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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子偉 

 

  我從幾個月大開始

就跟父母返柴灣堂，轉

眼間已經十七年了。自

覺小時候不很獨立，一

直做父母叫我做的事，

返教會亦只是一種家庭

習慣。小時候跟神的關

係十分被動，不是自己

去親近祂。自己漸漸成

長，開始獨立並且有自

己的想法，加上從基督

教學校轉到沒有信仰的

國際學挍，自己開始反

叛，自然跟神慢慢疏遠。

有一段時間會唔想返教

會，被許多唔同的試探

擊倒。雖然如此但神沒

有離棄我！ 

  今個暑假，很偶然，在神的帶領下去了「青年使命大

會」。去之前自己很不想去，很想逃避，覺得浪費時間。去

到之後，跟想像中很不同。在那裡聽到許當有力而且很貼身

的見證，而且自己很喜歡唱歌，營會有很多詩歌敬拜的時間，

很多次被感動。在這些時候，深感神從未離棄我，自感很想

去尋找祂，親近祂和讓祂帶領我去走應該走的路。希望藉著

洗禮，我可以認定自己的身份。 

  知道自己年紀還小，肯定還有跌倒的時候。我不認為自

己能在洗禮後會變成一個聖人，但願神能一直幫助我，抵擋

試探討成為一個更聖潔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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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梅 
 
 

  感謝神，因為大兒
子讀柴灣堂幼兒園的緣
故，我認識了柴灣堂，
並在蕭秀珍姊妹的帶領
下，開始返小組和主日
崇拜。 
 
  在剛剛返教會時，
亦都是我初來香港定居
的時候，從一個熟悉舒
適的環境，來到香港這
個擁擠陌生的地方，內
心的孤獨、環境的變遷，
令到自己倍感焦慮、時
常抱怨；這個時候，最
要忍受我“壞脾氣”的人就是我的丈夫了。 
 
  信了主之後，我學識了禱告，在禱告中慢慢學識了平靜、
忍耐，用平和的心去面對、放下執著、抱怨與不滿，內心反
而多了平安、喜樂、滿足與充實。主耶穌基督賜給了我禱告
的權柄，使得我可以藉著禱告親近神。感謝主，我已經是一
個除去舊衣，著上新衣的新人，活在耶穌基督裡，要活出主
耶穌的樣式，為主做見證。 
 
  更加要感謝神的就是，當我開始返教會，全家人（丈夫
及兩名兒子）在我的影響下，都開始返教會了。雖然丈夫平
日工作已經很忙碌，到了主日他都一定與我一起帶著兩個兒
子一起返教會崇拜。 
   
  這些都是神的作為，感謝神！祂將祂最珍貴的禮物賜給
我們全家，使得我們都得著永生的生命。我們有了永生的盼
望和祝福，願神繼續與我同行，保守家人的平安健康和喜樂。
更求神賜給我堅固的心，順服主，做主忠實的門徒。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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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軒 

   

   

   

回想過往的日子，生命是那麽精彩，有意義呢。 

     

  香港，第二代信徒不多，我出生的家庭正是。自自然然，

在成長的過程中，融入了各式各樣的教會生活。如孩童時週

日的主日敬拜，到中學時的帶詩，甚至當導師等。但是，在

信仰路上，我的經歷並非一帆風順。 

 

  社會上，資優兒童一詞相信並不為人陌生。但是，學習

障礙的學生，社會的關注又有多小呢？而我，自小在學習上

有一定的困難。雖然，一路上在家人和自己的鼓勵下，成績

亦有進步。只是，自信心亦難免有所挫敗。 

 

  除了學習上的挫敗外，同輩間的友誼，亦使我困惑。或

許，踏入青少年的我們，對事物都有獨特的認識和見解，在

意見的理解和接受未能客觀地了解，只會一否了之。自己亦

一樣，無論在

學校和教會上，

每當有人持相

反意見時，下

意識認為是挑

釁，而互相群

起而攻，終以

不和結局收場。

結果無它，輕

則禮貌問好 ;

重則暗地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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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縱然，我的人生如萬重山般起伏無常，但山重水復疑無

路，柳暗花明又一村。感謝神，祂不忘差派天使圍繞著我。

在學習方面，助展會專業治療服務的收費十分高昂，但是，

家庭亦能長期支持，透過訓練加強身體協調和說話能力。在

朋輩關係上，儘管關係面臨破裂，但是，在雙互的讓步，反

省後，冰雪漸漸融化，又再成川成河。 

 

  那神在我生命中，究竟是佔什麼地位呢？我喜愛唱詩歌，

不單是音韻的美妙，而是唱出歌詞中，對神的讚美和真實。

有時候，功課限期臨近，煩惱接種而來的時候，輕輕哼出一

句歌詞，壓力又慢慢地流走了。近年，聖經對我來說，不再

只是故事，而是真實，心中的良藥。DSE的成績，儘管未如理

想，失望透頂。當時我想：「我一定會放棄基督。」但是，

神卻為我繼續開路，在嶺南大學上課，參加詩班，令我重新

得力。「無言的讚頌」：無言、無語、亦無聲音可聽，神的

大能，卻在世上知曉。 
 
             
  生活於物質富裕的基督徒們，我們可以為神擺上什麼呢？

神對你的恩賜又是什麼呢？神對我的造就，甚或對你的，正

是神對我們的看重，珍惜呢！我深信，生命是會影響生命的！

生活上大至小的事情，皆可以榮神益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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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諾行 

 

 

 

  我是一個第二代基督徒，

由嬰兒開始直至現在，每星期

日如常到教會，嬰孩時期在寶

寶崇拜，聽到不少聖經的故事，

無論是創世記上帝造了亞當夏

娃，耶穌在地上行的各樣神蹟，

等故事都一一聽過，但兒時的

我認為教會就只是一個每星期

去聽故事，與朋友聯誼的地方，

並不明白箇中的意義。而我當

時喜歡唱歌敬拜神都離不開歌

曲旋律悅耳等原因，從未思想

過歌詞中一字一句的意思。而

基於是二手信仰的原因，即使到了小學的階段，我亦因為沒

有自己思考和判斷的能力，而未有真正依靠神。 

 

  但當我升上中一後，開始擁有足夠的判斷能力，在飛躍

小組中經常透過聖經的話語思考我與神的關係、上帝的救贖，

從而更深入認識和接觸他。近年，我亦有不少在飛躍帶敬拜、

事奉的機會，透過詩歌內容的反思，拉近了我和上帝的關係。

我由接觸、認識到體會，相信上帝、加上聖靈感動我報名參

加洗禮班，加強我選擇一生跟隨上帝的意念。縱使我沒有像

其他信徒一樣有一個明顯在信仰上改變的經歷，但我承認自

己有很多的罪，願意接受祂的救恩，並肯定上帝豐厚的恩典

會臨在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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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認識了基督這數年來，我大大經歷到上帝是聽禱告

神，每當我在日常生活，學習，以至消閒遇到任何困難，我

都會向上帝祈禱，將一切交託給祂，因我確信我只要倚靠衪，

衪會為我適當地安排。早年，我與家人到台灣遇着颱風，上

帝沒有因我們不斷的禱告而將颱風完全轉向，而是巧妙地使

我們的行程一點不受颱風影響，讓我們經歷祂的恩典。 

 

  再者，我除了因為足夠的判斷力和經歷上帝的恩典而願

意一生跟隨上帝外，更重要的是基督教中愛的真理，"我們愛，

因為神先愛我們"，上帝賜下他獨生子耶穌基督道成肉身，以

人的身份釘死在十字架上為救贖世人，令我明白到這世界人

與人之間的愛都是源於上帝，願我們都愛神愛人如己，活出

美好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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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日熹 

 

 

  在我讀高班時，跟學校參觀一個有關人體的博物館，那

裡有一個人形的玻璃箱，箱內展示著人類的血液循環系統，

當時我誤以為那個人形玻璃箱是個標本，人死了便要進到那

個玻璃箱裡去。我立刻便想起我的媽媽，很怕她會變成那個

玻璃箱，自此便十分害怕「死亡」，老是要跟在媽媽的左右。

長大後，我對「死亡」的恐懼有多無少，開始會有許多疑問，

還對得救和永生都半信半疑。雖然從小也有上教會，但在教

會聽的都沒有我想找的答案。在

偶然看到一個在 facebook 的分享

(瀕死經歷 7+7 : 遊歷天堂 - 精華

片段 Near Death ),它講到有些美

國人死後復活的親身經歷，在短

短的十一分鐘，神親自告訴我不

要害怕死亡，因為在我認信的一

刻，我已經得到祂的拯救。腦裡

便浮現一句金句「當信主耶穌你

和你一家必得救」（徒 16：16-

1）。神給我好好的解釋，知道

人經過認信便可以得到神的拯救。

自此對「死亡」的恐懼減少了，

怕的不再是如何死，死後會如何，

家人會如何，而只是對家人的暫

別。神在這事上解決了我對信仰

的疑惑，所以我決定洗禮歸向神。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5a6UIXiKk
http://www.youtube.com/watch?v=Rg5a6UIXiK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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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秀英 

 

  自 1992 年經朋友帶領

去參加了家庭聚會，都已去

了很長的時間啦！也看過耶

穌被釘在十字架上的片段，

看了很感動，後來逢三、六

都去聚會，就這樣，懷著喜

悅的心情，誠心地寫下我的

見證。 

  帶著一顆不變的心，真

誠地一步一步來到主耶穌面

前，主的腳下，誠心求憐憫，

拯救罪人毛秀英，寬恕我過

去所犯的罪，使我有機會成

為主的子民，今天很勇敢地

想洗禮，也多謝柴灣堂弟兄

姊妹的幫助，牧師的關懷和指引。內心很等待，使我放下執

著，踏上新的人生路跟隨主同行。當時我沒有想過，後來發

現自己的生活起了很大變化，自從信主耶穌後，開朗了，還

有放下恩怨，寬恕別人，常常誠心禱告，下定決心參加主日

崇拜，聽主的話語，啟發自己認識真理。感謝主，我信了主

後常感喜樂、平安，當我不開心的時候，藉著禱告神，心情

就回復平靜了，當然，在這裡真的需多謝一個人，就是香城

介紹我參加婦女小組，使我學會很多做人的道理，當我有困

難時香城及組員的幫助，使我更有誠意，同規劃信上帝，神

藉著苦難使我更信靠祂、順服祂、依靠祂、其實最寶貴的乃

是神的應許，神不撇下我們，也不丟棄我們，感受到上帝的

保守，養成向神禱告的習慣，向祂訴說心中的一切煩惱、憂

愁，當然也會將自己心中的快樂告訴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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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朗然 

 

 

 

  大家好，我叫麥朗

然！因為父母都是基督

徒的關係，我從小便番

柴灣堂，一直都是在屬

靈的環境下長大。小時

候番教會一直都是因為

父母的關係，即使我知

道自己是基督徒，但仍

然會犯很多錯誤，最常

做的是「講粗口」。 

可能你們覺得很普通，但對於我來說並不是這樣，我由中四

開始說粗口，說到的地步足以影響自己的情緒，我整個人常

常都很暴躁。也有其他原因令自己暴躁，但粗口對我的影響

比較深，而且當時一直戒不掉這壞習慣。 

   

  說到這裡，你們便會想，是什麼事情可以令「這傢伙」

改變，願意加入到耶穌的門下、作祂的門徒？其實很久以前

我便在想，我是為了什麼而番教會？為了探求，所以我便沒

有離開教會。直到 2013 年的暑假我跟飛躍的弟兄姊妹參加了

一個名叫「ACT」（Accept 接納、Connect 連結、Transform

轉化）的營。起初我並不是完全願意去參加這個營，剛剛入

營更可以說是沒有特別大的改變。但到了第三天的晚上，聖

靈在我心裡作工，那天晚上有一個傳道人講道，講道的內容

最令我深刻的是「一班年青人怎樣興起一間教會」，我當時

聽到後便想起了當日下午，探訪一間教會時，那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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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道人跟我們分享，他覺得他教會的弟兄姊妹都是比較被動，

好像安於現狀，沒有什麼事奉的意欲。是的！當他說到這部

份，或多或少我都有同感，我也不想做被動、安於現狀的基

督徒，每個星期的第七日便到教會參與崇拜，崇拜完結後便

回家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我不想做基督徒做成這樣就算了！ 

 

  其實從中五起一直都有一個事奉，而這個事奉便是令我

想全心事主的一個啟發點，就是因為這個事奉令我醒察到自

己作為一個基督徒的不足。雖然我現在都並不是每一樣事情

都做得好，但起碼我現在已經明白自己的信仰，願意委身事

奉，作衪的門徒，透過今次的堅信禮讓自己在信仰上能夠更

加堅決，好叫我在真道上站立得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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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秉熹 

 

 

 

  不知從何說起，別人的分享見證

往往會寫出在信教前及後的碩大轉變。

然而我卻不能，因為我從小便開始接

觸，從小便開始相信。我的名字叫李

秉熹，在名字上完全與基督教無關。

由於從小便開始返教會，讀聖經。所

以我個子小的時候也比較乖巧，因為

我自小便會嘗試學習聖經當中的話語。

與其他小孩子相比，在大人的眼中我

是個活潑但也算為聽話的小朋友。 

   

   由於自小便返教會，所以返教會

變成了我星期日的習慣，但如果一句

較唔好聽便是例行公事。因為根本不

知道信仰如此抽象的事，也不明白為何要確立一個信仰於自

己心中。從寶寶牧區起到陽光到童心到喜樂，再到飛躍，我

也是一個普通的基督徒。升中後，我的生活開始衝擊信仰。

學業、玩樂、朋友成為影響我返教會的因素。但可能因為返

了多年，始終沒有一個星期天會為以上因素而放棄。日月如

梭，轉眼間便到了高中。生活更忙更辛苦! 曾有人問我有沒有

想過不想返教會。雖然直至那時我也不太清楚自己為何要返

教會，但我感覺到教會總能給予我心靈一刻間的平靜。於是

我便回答他們沒有。因此我便一直返教會至今時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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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至 2013 年暑假，即今年的 5-9月期間。我分別參加了

教會的 running youth 門訓及一個名為 ACT 的營會。 在兩個

不同的教會活動中，我都感受到主與我同在。Running youth 

的兩星期活動令我體會到真正的教會生活，大大增加了我返

教會的熱誠。在靈修和活動中，我終於知道究竟什麼是自己

的信仰。在 ACT 營中，每一天每一個活動都給予所有參加者

以及導師一個又一個的反省時刻。參與一個用內心溝通的營

的確讓我受益非淺。從神由始到終都沒有放棄過每個人，到

祂對我們無限的原諒，我感受到這便是我需要的信仰，我一

生人的信仰。 

   

   神在每個人身上都有不同的作為，而在我身上他便一直

在保護我，讓我在他的懷內漸漸成長。從小時一個不知何為

信仰的小子，到現今知道清楚自己信仰的男孩。敬拜中我感

受到主奇妙的作為，在團契中我感覺到主內一家一詞。成為

一個基督徒不容易，要成為一個洗禮的基督徒更難。是主耶

穌基督一直帶領我前進，是他作我的光，我的杖才能有今天

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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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海燕 

 

 

 

 

  返柴灣堂不經不覺已

經有六年時間了；有時別

人問我：你洗咗禮未，我

總是笑笑說未啊! 感覺洗

禮與否是沒有所謂，每次

都有種種的理由推搪；反

正我每星期都返教會，洗

禮對我沒影響呀! 但是在

今年的五、六月短短的兩

個月期間，我有三位至親

離世。對我及我家族的人，

影響甚大，每個人都很悲

傷、難過，但在當中我有

祈禱、有教會姐妹的關心

及代禱，我感覺到神在當

中有預備。因為心中有耶

穌基督，我沒有家人那樣有太多的雜念與無知，我有的是平

安，現在我學習每一件事都交托神，與神有更親近的感覺。

所以，我今年決心上洗禮班，希望神繼續領我成長，因為上

帝有恩典，祂叫我們生長。(林多前書三 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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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美善 

 

  基督教信仰就像一顆種子

從小放在我心中，慢慢地被神

的愛澆灌而成長。 

  我自小跟著父母返教會，

參與崇拜和主日學。在家中，

讀經、靈修和祈禱的習慣也是

受父母教導而形成。小孩子時

的我總覺得這些都是理所當然

的事，長大後才開始反思信仰

與自己的關係，亦在各種高低

起伏中看見神的恩典處處。 

  感恩我在小學階段開始學

習音樂，使我能以神奇妙的創

造來事奉祂。自問我自己並沒有高超的技巧、靈活的手指、

靈敏的耳朵、最動聽的歌聲……但我深信神總有祂的美意，

我是祂獨特的女兒。我曾經覺得在音樂的世界裡，好像只剩

下比較和比較，亦曾討厭自己的無能。可是，「他對我說、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因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

全．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好叫基督的能力覆庇我．」

（林後 12:9）就是因為我並不完美，並不「勁」、「叻」，

更使我學習順服在主的面前，因為我的軟弱能讓我看見神的

大能。 

  我雖在年少時決志，但我的的確確經歷到神深深的厚愛

和恩典，也願意重新回轉於基督。這個信仰是我自己的，不

是別人強加於我的，更不是從小的習慣而已。 

  若你問我是否幸福，我會回答「是的」。因為我有愛我

的家人親友、屬靈的良伴知己、所有在我生命中出現的「導

師」，還有那位在天上看顧著我的天父。 

  但願我的一生能榮耀那位愛我到底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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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思朗 

 
  大家好，我是陳思朗，
今年 18 歲，有不少同學
近來常常問我, 為什麼這
麼快就決定洗禮？我認為
我這個決定不是倉卒，是
我一個很好的決定。 
  與我大部分的飛躍小
組組員不一樣，我不是出
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但
在我的小時侯，我的祖母
就常常對我說：「耶穌愛
你！」 這一句說話非常
奇妙，因為上帝的愛就是
沒有離開過我！ 
  小三的時候，有一位我很要好的同學，麥朗然，邀請我
到康翠副堂參與兒童崇拜，心想一定可以認識更多朋友。可
是，第一次參與崇拜，就帶給我一個很特別的感覺，就是覺
得很歡欣，很喜歡在主的殿中一起歌唱。於是，決定一直在
柴灣堂生活。在柴灣堂的生活中，有很多弟兄姐妹關心我，
一同學習聖經的道理，一同在主內成長，而且還找到自己所
喜愛的，就是音樂。升中後，我在飛躍崇拜開始參與事奉，
而且也有加入敬拜隊，在兒童牧區也有協助敬拜。 
  可是，在中三、四時，由於功課太繁多，我開始減少了
參與崇拜的次數。在那段時間，星期日就變成我休息的日子，
不想到教會，只掛念休息、玩樂。但是，主就是沒有離開過
我，在這個時間，一直有不同的導師關心我，希望可以回到
教會當中。那時我想，我在兒童牧區事奉，但又沒有固定的
教會生活，所以我決定回到教會中，因為我仍然想好好為神
落力事奉。 
  在公開考試的時間，雖然有軟弱的時候，但靠著神，什
麼事也可以跨過！結果我可以入讀自己所喜愛的課程。在公
開考試後，經過青少年的門徒訓練「Running Youth」，還有
4 日 3 夜的「青年使命大會」營會，當中看到飛躍的成員有所
成長，對上帝更有信心，還願意將自己的一生交給主，大為
感動！所以我們決定一同洗禮，更堅決自己的信仰。 
  在 18 年間，看到媽媽洗禮，弟弟享受教會生活，與弟兄
姐妹一同分享生命，這上帝給我的一個豐足生命。我不會憂
慮明天、不知道的未來，我相信主一定會與我一直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