) 

生命見證 (唐瑞明姊妹、關耀光弟兄、蘇迎真姊妹) 

信息分享 (黃麗卿姊妹) 

浸禮 (施浸：容永祺弟兄；襄浸：梁泰威弟兄) 

 

受浸禮名單 

 

1. 李煥蓮 

2. 韓碧蓮 

3. 唐瑞明 

4. 關耀光 

5. 胡守鍩 

6. 黃賽華 

7. 蘇迎真 

 

讚美 (黃天祐弟兄及敬拜隊) 

報告 (李家強弟兄) 

祝福 

茶點及自由拍照 

 
 



 

 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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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為羊捨命。 

 

腓立比書 4:6-7 

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

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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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林多後書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 

 

彌迦書 6:8 

世人哪，耶和華已指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

麼呢？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與你的

神同行。 

  



 

得救見證 

 

李煥蓮姊妹 

 

2016 年，我生活上受到一些壓力；

當時我的姨甥女邀請我到教會參加啓發

課程。她說既然我晚上沒什麼事做，可

回來教會食飯，與弟兄姊妹傾計。返了

一次啟發之後，我便跟姨甥女講，怕自

己不懂說話，我都是不參加啦。她說，下星期是她在台上第一

次服侍，再參加一堂再決定罷！所以，我再次參加啓發課程。 

其實，當時我急需要找地方搬屋，有人幫手找地方都不合

心意，我媳婦與我在街轉角看到一間地產公司便入去問問，他

們帶我們去看了一個地方，豈知一看便喜歡了。我知道是神聽

了禱告，是神安排預備好。地方雖然不大，但正找得合時，而

且搬了這地方，心靈很平安。後來，我便開始信主，並且返喜

樂(長者)團契。感謝神在我生命中的帶領！ 

 
 

 
 
 
 
 
 



 

韓碧蓮姊妹 

 

我在讀小學時就已經接觸基

督教，因同班同學的父親是牧師，

我經常和她一齊到教會去玩。因

我喜歡唱歌跳舞，所以到聖誕節，

我就參加他們的活動，也曾到外

地表演節目，那時候就想過加入

教會。但後來升到中學，我與同學不在同一學校升讀，也就沒

去教堂了。高中畢業我就回到中國，從此也就沒接觸教會了，

更沒想過加入教會的問題。 

幾十年過去，我們來到香港生活，接觸好多教會的朋友，

我先生的學生有做牧師的，跟他們在一齊感覺很舒服，他們很

真誠、和藹。我先生中風之後，他突然感悟要信耶穌，很快學

生就幫他安排教會受洗，到現在也過了十多年！有了主耶穌的

愛護，他的精神和心情都比較好，對他的病都有好處。讓我回

想起幾十年來，我們所走過的路，有不少的坎坷，都有神在默

默地幫助我們，讓我們可以克服一個又一個的困難。我感覺到

這就是主耶穌賜給我們的愛，我很感恩，感謝主耶穌的大愛，

讓我們得到平安。現在我也學著，當自己有許多煩惱時，我就

祈禱，求主耶穌幫我解決，我就感覺到輕鬆得多，所以我決定

要信主耶穌，要受洗，希望成為神的兒女。 



 

唐瑞明姊妹 

 

2017 年我參加啟發課程並決志信

主耶穌。當時我已離婚，生活很不開

心，胡思亂想，教會的姊妹就叫我參

加啟發課程，從此我生命就有所改變！

主成為我心裏面唯一的依靠！啟發課

程完了，我繼續參加小組，在小組中，

幫助我更深地認識主。 

原來我是住公屋的，由於我離婚

後搬出了公屋，但前夫一直都不肯到

房署簽名，令我辦不到分戶，事情就拖了 3 年。我曾經找社工

和議員幫忙都沒辦法解決，後來小組的弟兄姊妹叫我祈禱，他

們說只要祈禱，神就會聽我的訴求，他們也為我代禱。之後的

每一天，我都向主禱告，禱告了兩個星期後，房署有電話通知

我，原來前夫已去房署簽名，後來分戶的手續很順利，很快就

獲房署分派給我另一間公屋。 

我是靠綜援生活的，但由於我要同我兒子一齊住公屋，我

就必須取消綜援幫助，剛巧合約到 6 月尾完，我當時好驚、好

徬徨，也不知如何是好！如果又要搬屋、我孫仔又升中學、好

多錢要用，裝修又用完了積蓄，又將會失去政府 3 糧和書簿津

貼等！我唯有不斷祈禱！主竟然再次給我奇蹟，就在取消綜援

前，政府突然在今年 6 月中發放 3 糧！多年來政府都只在 7 月



 

中或 8 月頭才發放，這一切都是主的恩典，實在好感謝主。當

我舊屋要交回業主前，要清理家裏的傢俬，我一個人應付不了，

要拆床、棄雪櫃，限期又快到，若遲左交樓每日都要計錢，我

唯一可以做的事，就是祈禱！在收舊樓前一日我掉垃圾時，見

到大廈清潔亞姨，我問她可否以 500 元幫忙清理舊屋，她竟願

意幫忙！當時我非常開心，因為主又幫我解決了一件難事。 

過去 3 年我一直都要靠藥物幫助入睡，自從搬入新屋後，

我再沒有食藥，現在可以不靠藥物入睡！人也愈來愈喜樂，感

謝主醫治！要數算主的恩典實在太多，一時也難以筆墨形容，

唯有自己親身去經歷神，與神親近，才能感受到主的大愛、主

的偉大，感謝主豐盛的恩典。 

 

胡守鍩弟兄 

 

信主前，我是一個十分容易發怒

的人，也會說粗言穢語、罵人和欺騙

别人，又沉迷玩電子遊戲。直至有一

天，我被我的朋友魏栢謙帶回教會的

功課輔導班，一開始我只是回去做功

課。直至功課輔導班的一位老師叫我一起看聖經和祈禱之後，

我開始相信主耶穌基督了。在主耶穌基督裏，我有豐富的屬靈

成長，之前的壞習慣也慢慢的改變了，我向主祈禱也會有回應。

感謝主。是祂改變了我，也是祂令我的屬靈生命成熟，所以我

選擇受浸歸入主的名下。 



 

關耀光弟兄 
 

我以前是一個從來不信主的人，讀中學

的時候，剛巧就進了一間基督教學校，每逢

週末都要站立在操場上祈禱，又要聽牧師講

道，很是討厭。後來我長大工作，有一位同

事是位虔誠基督徒，我常常嘲笑他每次吃飯

前都要祈禱。數年前我患了頗嚴重的疾病，

住進了醫院一段很長的時間，那是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日子，我

開始有抑鬱病，對身邊的家人或任何事也沒有任何感覺，甚至

有自殺的念頭。那時候醫院裡有一位院牧，她幾乎每天都來探

望我，而我每次見到她都會禁不住流淚，她很努力嘗試開解我，

又帶來一些教會的福音單張，其中有一些金句，例如：「喜樂的

心，乃是良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我經常默默念著。後

來我痊癒了出院回家，又有傳道人常常來探訪我，令我很是感

恩，我終於決志信主。他教我常常在心裡禱告著：「上帝的兒子，

主耶穌基督，開恩憐憫我。」我也跟隨他去教會聽道、唱聖詩、

禱告。在那裡我認識了很多弟兄姊妹，感覺像回到溫暖的家一

樣。回想往事感到這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感謝主的帶領、恩賜、

憐憫。阿們！ 

 
 

 

 

 



 

黃賽華姊妹 

由不信主到蒙受主恩

再接受洗禮，是一個奇妙的

過程。 

回想 8、9 年前，我遇

上人生中最不公義的事，被

冤枉更惹上官非。在低谷中，我無比絕望和失落，認定世上根

本沒有好人，只是「誰大誰惡誰正確」。有錢、有權、有勢，就

可以為所欲為，世上根本沒有公義，好人只會當災、受苦、受

難。 

這時我卻遇上一位「救星」、一位素未謀面的天使。我們毫

無交情，他只是朋友的朋友，但他竟竭盡所能，出錢出力，陪

我找律師，他說了一句話：「上帝自有審判」。胡先生是帶領我

認識神的益友和恩人。受他鼓勵下，我逐漸開始教會的生活。 

隨著更多親近神，越感到神的恩典降臨。即使生活不是一

帆風順，總有大大小小的挫折，但在主內卻是感到平安和踏實，

心靈得到依靠，深知上帝總會有安排，帶領我由黑暗走到光明。 

從前的我怨天尤人，抱怨各種各樣的不如意，有一萬個問

號：「為甚麼要這樣對我？」、「為甚麼從小都做好人卻得惡果？」

天天自怨自艾的我，信主後學會感恩。即使在地上沒有很多財

寶，但卻看到主給我滿滿的恩典。感謝主給我很好的兒女、朋

友。在人間的匆匆數十載，希望能以基督的形象彰顯祂的大愛。

感謝各位與我一同見證。 



 

蘇迎真姊妹 

 

我讀中學時已信主和受浸，後來

出來工作就離開了主，一別就 30 多

年！ 

我工作很拼搏、不怕艱難，對工

作很有要求。我是一個很會計劃的人，

希望快快的搵夠錢，就可以退休做喜

歡做的事和享受人生。30 年來就是不間斷的工作和搵錢，越戰

越勇，不怕艱難。 

直到 2015 年尾，我身體出現問題，背部不斷痛，經許多醫

生檢查都找不出原因，有的醫生解釋可能是工作太大壓力引致。

我想工作唔多唔少都有壓力，所以我並不認同工作壓力是引致

背痛的原因。當我找不到原因，就只能吃止痛藥及貼止痛貼。

直到 2016 年尾，背痛實在太煎熬，亦好困擾，於是再找醫生檢

查，同樣都查不出原因，卻發現身體其他地方都出現問題！當

時的我好擔心、情緒亦受影響，做了一個手術後休息了一段時

間就繼續工作。其實做完手術後，我覺得自己好像洩了氣的球，

已經不想再面對工作；彷彿經不起各樣困難！甚至到了公司樓

下都不想上去，整個人不像以前的我，生意又差了！在理智上

我知道我應該放手，不要工作，真的很需要休息。我丈夫和朋

友都勸我賣了美容院。我真的不想賣，很不捨得，做這樣的決

定好大掙扎！終於找到買家，但每逢有人想買，我會好開心；



 

但當談到差不多時，我就不想賣，推掉人！賣唔成，我又好似

好開心！但經過一段時間，我又好想賣，如是者不斷重複賣、

唔賣、賣、唔賣！這情況維持了大半年，心情和情緒都極為困

擾，有非常不安及焦慮的情況。自己心知這樣忐忑不安並非辦

法，但心中卻真的難捨難離，又怕會後悔。另一個想法又覺得

自己未搵夠錢退休，我對前路很擔憂，迷茫不安。 

又有一次，有個基督徒買家，她問我賣公司的原因，她了

解後就為我祈禱。就這樣，我開始祈禱，我覺得這是神的安排。

我回到神的身邊，我將所有問題都交托主，求神帶領我，帶我

行出困局，我問神到底公司應不應該賣？我問神我將來的路怎

樣走下去？我求神帶領，我希望得到喜樂平安；我每日重覆祈

禱，終於過了一段時間，美容院就賣了。我沒有了不捨的感覺，

反而很開心、心情也平靜舒服；亦沒有後悔，背痛同時間都消

失了。現在的我，心情平安和喜悅，我真的感受到神與我同在，

神沒有離棄我，衪記得我！我非常感恩，心中只有感謝。 

我決定再次受浸，是因為當時太年輕，信主和受浸的記憶

也矇糊。現在，我非常確定主耶穌愛我，為我釘死十架上救贖

我，我希望自己真心真意，清清楚楚地進入與主同死、同埋葬、

同復活的過程。我希望成為一個為主而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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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崇拜︰上午 10:30 

兒童聚會 (幼兒級/小學級/初中級)︰同步進行 
 

 
 
 
 
 

地址: 九龍新蒲崗爵祿街 33 號 8 樓 

電話: 2712-0265   傳真: 2712-6637 

電郵: info@hkcpc.org.hk  

網址: http://www.hkcp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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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