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華基督教會柴灣堂 

  洗禮見證集 

               2014 年



 

 2 

 

張琼英 

 

 

  未信主前，由於父

母和丈夫已離世，兩個

兒子結了婚組織家庭，

我便過著獨居而平淡的

生活，心靈孤單，很少

社交的活動。若聽到家

人有解決不來的事，只

能無奈和焦急，甚至擔

心到有幻聽！ 

 

  幸好，有一位基督

徒鄰居徐麗萍，她得悉

我的處景，鼓勵我返教

會尋求上帝的幫助並可

認識多些朋友，生活能

過得開心些！剛返教會

時，適逢萬年青區舉辦

旅行和自助餐活動。她主動邀請我報名並付款請我去，她出

錢又出力，她的愛心，使我十分感激！在該次活動中，我身

心滿有飽足，接著便嘗試返萬年青組。後來，陳牧師得知我

的年齡，其實更適合返婦女組，所以轉加入朝陽雅座。組長

和組員都對我關懷備至，有甚麼適合我的活動及課程都帶我

去參與。我曾嘗試參與木蘭軍的儷人活動，跳讚美操；不單

認識了很多朋友，也學到很多生活常識和小食，生活既充實

又充滿姿彩，在小組中開始懂得聖經中神的教導，也學到如

何簡短禱告。 



 

 3 

 

  記得最近一次參加教會活動，在酒店吃完自助餐去洗手

間後，竟不知怎樣回到原處，又沒有電話在身旁，在驚恐徬

徨下就想起立即禱告。上帝真的聽了我的禱告，很奇妙，轉

眼間，我便看到李玉蓮姊妹主動來尋找我，她知到實況時，

說了一句安慰的說話：「不用怕！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你的！」

我深信，這真是上帝聽了禱告。現在當家人有需要時，我懂

得立即禱告和交託，心裡很快便得平安。隨後也會聽聞或看

見家人煩惱的事有出路，這是上帝的信實和恩典！ 

 

  今次決定洗禮，要多謝帶我返柴灣堂的好姊妹，在她再

三的鼓勵我親自經歷神的幫助並得兒子們的同意下，我願意

歸入主的名下，作主的門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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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浩文 

 
 

 

  我信仰的歷程可謂三過主門而不入，今天終於浪子回頭

承認主。 

 

  中小學時雖就讀於聖公會學校，每天早上要到聖堂崇拜

心， 又要上聖經堂，但我偏偏不信耶穌。離開學校後，再沒

有返教會，還跟隨家人的習俗，參與各項的宗教儀式。在社

會上打滾，每每受困於爭輝歲月之中，使身心覺得疲累，心

情常困惑及煩惱不安；說出許多不合宜的話，發過一些不合

宜的怒，做過不少不合宜的事。 

 

  可能在中小學時習慣了禱告，所以早晚的禱告是沒有間

斷，其實不信耶穌只是口中講，但心中已有位置；更奇妙的

是面對困難時，我又不自覺地祈禱，難題亦常得解決，證明

神沒有離棄我。 

  

  直至婚後，太太的妹妹楊美珍帶同吳德輝牧者到大姨楊

美儀和襟兄黎錦鴻家訪；多次的探訪我和太太也有參與其中，

我有一種感覺好像神差遣天使來召喚。其實太太家庭的大部

份成員都不是信神的，想不到此時有機會再親近神，但我亦

放棄了這個機遇。之後數年，仍很少次返回柴灣堂做崇拜。   

 

  直至最近兩年，我和太太決定多些參加柴灣堂的崇拜，  

又由黎錦鴻引領，我加入了「Amen 一族」的小組。奇妙的事

又來了，有一次的小組聚會是安排在祈禱會之後，這次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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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第一次參加祈禱會。當晚的主題是「耶穌釘十字架時的

最後七言。」當董牧師說出其中一句：「父啊！赦免他們，

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 即時令我有所感動，好像

是神說饒恕我背棄祂的罪。當晚，我做了人生的第一次出聲

禱告，在眾人面前認罪及承認主。感謝主饒恕我的罪及堅定

我的信心。除此之外，小組的功能也很重要，有弟兄們的支

持及鼓勵、解讀聖經及分享經歷，使我信心更加堅定；教會

開辦的「成長班」及「洗禮班」也是我成長的磐石。多謝各

位牧者悉心教導，使我加深了對基督徒價值觀、信徒群體生

活和教會的認識，明白神的話語是何等寶貴。 

 

  感謝主！經過參加崇拜及小組生活、多聽神的話語、多

看聖經及靈修，使我明白到信神並非單是教做好人，原來凡

事都有神的旨意，宇宙至終是公平的，順服的人最終必得報

答的。我學會事無大小也交與神，多禱告和感恩，生活得很

輕省 ，也很舒

服，獲得滿足和

喜樂的人生。希

望我能持 續學

習 ，經驗和實

踐，最終能創造

一個心靈 的空

間，讓自己的忍

耐 、寬恕、 感

恩、仁愛等得以

發揮 ，達至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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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美珠 

 
 

 

 

 

  在童年時已對耶穌基督有初步的認識，因當時在家附近

有一所教堂，常常分派物資給有需要的家庭，這時已覺得教

會的人很好。 

  

  踏入社會工作後，對主的印象，仍是停留在兒時。其後

妹妹楊美珍帶同吳德輝牧者到姐姐楊美儀和姐夫黎錦鴻家訪，

多次的探訪我也有參與其中，但對神的感覺，好像沒有任何

進步，心靈內沒有任何觸覺，加上忙碌的工作，使我提不起

返教會崇拜。  

 

  直至幾年前，姐姐的孫兒突然得了重病，全家上下都為

他憂心，我也不知可以怎樣分憂，但眼見姐姐和姐夫非常堅

強，他們說因為信了耶穌，知道神是他們的力量，是他們在

患難中隨時的幫助，只要凡事交與神，藉著禱告祈求，將所

要的告訴神，他們的祈求，神必垂聽。又加上了柴灣堂眾弟

兄姊妹的禱告祝福，力量更強。因此我也有所啟示，原來對

她們家人最正面的支持很簡單，就是一齊返教會崇拜及禱告，

這樣就開始我進教會的第一步。 



 

 7 

 

 

  初時返教會崇拜，感覺非常陌生，對聖經的說話更不明

白，故沒有興趣翻閱聖經，及後因多聽了神的說話及多看了

聖經，又加入了小組，對神加深了認識。最近，更完成了教

會開辦的「成長班」，而參加了「洗禮班」後，發覺自己看

聖經的興趣漸濃，禱告也多了。信主之後，才發覺從前的我

是自己為中心，覺得所擁有的是自己努力的成果，現在才明

白這只是其原因之一，其實，最大的原因是所有的事情，神

已為我安排，亦很早已為我開啟光明的路。同時，沒有信神

之前，我對很多事情都懷有疑問和執著，但信神之後，內心

越來越感到平靜和愉快，亦學懂凡事靠神，遇到甚麼難題也

可多禱告，心情較輕鬆及有喜樂。  

  

  感謝主饒恕我的罪，身心得以更新，希望自己能繼續得

到神的保守，如今，順利完成洗禮班，成為受洗的基督徒，

實在感恩、自己亦樂意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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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禮謙 

   

 

  在 2011年 5月

第三個星期返柴灣

堂崇拜，開始了一

個離家出走幾十年

的女兒，帶著兒子

回神的家簡單故

事。自小在大家姐

的引領之下，我們

姐弟妹就返教會及

決志信主的。 

  「洗禮」這個

名字對我來說很有

壓力。我一直對人

說，我是未洗禮的

基督徒，為何不

洗？因為洗了以

後，就要有所改

變。自己的內心

(靈修方面 )沒問

題，因是向神負責，但外表及行為卻會影響人，真怕影響未

信主的人對基督的感覺。 

  在去年一次崇拜中，在祝福的環節我很感動（以前從沒

有）：從上而來的祝福，從今時直到永遠，阿們！感覺是神

藉著牧師的口對我說話。當晚，我在禱告時對神說：「如祢

覺得我需要洗禮，祢改變我及為我安排，只有祢才可以改變

一切。」自此，我不再害怕別人怎樣看我已受洗的信徒的身

份。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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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貴芳 

 

信主前： 

未信主之前我是信奉佛教的，

差不多 30 年，每逢中國傳統

節日、喜慶、家中有人生病、

其他事情都會參拜，求問這些

祖先、偶像等。還記得在

2007年的時候，我兒子黃子健

決定要到孟加拉宣教的時候，

當時我並不認同他。當 2009

年我丈夫上了天家之後，我兒

子從孟加拉回來跟我分享耶穌

的愛，也跟我說相信神將來可

以與丈夫在天家相聚，神給我

們有永生。這時候，我改變

了，我兒子便帶領我決志相信耶穌。信主後，子健帶了我認

識董牧師和「屬靈牽」婦女組的淑霞姊妹，隨後我也參加了

教會內的小組，認識了其他姊妹。在小組內，與其他姊妹一

起讀經、唱詩歌、分享、祈禱；她們都很好，其中一位姊妹

歐娟也邀請我參加教會崇拜，直至現在。 

 

信主後： 

以前的我很焦慮，信主後我學會祈禱，將事情交託給上帝，

無論開心、不開心也祈禱交託。感謝天父的眷顧，讓我可以

轉變，讓我在信仰生活中有很好的同行者，教會姊妹每天為

我送上經文、福音信息等等。感謝神帶領我人生，賜我生命

平安喜樂，現在的我生命充實，更是靠神的保守。神也讓我

常常懷著寬恕的心、反思自己每日的言行，實在經歷天父的

照顧和帶領，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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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聲 

 

 
 

  小時候，離我家的不遠處有一所教會，那裡懸掛著「神

愛世人」四個大字。當時的我不知教會為何物。小學時期，

我有一段時間跟隨外婆參加閩南堂的崇拜。由於講道和唱詩

都是以福建話進行，我不甚理解，只好渾渾噩噩地渡過。教

會給予我的記憶只有莊嚴和肅穆，還有外婆在聖餐中和我分

享的小片威化餅，以及教會在聖誕節送給小朋友的禮物。 

 

  打從初中時期起，我開始認識自己的不足之處，包括害

怕演說和口齒不清等。中學的週會，有外籍牧師講道和頌唱

英文聖詩。我較為喜歡唱詩歌，多於聽講道。聖誕節前夕，

我們又會走去毗鄰的教堂參與崇拜，那裡充滿聖潔和喜樂。

雖然如此，我不太喜歡上聖經課。 

 

  幸好我身邊有兩位天使引領著我，就是我的舅父和同學

黃鎮海。舅父曾帶領我到香港教會參加崇拜。我終於開始接

觸以廣東話進行的崇拜，情況就好像調較收音機至正確的頻

度，清楚收聽廣播。由於我只是返了教會數次，其餘時間沒

有禱告和讀聖經，最終我離開了。 

 

 升上中四，我認識了鎮海，因著他的引導，我開始學習

反思問題：人生的意義？我死了後會去哪裡？神愛世人，為

什麼天災人禍卻可肆無忌憚地蹂躪人類？我又獲他邀請參加

教會宿營，在那裡有講道、有禱告、有唱詩、有分享。那個

兩天一夜是我首次將自己獻給神。中學畢業後，我又再次離

開了神，渡過了三十年漫長的空白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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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底明明知道神的創造和慈愛，為什麼還不決志信主

呢？幸好，神按排我和妻子家燕在 2008年 9月誕下女兒柏穎，

其後委派柴灣堂的林鳳儀姊妹當柏穎的班主任。在她的帶領

下，我和太太家燕自 2013 年 4 月開始參加柴灣堂的崇拜，柏

穎則參加寶寶崇拜。當年年中，陳偉文牧師造訪我家。他還

送上一份小禮物呢！就是五色珠串，它雖小卻是寓言深遠：

神的創造(綠色)、世人犯罪(黑色)、主耶穌流寶血(紅色)、世

人被主耶穌的寶血洗淨(白色)、獲赦罪的人進入天堂(黃色)。

當陳牧師詢問我是否決志信主時，我立刻表明願意歸入主的

門下。這是一份保費便宜而投保額巨大的人壽保險，因代價

由主耶穌付出，哪有不願意的道理呢？ 

 

與神的關係是要緊密的，只是每星期天參加主日崇拜是不

足夠的，生命不會獲得更新。於是我開始積極參加教會活動，

包括報讀「路加福音」、「羅馬書淺讀」、「福音班」、

「初信成長班」和「洗禮班」。2014 年年初我加入雅歌小組，

我亦在讀經旅程第三站上了車。 

 

  現在，我每天都會閱讀聖經和頌唱聖詩。我每晚都會和

家燕、柏穎一起禱告，惟願神垂聽我們對祂的讚美、我們的

祈求、代禱、認罪和謝恩。在 2014 年年中的「關新愛筵」，

我和家燕分享得救見證。其後，我們又在一個祈禱會中分享

報讀「初信成長班」的見證。雖然我在眾人面前說話時的聲

音還是有抖震，但是願意走出來分享見證已是踏出一步了。

感謝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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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家燕 
 
 

 

 

  由 2013年 4月開始，我

已經返柴灣堂，至今已有一

年多的日子了。 

   

  記起我在中學的時候，

在一間教會中學就讀，那時

都有聖經科，但當時對聖經

的內容不是太深刻的。 

   

  隨著人生的階段和生活

經驗，自己往往會去思考和

想出處理事的方法，這也是

我一向的處事態度和運用自

己的能力。但是當我返柴灣

堂，參加主日崇拜的時候，

慢慢地感受到和明白我們是

有一位創造者，祂很愛世

人，甚至將祂的獨生子賜給

他們，使祂的子民不至滅

亡，反得永生。這樣，每當我遇到任何事情，除了運用了能

力處理外，也學識向上帝祈禱，藉著禱告，我的內心便充滿

了平安和平靜。這樣平靜的感覺是以前未曾領略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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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返柴灣堂後，除了每星期參加崇拜，我還參加了小組，

福音成長班，更加清楚上帝的旨意和話語，我也希望我們的

下一代也遵從主耶穌的樣式，有慈愛、謙卑、誠實的心，在

主內蒙福。 

 

  透過柴灣堂的課程，令我們明白時時刻刻要和上帝建立

好的關係，遵守律例，這對自己個人的成長增添不少。 

 

  在基督教的聖經裡面，教導我有一套正確的價值觀，現

在每當翻開聖經往往看到金句，而這些話語對我來說是很寶

貴的提醒和鼓勵。在小組生活，我也感到不少的幫助，組員

可一起讀聖經，分享生活的體驗和當中的支持，令自己添了

力量，每天很有意義地活著。 

 

  現在我與丈夫志聲和女兒柏穎一起返柴灣堂，每天都祈

禱和感恩，女兒也漸漸地懂事和成長起來，她會唱出詩歌和

主動問聖經內容，也會分享箇中的道理。我們一家人的生活

節然不同了，在上帝的帶領下得蒙主恩惠。 

 



 

 14 

  

 

郭志華 

 

 

 

  我生長於一個十一口的家庭，我有六個兄弟、五個妹妹，

我排行第三。我約在十五歲左右就學懂賭博，當時是打麻雀，

玩撲克，賭馬等等。一賭四十多年，直至 2007 年公司派我往

澳門工作，這段時間工作大約十個月，這期間竟輸掉了一佰

多萬元。在這段時間，家庭的生活費也沒有給太太多個月，

最後和太太的關係亦差了。回港後所有的銀行、財務公司都

追數，後來便決定破產。在 2008 年 6 月份，當時連付律師的

費用也沒有。後來，太太只可向自己朋友借了一萬五千元才

能辦理破產。破產後我還沒有醒過來，時常繼續有賭博及買

六合彩。直至 2012 年 7 月左右，太太返的教會柴灣堂的姊妹

帶了我返教會，認識了葉華弟兄，他帶了我的家人去「工福

問題賭徒復康中心」。太太和兒子去中心大約有十多次，他

們很想叫我去。之後太太跟我說，不如你也去試試學習戒賭，

我就這樣去了「工福」上堂學習戒賭。2012 年 7 月 27 日上

「信、望、愛」課程，太太也在上課前一個多月帶我去「柴

灣堂」。之後在「工福」戒賭中心的學習，每星期去三天，

星期一查經，星期三上課，星期五慶生會，與一班同路人一

齊學習。 

 

  過去大約兩年多，在柴灣堂有穩定主日崇拜及小組生活，

在 2012年 8月 12日就是我的新生命誕生的日子！若有人在基

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林後

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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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當

我們還作罪人的

時候，天父饒恕

我們，又拯救我

們脫離凶惡，我

就這樣得到神的

拯救，在這兩年

內很努力的在

「工福」戒賭中

心快完成這個「信、望、愛」課程。課程真的很好。現在和

家人的關係慢慢地有好轉。賭博方面，感謝神，我心內完全

沒有賭博的念頭，現在已經零賭博，連六合彩都沒有買。現

在我要學習重整價值觀，建立良好的溝通，重建新的生命，

學習要有耶穌基督的愛心、謙虛、溫柔，忍耐和寬容。（弗

4:2） 

 

我人生在上半場是活在罪裡的病態賭徒。現在得到主的

拯救，人生不再像以前的一樣。在基督裡做一個新做的人，

完成人生的精彩下半場。 

 

我這得救見證就寫到這裡為止，寫得不好請諒！最後用

一句聖經金句，就是我們真的要做得到的「弟兄們，我不是

以為自己已經得著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

面前，向著標竿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穌裡從上面召我來得

的獎賞。」腓立比書 3:13-14 

 

感謝神，差派主耶穌基督拯救，更求聖靈常常提醒我多

多祈禱，叫我的靈魂被甦醒，可以行公義，好憐憫！奉主耶

穌基督的名求，誠心所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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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美儀 

 
 
  我已經返了柴灣堂差不

多四年了，在這幾年間其實

多次想過洗禮，但因當時小

朋友還小，安排不到時間上

小組及洗禮班，直至今年神

差派了很多天使在我身邊，

幫忙照顧小孩，好等我可以

專心上堂，實在看到神的恩

典。 
 

還記得第一次返教會應

是我小學的時候，當年抱著

玩兒的心態和朋友一齊去。

雖然當時對耶穌認識不多，

但總是每次都很開心。後來

升了中學就沒有返了。直至 2008年當時有了BB，滿心歡喜，

可是快樂的日子只為持了兩個多月，因為 BB流產了，當時的

心情真是不知怎樣形容，但是奇妙的事發生了，我竟然打電

話給我一位基督教朋友，告知她我想返教會。記得當天神親

自用詩歌安慰我，就在這次之後，再返回主的身邊。 
 

由信主到現在，我在上帝的愛裡，改變了很多。從前的

我並不太懂得關心別人；對信主前的我來說，要去犧牲自己

的好處愛別人，為別人付出，實在是不可能的事，每樣事情

都想自己先、不懂得體諒別人；經過幾年信仰路上的學習，

現在已學懂關心別人，學懂何為愛。 
 

我今日生命得到改變，原來不是偶然的事，都是神的計

劃，願一切榮耀頌讚歸於天上的阿爸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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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月英 
 

   

  基督教信仰真像一顆種
子，早在小時候因得到教會
送贈牛奶、麵包、醫療藥物
等等的幫助而播在心中。 
 
  在 22 年前跟鄰居到教會
決志，信耶穌，不想再拜偶
像。不久，家中神台在一場
小火燒掉，家婆自願搬走偶
像棄掉，從始不用再燒香。
雖有返教會，亦以為自己是
得救了，但漸漸沒有再返教
會崇拜，生命更無改變，時
常抱怨被冤枉、剝奪，不情
願吃虧，不情願受欺負。 
 
    直至三年前一位朋友得重病，心裡憂傷難過，我祈禱：
「我是信主耶穌的，我們求神醫治她。」令人驚奇的是聖靈
在動工，引導朋友在她離世前洗禮，更帶領我返柴灣堂崇拜。
我參加第一次讀經班，講題是耶穌用寶血救贖我，住在我心
裡面，有永恆盼望。像我一個流浪的女兒，返回家中時父親
都厚禮款待，使我感動流淚悔改，懷著喜樂感恩的心領受神、
小組各姊妹、牧師的協助。 

 

  返教會後生命不單改變，有聖靈的內住與提醒，我是神
所造的兒女，現在不輕易發怒，要有豐盛的慈愛和誠實、忍
耐。認識基督是我生命中的至寶，常常到祂面前禱告尋求。
但願我的一生能榮耀那位愛我愛到底的神，求主使用。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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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昌文 

 

  感謝神！神在我少年時已清

晰地顯現在我家。父親因意外左

手骨折，當時父母是基督徒，教

會牧師與教友來到我家祈禱。因

手部受傷，已差不多一年，還未

痊癒，牧師等人為父親禱告，祖

母當時還未信主，老人家還堅持

拜偶像，牧師與教友邀請祖母一

同禱告，親手將一條十字架頸

鍊，親自帶上身，不夠一個月，

神蹟降臨，骨折有好轉，在三個

月後已痊癒了。自此，祖母放棄

拜偶像，與我父母、弟妹幾人，

每星期日到教會返崇拜，祖母還

每天都查看聖經。當時我還年

少，已經深深體會神是何等大

能。只可惜長大之後，離神遠

去！ 

  兩年多前，我太太的朋友何碧彩，帶她返柴灣堂，後來

她還洗了禮。從此之後，我又加入教會弟兄大衛組，每月兩

次聚會；多謝弟兄帶領，唱聖詩、讀經、查經、禱告，每星

期日返崇拜。賜我更多信心，信靠神，發覺自己起了很大變

化，身心平靜，除去惡習，決心主耶穌的門徒。 

 

  求神賜我信心，保守全家都信靠神，成為個基督化家庭。

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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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楚珍 

 

 

 

  幾年前，因丈

夫劉偉文在尤德醫

院治病，我認識了

醫院院牧，他介紹

我返柴灣堂。不經

不覺已返了四至五

年。返教會給我的

感覺是平安、平

靜、禱告親近神，

使我內心更加喜樂

和充實。 

    

  自丈夫返了天家後，我亦信了主，我學會了包容、忍耐、

用平和心去面對事情，多些為他人著想，原來真是「退一步，

海闊天空」；與十多年沒說過半句話的弟弟，竟然和好如初，

真的感謝神。 

 

  我認真思索，是否今年洗禮？於是我嘗試上福音班、成

長班、洗禮班，在這些課堂中，我領悟到我生存的價值和意

義，對生命有了盼望。我決定今年洗禮，重新做人，要活像

主的樣式，為主作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