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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沛蓁姊妹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灑) 

 

自小已跟隨父母參加教會聚會，不論是兒童崇拜、主日

學、基督少年軍，都能看到我的蹤影。「返教會」早已

成為我每個星期日的慣常活動，很多的聖經故事和知

識亦在我腦海中根深蒂固。但坦白地說，對我而言，「返教會」的目的其

實只是因為要跟隨父母，並且得以跟教會的朋友聯誼，在崇拜之後可以

一起共進午膳而矣；那時我並沒有靈修和恆常禱告的習慣。 

直至去年（2019 年），有一季主日學的課題是「靈修和祈禱」，導

師在課堂上教導我們靈修的目的，是為了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她鼓勵

我們要多做靈修，甚至把「每日靈修」定為該季主日學其中一項「功課」；

她也每星期安排分享時段，讓我們同學之間在靈修的事情上互相鞭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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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醒。在那段日子，我開始靈修，每晚臨睡前也向神禱告，將一切事情

都告訴祂。後來新一期的浸禮慕道班開始接受報名，雖然我自小已打算

在踏入十八歲之後就受洗加入教會，但那一刻的我卻猶豫不決。對我而

言，受洗加入教會是一件沉重、嚴肅的事情，我總覺得自己尚未準備好，

我與神的關係仍然處於薄弱的階段，若在這種情況下報名參加慕道班，

我覺得是一個兒戲的決定。過了一段時間，有一位已受洗的朋友問我將

來有甚麼打算，會否在這一年參加浸禮班，我坦白地將以上想法告訴他；

「從來沒有人在準備十足的情況下受洗」是他給予我的回應，他亦向我

分享他當年受洗時的情況。那一刻我感受到神要藉著這位朋友的口向我

說話，祂解答了我的疑問，告訴我應該要參加浸禮班。 

在我決定報名參加慕道班之後，社會上出現了動盪和變遷，使我遇

上很多不明白和難過的事情，除了將這些事情向家人傾訴之外，我腦海

中亦想起神的同在。在傷心難過時，我會打開電話中的聖經應用程式，

去尋求神的安慰；遇上對未來的抉擇，我會多番禱告詢問神的意見；在

開心的事情上，我會不住向神發出感恩，我漸漸地感受到神在我身上作

出的改變。雖然現在我仍未能培養出每日靈修的習慣，但在很多事情上，

我都會求問神的旨意，希望能夠成為一位祂所喜悅的人，繼續為祂做鹽

做光。我亦多次感受到神的同在，當我因軟弱而不信的時候，祂就會透

過不同的途徑提醒我，讓我從新得力，並且更加倚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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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一直以來神都在很多事情上將平安賜給我和我的家人，祂亦給

予我們一家有相同的領受，使我們能夠看見祂的同在，並且在祂的話語

中成長。回望以前的日子，縱然曾經遇到不少不如意的事情，但後來才

發現這一切的事情，都充滿著神的恩典和引領。「當將你的事交託耶和華，

並倚靠他，他就必成全。」《詩篇 37:4》這節聖經時刻成為我的提醒，使

我明白只要我們願意尋求神，並且將所有的事情交託給祂，祂必然會帶

領我們，也會指引我們未來的路向，使我們不用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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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浩軒弟兄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灑) 

 

主前的我並沒有任何信仰，對教會的認識也十分之少。雖

然我就讀的小學及中學都是中華基督教會營辦的學校，

但我卻對那些關於信仰的事絲毫沒有興趣，更沒打算去

理會。那時候的我，當遇到困難時，都不會跟任何人傾訴，因為我認為

這樣做對事情一點幫助也沒有，於是有些時候我面對的壓力也是頗大的。 

直到中六畢業之後，一連串的事發生在我身上，當時一位姊妹邀請

我到教會認識耶穌，這位姊妹性格開朗，又熱心助人，我便跟隨她到教

會，見識一下她所相信的神。這是我初次參加學校以外的崇拜；在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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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少年崇拜中，我看到充滿活力和喜悅的敬拜方式，這與我印象之中

的教會形象完全不同，於是我便認真聽道，也開始每星期參加青少年崇

拜，而每一次崇拜的內容也令我獲益良多。後來，教會的譚傳道邀請我

每星期日早上參加他帶領的一個課程，他在課程中熱心地講解不同的基

督教知識，又與我一起討論我不明白的地方，最後我決定相信耶穌，因

為我在教會中看到每位弟兄姊妹都帶著神的恩典和見證，他們的表現觸

動了我，叫我渴望成為一名基督徒，也要見證神賜下的恩典。 

信主後，我發現自己的性格開始改變，我比以前更愛幫助別人，也

看到每個人身上有不同的優點，這些改變都是出於神的恩典。我開始與

主傾訴，遇到困難時我不再害怕，因為我知道主必會眷顧我。期望日後

我能帶著主所賜的平安，為祂作鹽作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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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漢健弟兄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灑) 

 

主之前，我是一個很重視和追求名利的人，我曾在國內

開設商標工廠，但由於中國環保法規的影響，我只得無

可奈何地把工廠結束，因而導致二百五十多名員工失

業。在工廠關閉之後，我覺得自己很失敗，只好返回香港；當時李 Sir、

阿 Ben 及幾位弟兄前來探望，向我傳福音，並且帶領我決志信主；這時

候的我，因為內心充滿矛盾和頹喪，也因為要養活家庭，所以不得不重

投廚師行業，也因此再沒有思考自己的信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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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年爸爸因身體出現問題，入住醫院的 ICU（深切治療）病房三個

半月；他身體的情況每況愈下，最後離開了我們。當時我心裡悲傷不已，

但記起爸爸在病床上雖然戴著氧氣罩，忍受著呼吸困難的痛苦，仍然願

意決志相信主耶穌，也接受了灑禮。在爸爸的安息禮拜之中，我看見弟

兄姊妹的熱心幫忙，自己的心就更被感動了。在同一年，我八十三歲的

媽媽也跟隨爸爸決志相信主耶穌，並且接受了灑禮，也恆常地每個星期

天上教會，她的改變讓我重新認真地思考信仰，知道是時候要回到神的

身邊了。 

信主之後，我不再追求榮耀和名利，反而願意放下一切跟隨主耶穌，

並且透過學習真理去改變自己，若遇到困難的時候，我會學習祈禱，將

難處交給神。 

感謝神!祂幫助我實現了自己的夢想，可以在小店舖裡用心做出自

己拿手的食物給客人欣賞。我期望自己在不久的將來能夠受洗加入教會，

也能夠每個星期天與家人一起上教會，並且在信仰上努力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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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巧瑩姊妹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灑) 

 

從小到大都是在教會學校念書，但因為我是一個理性的

人，所以不會很容易就去相信一個看不到、觸摸不到的

神。我自覺人生一向風平浪靜，信仰與我好像毫無關係。 

在 2001 年，我婚後到美國生活，在那邊的華人教會認識了一些

教友，便開始定期的教會生活，但我仍然感覺跟神的關係很疏離。在

2005 年，我們一家三口由美國回港生活，因著一些家庭問題，我變得只

懂投訴、埋怨、驕傲、自大和容易發怒，也覺得自己永遠是對的，並且

不懂體諒身邊的人。其實說穿了，我變成這樣，是因為自己缺乏愛與安

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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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藉着戴牧師的牧養，我慢慢看到自己的盲點，就是只看

到別人的缺點而忽略別人的優點。其實我在神面前是何等的渺小，我那

有資格去看輕別人和抬高自己呢！這時我知錯了，我向神認罪悔改，求

祂寛恕我的過犯，我也邀請主耶穌進入我的生命中，成為我生命的主。 

當我擦亮眼睛，便意識到現在所擁有的一切，都是神為我預備的，

而且是最適合我的。神沒有因為我犯罪而放棄我，反而一直眷顧我，沒

有間斷地愛我。神又修補了我心中的缺口，給我源源不絕的愛和安全感，

令我更有力量去愛身邊的人。在這過程中，神不斷的供應，慢慢去陶造

出一個新的我，現在的我比以前更懂得去感謝及欣賞別人，而我與神的

關係也更加密切，我感受到天父對我的愛，也知道我是祂的女兒。 

聖經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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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賜我一個與基督出死入生的機會，我立志

要一生跟隨祂、效法祂，成就祂的心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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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文利姊妹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灑) 

 

自小就在教會學校讀書和成長，但在那時我對信仰的認

識並不深入。雖然心裏相信有神，卻一直沒有動力進一

步認識和親近神。投身工作以後，我就非常忙碌，生活

營營役役，每天只顧上班下班，後來我組織了家庭，女兒也出生了。 

當我在生活和工作上遇到種種問題，與及不愉快的事情，我都是靠

自己的力量撐著，並且獨力解決。我以為人生不過如此，凡事都要靠自

己面對。曾經有一段時間，我因為工作壓力太大以致情緒不穩，甚至影

響了工作的質量，進而發展至惡性循環的地步。一向工作至上的我，更

因此陷入情緒低谷，不斷懷疑自己的能力，也懷疑人生的意義何在。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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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後，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之下，我參加了朋友邀請的主日崇拜，

當天接觸到的教友都非常熱情，我被他們這份熱誠和常懷喜樂的心感動

了，之後每次的聚會，我都感覺有所得著，傳道人講的道理給我很多的

啟發，令我茅塞頓開，教友們的見證，亦令我感受到信仰如何改變生命。 

我明白自己不是孤獨的，因為神永遠愛我，永遠與我同在。我知道

生命並不限於那短短的數十年，神在每個人的生命中，都有祂獨特的旨

意，我們只要放下驕傲和自以為是，將自己交給神，跟着祂的旨意而行

便可。我更嚮往與主同在，也希望與我所愛的人一同得著主所賜的永生。 

信主之後，我感覺到生命有了嶄新的意義，也有了新的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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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佩茵姊妹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灑) 

 

信主之前，我過著十分刻板的生活。雖然在工作方

面我尚算努力和認真，但由於為人被動，依賴性也

很強，遇到問題時我總習慣找別人幫忙解決，所以

我沒有自信，也不懂得拒絕別人。我從小身邊的朋友就不算太多，自己

的性格比較悲觀沉鬱，內心經常感到十分孤獨，總是覺得沒有人能夠明

白自己。自從有了小孩子之後，我的情緒變得起伏不定，時晴時雨，可

能是因為照顧兒子的壓力很大，就算遇到很鎖碎的事情，我也會感到憂

心煩躁，心情變得十分敏感和緊張。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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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求學時期，我是在基督教學校讀書和成長的，媽媽更是一位虔

誠的基督徒，因此我從小就認識主耶穌基督和接觸聖經，但郤從來沒有

真正的相信主。直到 2018 年的某一天，我為了兒子的偏食問題十分憂

心，剛巧經過住所附近的一間教會，那時我心裡突然有一股很大的動力，

叫我去參加這間教會的崇拜。於是我就鼓起勇氣踏進了教會，在人生中

第一次參與主日崇拜。當柔和的詩歌音樂響起，我心裡就感到莫明的平

安和溫暖，雖然所有的詩歌都是第一次聽見的，但不知道為何我感覺很

熟悉，眼淚更自然地流下來。教會的會友和傳道人很友善地跟我打招呼，

更邀請我參加福音班，讓我透過聖經去認識耶穌基督和祂的教導，我毫

不猶疑地答應了。 

經過兩個月的福音班，我明白到耶穌基督的救贖，衪在十架上犠

牲，用寶血洗清我們的罪。福音班其中一課的內容是『你若口裡認耶穌

為主，心裡信神叫他從死裡復活，就必得救。因為人心裡相信，就可以

稱義；口裡承認，就可以得救。』《羅馬書十 9-10》使我深深明白到要

成為神的兒女，只要心裡相信，口裏承認，就可以得到永生的恩典。於

是我決志相信耶穌，更充滿信心地希望成為基督徒。 

信主之後，朋友都說我變得開朗，笑容也多了，性格亦沒有以前

那麼焦慮和急躁，處理問題時，會比較平心靜氣。現在面對著不如意的

事情，我開始懂得將它交托給主，也會藉著禱告去求神指引，並且信靠

祂的話語『所以，不要為明天憂慮，因為明天自有明天的憂慮。一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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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處一天當就夠了。』《馬太福音六 34》在 2019 年，我帶著兒子參加

了兒童崇拜，希望他可以從小認識耶穌基督和學習聖經真理，在主的大

愛裡面茁壯成長，讓他能夠活出基督化的人生。 

在以後的日子，我希望在主耶穌基督的保守和帶領之下，能夠成

為一個新造的人。『若有人在基督裡，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

成新的了。』《哥林多後書五 17》我會時刻銘記耶穌基督的教導和真理，

學習愛人如己，『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哥林

多前書十三 7》 

感謝主一切的恩賜。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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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譚惠琴姊妹 

 

(於 2020 年 10 月 18 日受灑) 

 

小學開始，我已經跟隨哥哥返教會，那時我沒有在意

去認識耶穌基督，只是抱著玩耍的心情到教會去。長

大之後，我開始上班，偶爾也會跟隨姐姐返她的教會，

所以我一向沒有抗拒學習聖經的教導。從那時開始，我已懂得藉祈禱向

上帝傾訴心事，或是求祂幫忙。可是因為恆心的問題，我最後放棄了和

姐姐返教會，亦慢慢地遠離了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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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直到 2011 年，兒子紀朗出生了，我和丈夫都相信這是神給我們的恩

典和賜予，因為經過我們不斷的祈禱，主耶穌終於給予我們一位非常健

康和開朗的孩子。從那時起，我信主的心就開始建立。 

    在 2013 年 9 月，父親因患上癌症而安息主懷。他是在 2013 年 3

月確診胃癌的，那時已信主的姐姐和哥哥不斷和他祈禱，希望神保守他，

讓他可以決志信主。後來他的病情越來越嚴重，他只能躺在床上，在牧

師的引導和見證下，他終於決志信主。那時，我也被聖靈感動，在一場

佈道會中決志信主。 

    決志信主之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處處只從自己的感受出發，沒有

為他人著想。記得那時的我，時常為了一些與朋友相處期間產生的誤會

而不開心，也不懂得如何放開懷抱。決志信主之後，我每逢星期日都與

丈夫和仔仔一同參加深井靈光堂的崇拜，因而明白多一些聖經的教導，

從而開始學習放低自我和憂愁，正如聖經記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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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學懂將一切交託給主耶穌，也明白所有的難處都不能靠自己解決，反

而要藉著祈禱請求神的幫忙，祂一定會為我預備最好的結果。 

從決志信主到現在已經六年了，在今年我終於鼓起勇氣和另一位好

姊妹巧瑩一同參加慕道班，我相信這是耶穌基督為我們預備的禮物--受

洗加入教會。往後的日子，求神帶領我除去懶惰的心，努力閱讀聖經，

活出神所喜悅的人生，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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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展猷弟兄 

  (於 2020 年 9 月 19 日受灑) 

 

的信仰之路和得救見證，是一個純真女孩感動丈夫信主

的故事；也是一個情深男生跟隨妻子歸主的故事。  

 

 

1. 讀聖經，是胎教，還是夫教？ 

與妻子結婚後兩年多，終於來了有孕的好消息。有一晚她突然跟我說：

你可以為我們的 baby 讀聖經嗎？我有點愕然，但不假思索地回應：當

然可以，這是胎教的一部份。好的，這也是夫教的一部份。 

於是我們開始每晚讀幾節聖經，妻子沒有要求讀那些章節，我也不是連

貫地讀，只是翻開什麼便讀什麼，比較多讀的應該是詩篇、箴言，也有

傳道書。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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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記得讀到「一切虛空」時，我笑著跟她說：原來譚詠麟那些“狂呼我

空虛”的歌詞典出於此，給她橫了一眼。女兒出生後，因我們兩人都忙

於照顧這初生嬰兒，便停了讀經。 

 

2. 返教會，她聽道，我睡覺 

女兒上幼稚園了，妻子說女兒可以參加教會的兒童主日學、兒童詩歌班

和兒童崇拜，她建議去靈光堂參加崇拜。除了崇拜之外，妻子也參加不

同的主日學，她叫我和她一起參加，我說：不用了，我來接妳吃早餐，

然後和妳參加崇拜吧。 

妻子常說我在崇拜時打瞌睡，我說順其自然吧，或許有一天我突然醒了，

有聖靈感動，便會信了。 

 

3. 伉儷小組，需要婦唱夫隨？ 

妻子在 2013 年受洗後跟我說，教會有一個伉儷小組，想我也參加。我

第一個反應是我都不是基督徒，不用參加了吧。妻子說這是伉儷小組，

當然要兩夫婦一齊參加啦。愛妻控的我當然二話不再說，就參加了。 

在伉儷小組聚會裏，我們讀經、唱詩、討論，也看一些分享片段，同時

也會一起吃東西，女兒會跟我們在一起，感覺也很自然。 

 

4. 妻的期望，我的 mission？ 

應該是 2016 年吧，那年教會舉辦了七一伉儷營，那次有很多對夫婦參

加，期間有分組討論、分享見證、夫妻對話，最後是夫妻各自為對方寫

下祝願，然後逐一站出來開口祈禱。 



 

20 
 

當時妻子經常與女兒鬧情緒，所以我祝願我們和女兒的關係轉好，我以

為她的想法也是一樣，但她出示她對我的願望竟然是：希望你能信主。 

我腦海下意識的反應是：老婆，唔駛玩咁大啩。 

輪到我們站起來祈禱，我說：老婆，妳係教徒，妳開聲祈禱吧。她說：

你係我老公，你來領禱吧。於是我牽著她的手，第一次在眾人面前開聲

祈禱。 

 

5. 妳事奉，所以我事奉 

妻子受洗後開始參與事奉，她一向喜歡插花，於是參加了教會的插花小

組，與幾個姐妹輪流負責主日的花卉安排。為此，她還在外面參加了一

些插花課程。 

我的工作就是在她當值時，把她弄好的花卉送到教會去。教會的姊妹有

時見我幫忙搬花回教會，都會打趣地說：好幫手喎。我和妻子相望一笑，

心想因為妳事奉，所以我也事奉。 

 

6. 誰來教祈禱? 

2018 年，妻子病了，我知她很疼痛，但不知如何幫她，於是買了本“如

何為妳的妻子祈禱”，嘗試為她祈禱。妻子返天家前五晚，她突然叫我

和她做睡前禱告，我們禱告了，然後她說：老公，你好叻，識祈禱。其

實我真的不懂，僅憑內心將感受說出來，但這是妻子給我的表揚，我甘

之如飴。跟著幾天，我們都有禱告，直至她進了醫院，返回天家。妻子

為我開啟了祈禱之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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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福音傳萬民，傳一人？ 

妻子的安息禮拜來了很多朋友，我真的感動了。牧師在讀提摩太後書四

章 7 節：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

已經守住了。 

我回想以前，妻子好像真的沒有開口傳福音給人，但這又有什麼關係呢？

她以她的行為來傳福音，大家都感受到她為朋友、家人的付出，所以才

會有這麼多人來參加她的安息禮。 

教會有個目標是：福音傳萬民。我想，不管是福音傳萬民，還是福音傳

一人，都是好的。 

馬太福音十八章 12 節：一個人若有一百只羊，一只走迷了路，你們的

意思如何？他豈不撇下這九十九只，往山裡去找那只迷路的羊麽？ 

妻子至少把福音傳了給我，我就是那一只迷了路的羊。以往跟妻子回教

會做崇拜和參加團契，我都是較被動的。這次主好像說：來吧，打開你

的心來認識我，我給你的恩典夠用。 

 

8. 主的恩典何廣大 

我父兼母職，有點兒手忙腳亂。有一天我收到女兒同學媽咪的電話，建

議讓女兒放學後到她家，讓兩個女孩子一起溫習，女兒每天可以在她家

最遲留到下午六時才回家吃飯。她離開時，同學媽咪會給我發訊息，讓

我知道她大概什麼時候回到家。女兒的成績開始穩定下來，我多次向這

位媽咪道謝，她卻說：不用謝，大家都是主內弟兄姊妹嘛。 

女兒升中，我打算為她報讀直資學校，同學媽咪知道之後，說：你要上

班，不如我同你去報名吧，我女兒也可以一齊去，練吓面試。面試當天，

我們一起去學校，在上去面試前，同學媽咪擁著两個女孩子，和她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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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祈禱。那一刻我很感動，對，是要依靠神的。結果女兒最終進了這間

中學。 

其實還有很多天使在我們身邊，包括女兒幼稚園同學的家庭，他們經常

邀約我和女兒外出活動，讓女兒開開心心，這都是神的恩典。 

 

9. 信仰歸何處，低首來決志 

我還是繼續在周日回到教會參加崇拜。2019 年初，我見到教會貼出舉

辦信仰班及其他書卷班課程的宣傳海報。我呆立了一會，心裏有個聲音

對我說：你不妨參加試試，於是我在信仰班的報名空格上簽了名字。開

學了，竟然是一對一授課，其實也不算是授課，只是閒談交流。負責課

程的弟兄給了我一本“新生命、新生活”的書本，但我們每次都是從閒

話家常入題，無所不談，當然最終也會談到福音，但過程就是舒服，沒

有壓力，負責的弟兄也分享他信主的過程。不經不覺就過了一年，在課

程結束前，有幾位弟兄姊妹和我作進一步的討論和分享，於是在 2019

年 12 月 22 日，我作了決志。 

 

10. 約伯，以你為榜樣 

我病了，收到檢查報告後，我卻很是鎮定，沒有驚恐。通知了公司、上

司及同事，也通知了教會及伉儷小組的弟兄姊妹之後，便開始我的抗病

之路。 

有姊妹說，這是風雨飄遥的日子，天父又讓震驚的事情發生了。她們無

語，也無能為力，只能靠著聖靈代禱，求神托住我，也看顧我和家人。 

那天我剛巧在看中學校友團契群組的靈修分享，當時讀到：約伯在患難

中持守盼望，因為他記得上帝過去在他身上美好的恩典，也明白在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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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終點能得見上帝。對啊，我應該以約伯為榜樣，神總會在旁看顧和

扶持我。我想是時候詢問教會關於問信德及進行灑禮的安排了。 

 

11. 美麗的兩個場景 

拍電影通常都會有不同的結局，矇矓間我心裏也泛起兩個場景。 

場景一：彩虹橋下再續緣 

我看見漫天的彩霞，前面有一條七彩繽紛的拱橋。我輕輕撫摸橋身，感

覺它非鋼非石，不寒不熱，不知何物所造。我蹤步前行，來到橋之拱巔，

往下一看，笑面迎人的她果然在橋下等我，正在向我揮手。 

場景二：苦盡甘來證神恩 

“各位，她輕輕的擁抱我，然後跟我說：你要為神所用，為祂做見證。

所以，今天我在這裏為大家訴說在我病困之中，神如何扶持我，如何照

顧我，如何讓我面對……” 

 

12. 結語：新造的人 

回望過去，不管是妻子的潛移默化，或是天使以不同面貌的出現及無言

看顧，還是教會弟兄姊妹的熱誠幫忙，都是在聖靈的感動和天父的帶領

下，讓我漸漸領受主的恩典。 

這天看到哥林多後書五章 17 節：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做的人。

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我深信自己能領受新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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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少華弟兄 

 由黎潔冰姊妹憶述     

   

  (於 2020 年 6 月 28 日受灑) 

信主多年，一直盼望家人特別是父母能信主。如果教會

舉辦佈道活動或旅行，我都會邀請父母參加，希望他們

從中認識教會，也認識耶穌。 

在 2016 年，教會開辦「三福訓練」，我的父母認識其中一位學員陳

燕卿姊妹，我告訴他們，燕卿移民在即，她參加的訓練一定要湊齊福音

對象才能畢業，我希望藉此機會邀請他們聽福音。爸爸當時還問我，如

果聽完燕卿所講的福音之後說不信，會不會影響她的畢業，我說不會影

響的，只要告訴她還沒有決定就可以了。於是他們在 2016 年 6 月 24 日

詳細地聽了一次福音。 

在此多謝當日探訪我爸媽的三福隊員，十分感激你們向他們傳福音。

這是好的開始，我會繼續努力祈禱，並且傳講聖經的教導和邀請他們參

加聚會。盼望這福音的種子能在他們心中發芽生長，有一天開花結果。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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爸爸在今年農曆新年過後，經常腹瀉，情況時好時壞，由於疫情關

係，他沒有外出，也拿不定主意去作詳細檢查。5 月初他便血，急診後

確定患上大腸癌，在 5、6 月他幾次進出醫院。每次入院前，我都會告

訴他要信耶穌，因為信了耶穌便可將憂慮交給神，心裡會有平安。在 6

月那次入院前，我鄭重告訴他要信耶穌，我和丈夫每天都會為他祈禱，

但他沒有特別反應。 

6 月 16 日，就是出院後第二日，爸爸的精神很好，我們有以下對

話。  

女：你願意信耶穌嗎？ 父：我信。 

女：信耶穌要承認自己係罪人架！ 父：我認呀！ 

女：咁你係咪罪人呀？ 父：有幾大罪呀，有罪都包容晒啦！ 

女：邊個包容？ 父：耶穌。 

女：耶穌包容晒，耶穌代替你的罪？ 父：係。 

女：咁你信佢就得架拿？ 父：得。 

女：即係耶穌好得，咁你就信耶穌勒？ 父：係。 

女：咁如果你日後百年歸老，就會點？ 父：可以四圍飛！ 

女：可以飛去邊？ 父：任何地方！ 

女：即係好自由自在，可唔可以飛去天堂？ 父：當然可以！ 

女：點解可以去天堂？ 父：因為信耶穌。 

女：如果去到天堂門口，有個天使問，我為甚麼要讓你進天堂，你怎樣   

     答？ 父：你認為入得便入得。 

女：但你有無把握可以入到去呢？父：有。 

女：點解有把握？父：因為信咗上帝。 

女：真係好啦，你好清楚自己可以上天堂。咁而家係唔係好安樂？ 

    父：係，信咗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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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那些擔憂可以比晒邊個？ 父：上帝。 

女：係啦，比晒上帝，真係好啦，新的生命，最緊要開心。 父：OK。 

女：但信耶穌不是順便的，我又信耶穌，又信黃大仙，又信佛，不可以  

    這樣，要淨係信耶穌，咁耶穌信唔信得過呀？ 父：我地中國立國幾   

    千年，軒轅皇帝、孔子…，合縱連横！ 

女：明白，中國幾千年歷史，你認為好多傳統宗教也應該尊重，但你知  

    道皇帝也有信耶穌的？ 父：我知道，中國能保持到現在，就是不分 

    種族。 

女：中國有容乃大，所以皇帝也接受基督教，不過有一樣好重要：神只 

    有一位，只有耶穌是真神，祂創造天地，其他的信仰都是人想出來  

    的。你明白我的看法嗎？ 父：我明。 

女：你也是這樣看嗎？ 父：是。 

女：爸爸，我地要祈禱。 父：唔使啦，天父知道晒。 

女：但你都想仔女時時同你傾偈。 父：係。 

女：我們一起祈禱吧，身體有邊度唔舒服？ 父：十分舒服！ 

女：那麼為甚麼事情祈禱？ 父：為全世界的人，為疫情。 

後來幾位牧師來探爸爸，爸爸向他們大談他的旅行經歷和去過的多

個國家，最後他總結一句：我看到很多美麗的風景，都是天父創造的。

原來爸爸跟教會去旅行時，是有留心聽道，有所得著的。讚！ 

為了讓爸爸更多認識耶穌，我經常和他讀約翰福音 3：16，也向他

解釋聖誕節、受苦節和復活節的意義，也講浪子的比喻，他都有很好的

回應。遇到不明白的地方，他也會提出疑問讓我去解答，我看出爸爸對

信仰是很認真的。 

感謝讚美主，榮耀歸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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