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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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受 浸 聚 會 

2 0 1 6 年 9 月 25 日 

浸 禮 程 序 
 

主席 (姚文鑫弟兄) 
敬拜 (敬拜隊) 

生命見證 (朱雲鳳姊妹) 

信息分享 (林志遠弟兄) 

浸禮 (施浸：容永祺弟兄；襄浸：梁泰威弟兄) 
 

滴水禮名單 

1. 馮朝波     2. 黃頌棠 

 

浸禮名單 

1. 陳妙娟 

2. 黃辛勤 

3. 朱雲鳯 

4. 劉月嫻 

5. 曾佩華 

6. 周晉暘 

7. 吳崇浩 

8. 梁潔廷 

9. 鄧曉欣 

10. 盧雪昕 

11. 陳美彤 

12. 黃  竣 
 

讚美 (敬拜隊) 

報告 (姚文鑫弟兄) 

致送聖經 

自由拍照 



怎樣到耶穌面前? 信息：林志遠弟兄 

經 文 
馬可福音 2章 1-12節 
2:1  過了些日子，耶穌又進了迦百農。人聽見他在房子裏， 

2:2 就有許多人聚集，甚至連門前都沒有空地；耶穌就對他們講道。 

2:3  有人帶著一個癱子來見耶穌，是用四個人抬來的； 

2:4 因為人多，不得近前，就把耶穌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頂，既
拆通了，就把癱子連所躺臥的褥子都縋下來。 

2:5 耶穌見他們的信心，就對癱子說：「小子，你的罪赦了。」 

2:6  有幾個文士坐在那裏，心裏議論，說： 

2:7 「這個人為甚麼這樣說呢？他說僭妄的話了。除了 神以外，
誰能赦罪呢？」 

2:8 耶穌心中知道他們心裏這樣議論，就說：「你們心裏為甚麼
這樣議論呢？ 

2:9 或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或說『起來！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樣容易呢？ 

2:10 但要叫你們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權柄。」就對癱子說： 

2:11 「我吩咐你，起來！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2:12 那人就起來，立刻拿著褥子，當眾人面前出去了，以致眾人
都驚奇，歸榮耀與 神，說：「我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事！」 

 
哥林多後書 5章 14-17節  
5:14 原來基督的愛激勵我們；因我們想，一人既替眾人死，眾人

就都死了； 

5:15 並且他替眾人死，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乃為替
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5:16 所以，我們從今以後，不憑著外貌認人了。雖然憑著外貌認
過基督，如今卻不再這樣認他了。  

5:17 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
了。 



馮朝波弟兄 

我今年83歲，一年前我中了風，行動不便，
入了老人院，後來有教會來探訪，一大群人一
齊唱歌祈禱，在過程裡面我認識到耶穌，我相
信祂為我們的罪釘在十字架上，為我們贖罪，
我的心情好了很多。 

中風以後，我本來不能行路，都是坐在輪椅上，但我相信
祂以後，現在竟然可以自己落樓，行到 100 米左右，我覺得很
奇妙，是耶穌幫助我。 

我經歷到耶穌的幫助，我願意受浸，一生跟隨祂，感謝主。 

 

 

 

黃頌棠弟兄 

半年前有教會到護老院探訪，我聽到耶
穌。 

明哥邀請我來教會，我便來了。 

我知道耶穌為我釘十字架，拯救我，我
承認我是個罪人，祂赦免我的罪，將來可以
上天堂。 

耶穌在我的左面右面，而且住在我心裡。 

信耶穌之後，我心情不同了，心裡覺得信耶穌好，耶穌拯
救世人，世人熱愛耶穌。 

我願意受浸，願意加入耶穌基督的身體，是一生一世的。 



陳妙娟姊妹 

小學時候聖經老師會帶我們上主日學，
講下聖經故事，背下經，信主得永生。當
時只當上聖經堂，知道有主這個創造者，
沒有主動的接近祂。但很奇妙的，主沒有
離開過，一直都在。在適當的時候，經祂
的帶領，我來到教會，上啟發課程，完成
課程後，弟兄姊妹們鼓勵我受浸。對於初
信者的我，信心不大，三番四次的失堂，
Shally 都安排時間給我補課。在課堂當中，
我忽發奇想，要禱告主，獻上我的感恩，
但當我叫了一聲「主」，我便哽咽了，開始
流淚，我知道在這一刻，我在主面前是順服的，以後只要追隨
祂，便得永生，便得平安喜樂。 

 

黃辛勤姊妹 

大約 1999 年，因為我親戚的關係，他們需
要人協助照顧小朋友，我便從大陸來港幫助他
們。大約兩個半月，他們便向我傳福音，我便
跟他們返教會，心裏沒有甚麼感覺。大約過了
三個月，我便返回大陸生活。 

直到 2010 年，我獲雙程証批准來港，在香港生活，在街
上巧遇到一位姊妹，她很誠懇的叫我返教會，我便開始再返教
會，並且經常的去。 

在 2012 年，因為患上甲狀腺的病，經過幾年的治療後，
病情得以好轉。 

在 2013 年，因喉嚨疼痛，便到處求醫，醫了一年，也吃
了一年的藥，情況亦沒有改善，所以整天祈禱主，能賜給我健
康的身體，後來身體逐漸康復，所以我相信主與我同在。另外，
我為三個小孩子祈禱，他們都變得聽教、聽話，所以我相信主
是聽禱告的，祂會帶領我的一生，便立志決心受浸，歸向耶穌，
承認祂是我一生跟從的主。 



朱雲鳳姊妹 

我出生在中國的一個基督教家庭，但因很
小就出來讀書，一直都沒誠心敬拜這位獨一的
真神，犯了好多罪，但我能感覺到主的愛對我
不離不棄。 

17 年前生我女兒時，當時我在老家，住在
一個無人的四合院。有一晚，睡到半夜，有個黑影壓到我透不
過氣，我當時好害怕。但因我媽媽和我講過，遇到危險時，就
喊主耶穌來救我，所以我就大聲叫：「主耶穌來救我！」一會
兒，我就清醒了，黑影也沒了。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主的力量、
主的愛。感謝主耶穌！ 

去年來非拉鐵非教會參加啟發課程，受益非淺。今年我遇
到好多事，我知道主一直作工在我的身上，一直在幫我去脫離
罪惡，讓我的生命慢慢的改變。 

我也真實的感到神加我力量去做從前我不會有勇氣做的
事：我靠著主，去探望患有癌症而又逐漸消瘦的一位友人的丈
夫，並勇於按手為他禱告及傳福音給他。我也多了祈禱和唱詩，
整個人都變得比從前開朗；生活中，神也提醒我不要再犯罪。 

我這次決定受浸，是想重新開始，求主洗掉我之前所犯的
罪，做個新人，重新開始新的生活，更堅定的跟隨主。 

 

劉月嫻姊妹 

從小在燒香拜神的家庭長大，
由小學開始，偶然也會跟朋友返教
會玩，和返團契及一些特別聚會。
每次返到去都好喜歡唱詩歌。每逢
聖誕節及復活節，也會參加崇拜。 

自從中學畢業出來工作後，便
減少了到教會聚會。對於宗教沒有特別偏向，我當時的想法是：
只要自己不行差踏錯，對得起父母就ＯＫ。 

2001年我搬入天水圍住，每天過的生活好忙碌，早出晚歸，
感覺身心疲累。那年，嫲嫲的離世，使我內裏的情緒無法舒緩。
那時，每天過著恐懼、憂愁、失眠的日子，直至回到九龍城舊
居同父母同住。 



2001 年約 11 月份，大部份的日子我都要食安眠藥才能入
睡。在某個晚上，食完安眠藥，睡到凌晨時分醒了起床，自己
坐在黑夜的露台，望到整個啟德機場一片空地，當晚還有狗仔
同我一齊看星星，天空好大，望下去看到遠處九龍灣大廈。當
晚，望遠處方向，天空中有朵灰色雲慢慢飄過來，感覺好奇怪，
越來越近，灰雲開始有少少發光，越來越近，向這邊飄來，在
雲上有十字架，十字架在天空中越來越大，當時看到十字架好
厚、好大、好實在的停留在我的眼前。那刻，祂救贖了我，看
到祂的來臨，我哭了起來，雙手合十，叫祂進入我的內心。當
時感覺好平靜、好輕鬆，那晚過後，好似換了第二個自己，不
再孤獨、恐懼、憂愁、失眠、煩惱。那個晚上，我親身感受到
耶穌基督的恩典在我身上，也觸動我把一切全信靠給祂。我是
在疲累、煩惱之下信靠救主的，令我不得不信靠祂是主，是救
主耶穌，我也從那時開始返崇拜，認識祂更多，也參加了慕道
班。 

2002 年年頭開始，因著生活上的忙碌而開始少返教會，直
到 2004 年到澳洲進修時，參加了當地教會的聚會，期間也經
歷了神的眷顧和保守。 

回港後，再次因著工作和家庭的原故，未能建立穩定的教
會生活。大約兩年前，我的鄰居郭太邀請我來非拉鐵非教會，
我兩個女兒也有參加教會的暑期智多 fun，期間我也有參加教
會的崇拜。今年，郭太更問我是否要受浸。我信主多年，眼見
兩個女兒都懂得禱告倚靠神，自己又經歷了神很多很多的恩典，
覺得自己在信仰上也應該要向前踏進一步，更堅定的跟隨主。
於是，便決定報名受浸，歸入主的名下。感謝主！ 

 

曾佩華姊妹 

中學的時候，我有朋友帶我返教會，當時
很開心，但後來因我常常祈禱都好像得不到回應，
所以我唔再信主。但神真係好奇妙，在 2015年，
我由 Kelvin Ma帶我再次返到教會，最後 Bo Bo還
帶我決志信主。2016年發生了很多事，雖然唔係
每一次祈禱都有回應，好多時等了很久才有回應，
但每次讀聖經和返教會聽道，都好像主跟我說話，
教我如何處理和面對。所以聽到可以報名受浸，
我就覺得是時候了！ 



周晉暘弟兄 

一直以來我自己都覺得要相
信我們的神，我們的主，對我來說
是非常困難的。為甚麼呢？！因為
我自己是個每樣事都覺得要自己
去見到、經歷過才相信的人。這對
還沒深入認識過神的我算是非常
困難。細想這三十年，在我認識到神之後有一個很深的感覺，
當我懂事開始應該 13~4 歲之後就每兩三年總會去教會看看，
但每次去的時候都會有個不太好的感覺，都會說假的！但每過
一段時間又會再去尋求，這事自己都覺得頗奇怪的。 

今年 4 月的時候有朋友邀請我去教會參加啟發課程，其實
那時對啟發課程的內容也沒有很上心，但也有開始看聖經，雖
然對聖經仍抱著很懷疑的態度。現在回想，這一切都是神所安
排的，是祂揀選了我。 

我想第一次真心嘗試跟隨主是在啟發中聽到一位弟兄說
他的見證，是關於禱告還有神對他的回應，不知為甚麼自己都
很想去嘗試，之後那天晚上我睡前第一次全心全意的跟神禱告。
跟主說：「我也覺得我做了很多錯事，都很想祢原諒我。我真
的很想嘗試跟隨祢，但是我又不肯定祢是真的存在嗎？希望祢
唔會介意我咁樣講，但我真係想清楚而去相信，希望可以回應
我這禱告。」沒記錯的話就是這樣禱告的，之後就安心去睡了。
但很快主用了我不能解釋的方式去回應了我。那時我還是覺得
真的是主在回應我嗎？但當那之後我開始了時常禱告，也時常
感受到主的回應。 

那時我的智慧齒蛀了牙，令我頭痛得完全不能入睡，也痛
了差不多一星期，有一次痛得很利害的時間，我對主講：「怎
算好呢？求祢減輕我的痛楚，直至我去看醫生醫治。」很奇妙
地，不到十分鐘，我去廁所之際，那隻智慧齒突然掉了一半出
來，然後就完全沒有痛楚了，那刻覺得神實在很奇妙，我剛祈
禱，神竟然就回應了我。 

 



我也再慢慢去細心讀聖經，愈認識得多的時候，就愈覺得
自己是多麼的小，主的愛是多麼的大，自己也找不到甚麼原因
不跟隨。想了一段時間，很想跟隨主的腳步，接受今年的受浸。 

希望在信主的路上我會一直不忘記這些神為我而做的，令
到感覺到神的愛。 

 

 

 

 

 

吳崇浩弟兄 

自小就讀基督教學校，只是礙於家
庭關係並沒有參加任何教會聚會，只在
家中默禱並沒有了解基督的核心意義。
直到中學時期透過學校的傳道人參加教
會聚會，真正開始認識主，但後來在朋
友影響下我開始離開主。 

從美國回來後，開始人生新的一頁，壓力是前所未有之大，
自己不勝負荷。腦中突然想起神不就能聽到我的禱告嗎？我便
漸漸依賴神。透過神的引領，我在新公司認識一班好朋友。在
早期他們很想帶我到教會參與活動。但是我貪玩或者我對教會
存在偏見，我拒絕邀請。神並沒有放棄我，透過老闆借岀的一
本書，我認識和感覺到聖靈每一天都在引導我走正確的方向。
一位甚麼都沒有的牧師，透過神的力量在一個荒野地方建立教
會。所以我決定開始接觸教會，認識神、依賴神引導我走向正
確的道路。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但神仍然沒有離棄我，還引導我到祂
的身旁，所以決意受浸，更深與祂連結。 

 



梁潔廷姊妹 

在今年 3 月份的時候，當我看
到我弟弟結婚的錄像時，我聽到一
首詩歌“永約的神”有所感動。隨
後，我向我同事 Bo Bo Chan 尋找詩
歌的 mp3，她當時邀請我參加教會
舉辦的“啟發課程”。上啟發課程
的期間，我決志了，同時我也開始了
禱告，看聖經，主日崇拜等等的教會生活，發現主的愛無處不
在，祂給了我很大的力量，使我勇敢面對生活中的困難，也得
到平安及喜樂。我深信主一直與我同在，繼續引導我行那充滿
“恩典之路”。所以，我決定受浸。 

 

 

 

鄧曉欣姊妹 
我出生在一個基督教家庭，從

小就跟外婆黃胡琴姊妹回教會學習
神的話語。 

但一直都沒有受浸。因外婆一
直教導我，如果你不明白神，不是
由內至外認識神就不要受浸。 

所以我一直都在尋找祂的旨意。在尋找的路上是不平坦的，
遇上過迷失，也有過叛逆的時間。 

但很感謝愛我的阿爸父，衪一直沒有放下我的手。
祂就像我的父親一樣，我作壞事，祂會生氣會教訓我，
讓我學會功課。在近幾年中，我學會了放手，凡事依
靠祂，聽祂的。神一直告訴我「孩子，是時候回家了！」
所以今天，我在神的旨意下全心全意的認錯歸向神。
也感謝祂一直保守祝福著我家中的每一位。 



盧雪昕姊妹 

小時候開始認識主，認識主為我
們釘在十字架上，認識了很多主的話。
但在成長中，卻不斷受魔鬼引誘而不
斷犯罪。生活中，心裡也慢慢遠離了
主，背棄了神，忘卻祂的愛……。幸
而在同事 Macy 的帶領下來到教會，讓
我能重新認識主，讓我重新感受到基
督從來不離不棄的愛，祂的愛是何等深、何等偉大！讓我更深
的相信祂、依靠祂。祂也告訴我，祂從沒離開，讓聖靈充滿著
我，讓我看見、聽見、感受祂的愛與教導，讓我能再次感恩讚
美主！謝謝祢！我的主  

 

陳美彤姊妹 

我很感謝神讓我長大，並且一切好好。我
爸爸媽媽都是基督徒，我亦在教會長大，我感
到信耶穌很好。之前我腳部有傷患，我在神面
前禱告，很奇妙地，傷患就好了！感謝神！ 
我決定信耶穌並受浸歸入祂的名下，我相信祂
必與我同在直到永遠！ 

 

黃竣弟兄 

我叫黃竣，我一出世就已經返教會到現在，
當初我不懂甚麼是教會，也不認識信仰是甚麼，
只是父母要我去我就去，之後我家庭出了一些
狀況，爸爸身患癌症，那時我幾乎對世界絕望，
不喜歡和人相處，可是又看見神醫治的神蹟，
我便靠神渡過難關。 

而現在的我，雖然仍會感到迷失，不知去
向，但我希望受浸以後，神繼續一直帶領我，
給我指出一條路，引領我走往後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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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非拉鐵非教會 
地址：九龍新蒲崗寧遠街 9號越秀廣場三樓 (教會) 

教會電話：2712 0265 網址：http://www.hkcpc.org.hk 

主日崇拜︰上午 9:30 (早堂) / 上午 11:30 (午堂) 

兒童聚會 - 幼兒兵團 (幼兒級) ︰上午 11:30 

- 兒童兵團 (小學級) ︰上午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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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