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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跟隨父母返教會，在教會中成長，返教會早已成習慣，

聖靈的果子、耶穌的故事、「平安」、「感恩」等這些字眼耳熟能詳，但

感覺自己和天父的關係仍然很生疏，雖然在中一、二的暑假營會有立志

要信主，但直到考文憑試、放榜，我與天父的關係才進一步拉近了。 

文憑試是一個令學生緊張無比的事，在中學温習時，我的同學都十

分緊張，朋友每天跟我說：「我食唔安、坐唔落。」，但我並不緊張，完

全以輕鬆的心情面對，完全「食得安，坐得落」。而當下的平安是出於

我相信耶穌會陪我走這段路，相信祂會為我選擇一條合適的路，所以即

使無論結果是如何我都會接受，我相信這份就是耶穌給我很大的禮物，

也深信這份平安是從天父來的。這刻我才明白何謂平安。 

選大學科目及放榜的時候，我再次經歷天父的恩典。當時我選擇了

一個非常高分、我也非常喜歡的科目，大學也有安排我面試，我面試的

成績也不錯，我當下認為天父會讓我順利考獲的，因為一切都很順利。

何筠苗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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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榜時，結果卻未足夠考入該科目，但天父的恩典真的很奇妙，我的成

績僅僅足夠入讀另一科更適合我，而且是我喜愛的科目，我現在讀得很

快樂，天父真的為我預備一條最適合我的道路，祂的恩典必定足夠，我

非常感恩！ 

當下我真的在想：「我沒有什麼理由不相信祂！」沒有耶穌，我什

麼都不是，我堅決要相信祂要學像祂。 

文憑試的確令我成長了不少，但我最大的成長是我跟上帝的關係拉

近了不少，現在我凡事都會求問神的心意，也堅信天父會一直引領我走。

這種種的經歷讓我更加相信耶穌，我也因此立志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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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是一個非常緊張的人，我

在做任何事情之前一定要事先做好所有

準備才安心，如有突發事情我會很不安，

同時會有很大的壓力，而且不懂得怎樣

表達及舒發。除此以外，因為我本身是

生於一個單親家庭，心裏常常感到傷心及經常覺得人生欠缺一樣東西。 

我在 2009 年暑假正式認識神，也是我第一次踏進教會，是我的小

學同學邀請我一起返深井靈光堂。當時我只是覺得返教會可以同其他小

朋友一起玩。而且覺得毎星期日返完教會心情都會好起來。神藉着朋友，

聖經信息及詩歌親自安慰我。所以我便嘗試邀請媽媽一起返教會，因為

我知道媽媽也同樣有很大的壓力，希望她認識神。 

在 2012 年是我信主後第一次親身感受到神與我同在，當時去看皮

膚醫生，但發現腦後長了一個瘤出來，需要去找專科醫生，醫生說要做

手術取出，當時我真是十分擔心及害怕。當在等候手術時的日子，我毎

天為着手術的事禱告，向神說出我的心情，神籍着很多教會朋友安慰我，

令我明白神與我同在。另外，令我最深刻的是方牧師在我手術前到醫院

探我，她與我一起禱告及送了一句經文給我，「你們要將一切的憂慮卸

給神，因為他顧念你們。」（彼得前書 5:7） 其實只是一句聖經上的經

文，神藉着方牧師告訴我知道不要害怕，神必與我同在，給了我一份安

慰及力量。過了這件事之後，我決定要好好跟隨神。在很多的事情上，

不論在考 DSE 事情上，我都專心仰望神，跟隨神的帶領。 

我立志要好好裝備自己，所有的事情都信靠神，跟隨神的指意而

行。 

湯曉烽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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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從中一開始返教會的，因

為小學是基督教小學，所以小學就開

始接觸信仰，我的家庭始終是個拜偶

像家庭，所以沒有深入了解基督教。就是在一次小六畢業營裡，馬歷生

弟兄過來講見證，聽完了他的見證分享後感動了我令我開始想返教會。

就是因為這感動，我開始請求我的朋友廖睿哲弟兄帶我返教會。 

在中一至中二期間我也會經常參與教會活動，例如基督少年軍，青

少年崇拜。但在中三那年，因為不同的比賽令我開始在教會不同的活動

上請假，再加上中學同學也約我出去玩，令我慢慢地減少了到教會聚會，

之後就算沒有事情做也懶得出門到教會。 

在我中四那年，是我信仰路上其中一個改變。那年我開始在不同聚

會上有參與事奉和參加了 2TO1 敬拜隊。就是因為 2TO1，我有機會參

加一個讚美之泉舉行的敬拜特會，當中雖然有很多講道時段我也睡了，

但其中有個講道時段我沒睡也記得很清楚，講員説了一句：「不要加油！

要給上帝去幫助你！」那一年我正正遇上了朋友挑戰我在信仰上的問題，

我不懂怎樣去回應，這些問題大多數都是中學生基督徒會面對的，就是

朋友對你信仰的質疑，在這特會後我決定將這些挑戰交託上帝處理，最

許嘉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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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我沒有再逃避他們的質疑，反而正面面對朋友對我信仰的質疑，最終

神給我有生命的改變，最終平息了朋友對我的挑戰，，我感受到上帝是

真實的，也在這件事上改變了我，令我要決心相信上帝，承認自己對信

仰不認真，如粗言穢言等，以致朋友會對我是一個基督徒有質疑。經過

這次的提醒，我立志讓上帝改變自己。 

信仰路上第二次的改變是在中六考 DSE 的一年，DSE 對我來說是

一個很大的難關，因為我由小到大讀書的成績也不好，再加上中四和中

五也沒有認真地讀書令我中六這一年要從新學過所有東西，壓力非常大，

因此我向上帝祈禱，我沒有向上帝說叫他給我一個好成績，在每次溫習

前我只向衪祈禱：「親愛的上帝，求祢給我有專心去完成以下的溫習，

求你給我能專心一小時或兩小時。」之後我就開始溫習，不知不覺間兩

小時完結了，我真的能專心兩小時令我非常驚喜，所以在未來的日子我

也照樣祈禱。 

在 DSE 發成績後，成績未如理想，我真的有點失落，在找學校的

路上我不停地質疑上帝，祂不是會幫助我嗎？但找到學校後我的心突然

安定下來，我明白到什麼是知足，和上帝是想將最適合的給我。在 DSE

前也有教會朋友問我有沒有想要參加浸禮，當時我只是回答我還在考慮

中，但經過 DSE 後，我決定去參加浸禮班。 

這小小的兩件事令我的人生改變了學會知足，也令我想更加認識上

帝，最重要的是令我決心成為一個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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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 我都會跟隨父母在星期日到教會，參與兒童崇拜及主

日學。雖然如此，但是當時的我對於信仰這回事卻是完全不了解，因此

也從來沒有認真地去思考關於信仰的問題。當時的我基本上只是將上教

會當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卻從來沒有了解到其背後的意義。 

而令到我真正思考信仰是怎麼一回事，是在我舅父發生意外的時候，

記得當時我的舅父發生了意外，我們家裏的人都十分傷心，雖然如此，

他們不但沒有埋怨上帝，卻反而更加虔誠地向上帝祈求和相信祂，而這

事以後，我們家裏的人更一個接一個的決志信主，及後一個接一個受浸

加入教會。這件事情讓我感覺到信仰的奇妙，並使我重新地看待信仰這

一回事。 

廖睿哲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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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後，我開始變得認真地去了解上帝的福音，我明白到原來自己是

一個罪人，必須要藉著耶穌釘身十架所流出的寶血才能洗淨我們的罪，

從那時起，我便決志相信主，相信耶穌是我的救主。 

信主之前，我是一個缺乏自信，常常認為自己什麼事情都會做不好。

而在信主之後，雖然我仍然常常缺乏自信，但是我明白到凡事都不是單

單依靠自己的能力就能做好，更加要藉著上帝的大能幫助才能得力。因

此，在我遇到困難的時候便會去祈禱，尋求天父的幫助，慢慢地就會變

得不再緊張，冷靜地去解決問題。 

我立志要改變信主前的生活態度，不再對任何事情都感到害怕和缺

乏自信，反倒要凡事藉着上帝的引領和保守，積極和正面地去面對任何

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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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少到大就跟母親一起返教會，即使是幼稚園、小學或是中學也

是這樣，因此讓我有機會認識主耶穌基督，直到中學期間真正決志信主。

信主前，我是一個性情急燥的人，不理會他人感受亦不懂感恩，同時只

靠自己的能力解決問題。 

 在 2017 年 7 月是放榜的日子，當時成績未如理想，在報讀課程時

不斷埋怨上帝，最後靠著自己的能力在面試取得五個學位名額，但也沒

有因此而感到快樂和安心，期後心情慢慢平復才把事情交托給上帝，最

後上帝給我突然而來的機會讓我可再次面試，最後入到心儀的科目和學

校。不過即使讀到心儀的科目亦未必合自己，因此在家人和朋友的鼓勵

下決定再次報讀其他科目。在 2018 年的 7 月亦是放榜的日子，當日

李卓以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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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0am已到達面試埸地，10:00am才開始，但面試人次已排第 738位，

因此情緒非常焦急，這次並沒有多次埋怨，反而祈禱交托給上帝，最後

面試順利完成，面試官還跟我說全港只剩下幾個餘額，因此感到非常感

恩。 

  這事之後，我明白到「你要專心仰賴耶和華，不可倚靠自己的聰明，

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認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 」(箴言 3:5-6)我

學會全然相信上帝和等待衪的帶領，因為衪必為我預備最好；也學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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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34)當遇到困難時放鬆面對，不要憂慮和埋怨。 

  我立志要改變信主前的生活態度，多閱讀聖經認識神和知道神的心

意更多，努力做一個好門徒，並參與教會服侍來事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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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說我是一個自閉症患者，媽媽說我好像來自外星的人，是個

「非凡」孩子，很難適應及明白地球人的語言和禮儀。我不懂用地球人

的語言表達自己，小時候，每當別人不明白我意思的時候，我會鬧情緒、

會哭，甚至會大叫；別人覺得我很奇怪，大多數人不懂跟我溝通，會離

我而去。我的世界很孤單，很寂寞。感謝天父，祂賜我一個温暖的家，

爸爸和媽媽很有耐性的了解我、教導我，永遠在我身邊，對我不離不棄。 

我九歲的那一年，媽媽帶我參加了靈光堂的初少團，在那裡，導

師們說的故事，唱的詩歌，讓我認識了耶穌，知道祂是我的神，祂為我

死，和赦免我的罪。 

我很喜歡上網，而忘記做功課，不遵守媽媽為我訂下的規則，不

懂自我控制，但主耶穌幫助我，讓我慢慢地學會醒覺，我知道主耶穌已

經赦免了我的罪，衪會幫助我改變我的壞習慣，做爸爸媽媽喜歡我做的

事情。 

張綺恒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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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主耶穌，有很多願意了解我和幫助我的人，媽媽說那是天父

差來的天使，為的是幫助我，保護我，我很喜歡他們，有謝老師、馬老

師，她們教導我彈琴和畫畫；有芳姨姨教我做功課；更有小鳯姨姨幫我

補習和教我讀聖經；有樂苗詩班和 2TO1 的弟兄姐妹與我一起學習用詩

歌來讚美神；還有岑先生、黃牧師、萍姐姨姨、鳳屏姨姨……很多很多

人關心媽媽、為媽媽打氣，為我們一家禱告，使媽媽能振作，不灰心地

幫助我，漸漸地我覺得身邊有很多人接納我，願意與我親近和了解我。 

我喜歡用「小強」福音機聽聖經故事、聽聖詩，我也會自己看聖

經，還能結結巴巴的學着別人開聲祈禱，做錯了事，我會向主耶穌和媽

媽認錯。 

從前在人多聲多的環境，我會很不安，我會蹦蹦跳跳，很難靜止

下來，現在我能夠忍耐及安靜地坐下唱詩敬拜主，從前我講不出完整的

句子與人溝通，媽媽要每天一字一句的教我說話，我不懂有條有理地誦

讀文章，現在我可以朗朗上口的誦讀神的話語，我知道這都是主耶穌幫

助我改變的結果。 

我喜歡在崇拜中負責讀經、也喜歡伴唱。我知道我未必讀得好、

唱得好，但我知道主耶穌會喜歡我這樣做。 

我將會接受洗禮，我爸爸、媽媽和我天上的哥哥都會為我高興。

我也相信我的天父，也喜悅我這樣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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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主耶穌之前，我在幼稚園和小學在天主教學校就讀，之後小

學讀佛教學校，到中學時才讀基督教學校，那時我才真正認識主耶穌。

主安排我認識其他宗教，認清祂是唯一的真神，感恩。 

在中學時有一次周會，校長問誰決志信主可以站起來，那時我第一

次決志信主。我相信主耶穌會為我開路。因為我在一個充滿暴力的家庭

成長，我爸爸不是個好爸爸，煙酒不離身，而且長期賭，賭輸就會打屋

企人，在我成長的世界，父親的形象就是惡魔，我甚至想過殺死他，那

我們一家就可以得到解決。我希望主耶穌為我開路，改變我父親，但當

時沒有。而我母親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我好大壓力，但因為我

太小，不知道我已患了情緒病。在中五會考，我祈求主耶穌幫助，能升

讀預科和大學，但因為情緒問題，我的成績強差人意，沒法升讀預科，

我的世界徹底崩潰，我不再相信主耶穌，我憤怒，為什麼神沒幫助我，

我便離開神一段長時間，但其實我心裡知道祂一直都在我身邊等我回

來。 

楊桂枝姊妹 



 

14 
 

到我畢業，出來社會工作，認識到我現在的先生，婚後搬到深井居

住，其後生了兩個可愛的女兒，心語和心亮，她們帶給我無限快樂。而

我先生是未相信主的，是個無神論者，但他為大女心語選了靈光小學，

帶她返教會，他好有智慧地說，小子在教會成長是好的，我覺得很不可

思議，一個不信主的人會帶女兒返教會，而我也間中返崇拜聚會。 

但是我和先生的關係並不好，因為我原生家庭的問題，令我對家庭

的不安，對先生的不信任，來自我父親的形象，男女大不同，溝通出現

很大問題，加上工作和照顧兩個女的壓力，我忽略了先生的需要。2017 

年年尾時我對先生提出離婚，我覺得我自己可以照顧兩個女，我一個人

可以做到一切事情，其實我心裡很痛苦，問題無法解決。 

感恩我參加了家長團契，其中一個家長建議我參加夫婦營，那時先

生不放棄我們的關係，讓我們給予對方機會努力嘗試一起，那我們便參

加了夫婦營會，在營裡我們重新認識主，重新學習了溝通和怎樣去愛對

方，夫妻關係不能沒有神的帶領，而我亦重新回到神的家裡。 

回想起從前一切，神很早就為我安排一切。我所讀的學校，祂沒有

安排我讀預料，因我不是個讀書的材料，為我鋪路，我讀了航海學校，

我的生命重新改寫，我愛大海，我愛自由，而且身邊一直有小天使，每

次我最難過的時候，總有人陪我渡過。感謝主為我安排的一切。 

以前我覺得自己已經是好人，我所做的一切，不違背良心就好了，

但信主後，我做每件事都會想如果是神，祂會想我怎樣做呢？而且我已

經不害怕了，一切都有主耶穌帶領，做任何事都有平安的心面對未來。

不再為明天的事而憂慮，因為神會為我安排最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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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前，我曾經參加過兒童暑期聖經班，但沒有特別的信仰。我

本身是一個非常內向、容易擔心的人、不懂得與人相處。當有不開心的

事或困難發生時，我總是將想法及感受收藏在內心中，獨自一個人去解

決或最終選擇逃避。當朋友生病時，我也不懂得主動關心他們、問候他

們，給予安慰及支持。 

中學時，一位英文老師邀請我参加佈道會，在那天佈道會中，一群

弟兄姊妹表演話劇及分享見證後，我的眼淚不停地流下來，但心裡卻感

受到安慰及力量，最後我便舉手決志信主。之後，我和其他同學就每星

期都參加青少年團契，返了教會一段時間，導師看見我對信仰感到興趣，

於是安排我上成長八課，在課程中我更認識及明白主耶穌，知道祂是一

位慈愛又公義的獨一真神，只要我真心悔改相信，承認祂是我的救主，

祂必定用寶血洗淨我的罪、醫治我的傷痛、給予我足夠的力量去改變及

指引我的前路。 

何玲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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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之後，我慢慢地學會將我的憂慮交託神，相信祂為我掌管一切，

不可以只依靠自己的努力及方法去解決困難，我也漸漸地踏出自己的舒

適圈，努力地學習與人相處，學像耶穌放下自己，關心他人的需要。「我

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約翰一書 4:19) 

中五會考時，心裡面其實很緊張，因為自己不是聰明的人、對課程

又不太掌握，而且成績一向只是一般，所以覺得升讀大學機會渺茫，於

是我每次温書前都會向神祈禱，祈求神幫助我可以專心温習、賜我智慧

及安心。最後，我居然可以順利升讀中六，因為「在人這是不能的，在

神凡事都能。」(馬太福音 19:26) 

我立志要好好盡自己的本分，努力讀經、祈禱、靈修學習神的話語，

及跟從聖經的教導，以基督的心為心，存心謙卑，不要單單關心自己的

事，也要關心別人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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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出身於基督教家庭，由出世開始跟家人一起在深井靈光

堂聚會，六歲時便和家人到屯門植堂。由認知到現在，無論在家或教會

都不時聽到耶穌的名字、祂的教誨和神蹟奇事。實是一名典型的信二代，

但隨著年齡增長，我心裡仍有很多疑問，像是為什麼神現在不再和我們

說話、為什麼人被耶穌的寶血洗淨後仍然會犯罪、為什麼神會允許異端

的存在，使到不少人被蒙騙，還為了這些假神而死，更讓它繼續蒙騙他

人。令我也不時在想：難道我信的神才是假的？難道天堂是不存在的？

死後如果不能重生，我這個人、這個靈魂是否就會消失呢？每次想到這

裡，我就會害怕、打冷顫，感覺到自己這二十年裡，做什麼事都是錯的，

不如就一了百了吧。但我若真的自殺死了，去到天堂，真的看見耶穌，

耶穌話不認識我而把我扔落地獄，這樣使我更害怕了。以上發出的問題

我從來沒提出，是因不想影響到別人信耶穌。 

(屯門堂) 

馮頌熹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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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經因爲自己想要某些東西而偷過家人的錢，也因為被別人嘲笑

和侮辱，做出一些傷害他人身體的事，我都向神承認犯了錯，求主耶穌

赦免我的罪，所以現在決心不再傷害他人，不再貪愛錢財，願意成為一

個榮神益人的門徒。我信主後已減少害怕，雖然偶有這些想法，但心裡

隨即有另一把聲音跟我說：不要怕，只要信。當聽到這宣告，我心就立

刻平靜了。現在就算自己做的事不夠別人好，害怕也好，我相信神會幫

助我，保護我，只要全心相信，就必能上天堂，得永生。 

親愛的主耶穌，我相信祢是我唯一的救主，我願更多愛祢，也感謝

祢給我一個幸福的家庭。我願意多在聖樂方面為祢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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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家一直頗相信神怪玄學。雖然不會裝香拜佛，不過農曆新年

會到天后廟求籤，路過寺廟也會拜一拜，還會請人算命。 

從小接觸佛教和道教的我，又先後在一所伊斯蘭小學和基督教小學

讀書。個人體會是基督徒總會想盡辦法進入你的生活，所以我沒法像以

前一樣，只把宗教當作其中一個學科。尤其是小六的時候，一位耶和華

見證人的阿姨每週跟我說聖經故事，讓我更多接觸基督教。當時我只是

抱着免費學習新知識的好奇心去了解，後來他們邀請我參與崇拜，開始

正式融入教會。但是崇拜非常沈悶，而我開始發現他們說的神好像跟學

校學的不太一樣。這種異樣的感受在小六福音畢業營得到了解釋。原來

基督教有異端也有邪教，不過我無法分辨誰對誰錯，又或者大家只是派

別不同。於是，我開始與耶證疏離，也與神疏離。 

到中二時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那時大家都在討論：「生命和快樂

哪個最重要？」當時我認為沒有生命哪有快樂，可是不快樂的人生倒不

如不過，所以我訂下人生目標：做一個幸福的人。那時，我一直着迷倪

匡的小說，後來發現倪匡竟然也自稱基督徒，又想起對我影響很深的班

主任對我們說過，即使她仍未受洗，不過神一直在牽引她。 

巧合地，在第二年我遇上了陳秋惠和她的媽媽，她們邀請我參與教

會的免費大食會，又有半價的宿營，在貪小便宜的心態下，來到了靈光

堂。 

陳杏賢姊妹 

(屯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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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發現這個教會有點不一樣，週日崇拜雖然也悶，不過教會長輩

對我很好，年輕人感情很好又比較靜態，這都給我一種舒適自在的感

覺。 

可是，讓我留下來的是友情多於天父，直到有人說：「我只有在基

督裡，才找到人生的意義。」那時候，我在學校裡看着相書，跟同學玩

看相遊戲，又看很多玄學題材的小說。當我漸陷其中時，卻有一種異樣

的感覺。玄學很多時候是預言，為了趨吉避凶。理論上，我應該變快樂

了，現實卻是令我更恐懼將來。反倒是在聖經跟我說神的愛和大能，以

及談到人的軟弱，更讓我內心平靜喜樂。於是我發現，既然一切源於神，

那快樂也源於神。 

開始我是把基督教當成一個安全網才願意接觸，因為信神有恩典，

不信者則很可能有悲慘的下場。相信總比不信安全一些。後來，我發現，

只要你願意打開心門，不管你的原意是什麼，天父都會親自教導你。即

使在我認識祂以前，每次我走近危險，祂都會及時拉住我。因此，我祝

福那些真心尋求的人，能聽到天父的聲音。 

我不知道自己有什麼重大改變，仍然懦弱，又多缺點，不過我會為

自己祈禱，感受神的愛，嘗試接納和改善自己。我也希望別人在我身上

看到天父的愛與大能，能辨識我是基督徒，而非道士。 

這兩三年，我經歷神的應許，更多地感受神的同在。上年教會選擇

了粉嶺宣道園舉行浸禮，正是我小六畢業福音營的地方，我以另一個目

的和身份重臨此地，恍如隔世，心裏萌生受浸的想法。聖靈感動，時候

到了。今天，我便站在這裡告訴自己，告訴人，神存在，願以愛與人同

在。 

未來雖仍然模糊又遙遠，但在大家的鼓勵下，我就嘗試承擔了一些

青年及兒童事工，不過我還不知道天父在我身上的旨意，可能要等待，

也可能神已悄悄在動工。我只盼望一生謹守主道，與大家歡然讚美主。 

最後，謝謝我身邊的這麼多天使，謝謝天父。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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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到大，我都對自己很有要求，希望自己成為在大家眼中出色

的學生，出色的女兒，出色的朋友。所以一直都會很介意別人的想法，

害怕別人因自己的的不足而失望。直到踏入社會工作， 在仍然對前途

感到迷惘之際，眼見身邊所認識的人都已經升職，有高收入，頓覺自己

並不是一個「成功」的人。在社交媒體渲染下，更覺得自己無能力為家

人和自己負擔起去周遊列國而感到無能，甚至開始質疑自己的外表。直

到我認識到神。 

當初接觸教會因爲男朋友是一位基督徒。在跟他相處的一段日子中，

我看到他和其他大部分我所認識的朋友不一樣。為了了解他為何有一不

樣的品格，所以我選擇嘗試去接觸基督教，另外也當然想了解我們是否

合適繼續發展下去。 

在一段日子後，發現神的話語每每都能解答我心中的疑問。記得之

前看過一篇訪問，主角名叫 Kylie — 一位擁有讓很多女孩也羨慕的臉

孔和身形的模特兒。但她並不因此而感到快樂，因為在大眾所認同「瘦

就是美」的標準下，她仍然會不斷質疑自己的外表。直到有一天，她八

吳昭怡姊妹 

(屯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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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的表妹說:「我不要吃東西，要像你一樣漂亮。」Kylie 在心碎的同時，

她開始醒覺行業的問題。幸運地，身為基督徒的她能在信仰中找回自我

價值，更決心希望矯正模特兒行業對美的定義。她認為：「神重視的是

內在美，所有女生都一樣美麗、一樣有價值。」這個見證也使我醒覺到，

我之前也是跟著世上所認同的價值觀去活。因此我更加希望親近神，了

解衪的話語，找回自己應走的路。  

「我的靈在我裏面發昏的時候， 你知道我的道路。」 142:3 詩篇  

 在將生活交托給神去看管後，我開始找回生活中正確的價值觀，

學會欣賞自己多一點，埋怨自己少一點。或許我們都對自己有不滿意，

但在神眼中，我們每一個實在都是美好的。 

感恩現在有能力在敬拜隊中事奉，希望將來能讓更多的青少年和小

朋友從敬拜、詩歌中認識和親近神。 從神的話語中學懂正確的價值觀，

讓生命都結滿好的果子。 

其實我很怕在人群面前說話，害羞在不熟識的人面前說出自己的事

情。但這是一件值得歡喜快樂、值得公佈的事情。所以就鼓勇氣要在眾

人面前受浸。 

希望藉著這個機會，能在眾人面前作見證，讓家人、朋友並我所認

識的人知道信主並不是隨心所欲完全不用管自己的人生，而是以一個新

的身分重新生活，不再走糊塗、迷迷懞懞的路，卻是充滿方向感，邁向

神應許和帶領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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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深井靈光堂 

地址：新界 青山公路 十三咪 深井 

電話：2491-0216 

傳真：30115216 

電郵：dec@dechk.org.hk 

網址：www.dechk.org.hk 

   基督教屯門靈光堂 

地址：屯門 澤豐花園商場 2 樓 24-26A 室 

電話：24309855 

傳真：24309877 

電郵：tmec0721@gmail.com 

網址：www.tmech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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