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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令靈修營大合照

在全球疫情影響下，我們已

如何變幻亦然。這幾天真是難能

顯了神的大愛。

經有兩年未能在中文大學五旬節

可貴（特別對在學的年青會友而

但 願我們清楚明白這一切

會樓舉行夏令靈修營了。但蒙恩

言）
，大家能齊心的靈修、禱告及

最終是為我們靈命的好處，要我

主帶領，在懇切禱告及同工協力

求赦罪救恩、靈洗或靈命復興，

們知道屬靈生命的可貴；故我們

安排下，最終我們能在裝修完善

蒙恩更將會繼續下去。

要常時警醒，持守聖靈的帶領，

寬敞的九龍教堂，實體舉行了今

在今期的會訊，大家會讀到

不論晴天雨天，要守道，敬畏祂，

年的夏令靈修營，總參加人數更

無所不能的恩主在兄弟姊妹及其

愛祂及祂的教會，直至見祂面的

達200人。真的感謝恩主︰在可見

家人肉體上奇妙的醫治；又有蒙

日子。

的將來，祂讓我們不用再為「明

赦罪救恩，神賜下聖靈施洗及靈

年」憂慮；不論疫情高低，世情

命復興的美好見證，這一切都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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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信賴主

陳偉強
陳偉強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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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罪人應當前來，親就

什麼事做得不夠好？」當時聽到

慈悲救主，若肯順從一心倚賴，

有聲音對我說：「得救本乎恩。」

真能罪惡赦除。因主耶穌流其寶

這次是我第一次聽到主的回應！

令我明白與相信！感謝神！
話說為什麼我到今天才分
享這個見證，那是因為我自己的

血，祝福賞賜恩深，代我受死罪

在三四天之後，也是早上坐

不認識，以為要得着聖靈才是確

惡盡脫，潔我污穢之心。」
（節錄

地鐵的時候，我照往常一樣在禱

據，直到最近聽到一名年輕姊妹

五旬節詩歌404首《獨信賴主》）

告當中求主赦免我的罪，求主施

分享得罪赦的見證，才知道自己

賜救恩，打發聖靈入居我心中。

的愚昧。可能這就是為什麼每次

我再一次 聽到有聲 音對 我說：

聽到傳道人講及掘地埋金的惡僕

在2020年網上夏令靈修營分

「你罪得赦。」同時心中感覺到一

時，便覺得心中忐忑的原因了。求

組討論的時候，當時大家提到有

陣暖流湧出，令我覺得很安靜及

主赦免我罪！

關追尋聖靈的事，有兄弟分享說

喜樂！

首先求主赦免我這個信心軟
弱、掘地埋金的惡僕。

感謝有姊妹分享她自己得罪

以前有教友教導他在祈禱的時候

第一次聽到回應是以傳道人

赦的見證鼓勵了我，內容大意是：

可以直接求問天父：
「我是否有什

的聲音和用問答形式，一問一答

「若不信祂，你還能在祂處求得

麼事做得不夠好，還欠缺什麼？」

的。當時雖然很清楚聽到，但是

什麼呢？」

之後我自己也嘗試在禱告中求問

還覺得是否因為平日聽傳道人講

神。當時是8月中，我會在坐交通

得多了，自己記在腦中。第二次聽

工具上班的時間祈禱。有次坐地

到回應時更加清楚，跟我自己禱

鐵時祈禱求問天父：「我是否有

告的聲音重疊。神會用祂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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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神！願所有榮耀頌讚歸
於至高之處的天父上帝！

「凡自高的，必降為卑；
自卑的，必升為高」
路加福音14章11節

胡美恩
胡美恩（左二）與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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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天父，在今年7月22日星

個半小時的禱告時間，我不

就像在加我的信心和力量，我也

期四的香港大聚集早上禱告時段

停的問：為甚麼？上帝好像沒有看

嘗試著放鬆我的舌頭，微微的開

感動我承認自己的軟弱與罪過，

重我多日的努力。然後是：怎麼

口禱告，沒多久我感覺有話從口

令我說出方言讚美祂。

辦？我要如何重新編排選科目的

裏吐出，腦中重覆著感謝主、感謝

該日的前一天正值中學文憑

次序？要不要覆卷……很多我認

主。

試放榜。在等待結果的兩個多月

為重要而繁複的決定在腦中環

7月11日星期日的九龍晚堂

期間，教友們也留意到我更積極

繞。然後，我意識到太多東西的

聚會因上帝感動令我格外認真留

參與教會聚會。我告訴自己要順

不可控，包括自己的分數、前途

心，傳道人以好與壞的無花果對

服上帝帶領，無論是甚麼分數也

……忽然我感覺幾個月前甚至是

照但以理及西底家的人生，顛覆

欣然接受；只是其中的私心，當

一天前的自己在朋輩、在家人面

了我一直以來的價值觀—榮神益

時我還不太願意承認，我是希望

前誇大海口是多麼可笑地愚蠢。

人不只是指功成名就，擁有不錯

藉此得到上帝的祝福，得到更高

當刻的無力感令我對上帝說：我

的社會地位，過舒適的生活而向

的分數，可以榮耀自己。

謙卑了、我謙卑了、我謙卑了，我把

別人證明上帝對我的祝福，更是

放榜當天，我取得比預期計

我的所有都交給上帝，我是愚昧

在年年月月中，無論經歷何事也

劃中最低還要低的分數。失望、

而祢是智慧，我是軟弱的而祢賜

堅守以祂為至高，並喜愛親近祂，

自憐的情緒籠罩著我，眼見同學

人力量，我的思想意念是醜陋的

緊緊依靠祂。

們三五成群地交流著，我只滿心

而祢能潔淨。

想著回教會，向上帝哭訴。

聽著前後座位的方言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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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愛不變
愛

陸佩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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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2000年左右我開始跟當

等。雖然後來我覺得在主日做這

事情並非神所喜悅，因我沒有堅心

時的男朋友參加港九五旬節會的

些事十分無意義和無聊，但家人已

行神的道路。神寬恕我的罪，我更

聚會。我更曾經在十六年前（2005

開始不想返教會，兩位兒子也開始

希望聖靈入居我心；我求耶穌的

年）的夏令靈修營期間得到聖靈施

賴床。我覺得這是有問題的，但仍

寶血洗淨我，聖靈便再次澆灌我。

洗。十六年來我經歷兩個兒子出

沒有為此查察自己，亦沒有禱告與

回港後感謝主讓我親自領受

生，因工作上的忙碌及倚仗自己的

神互動。如是者我日忙夜忙的過日

主的督責和憐憫，神的榮光照耀

能力，未能在靈命上有長進。感謝

子，和家人的相處未有在神裏有

我的心。我求神幫助我過聖潔的

神藉近月家庭中發生的變化，使我

交流，也未有有效地互相勸勉。我

生活，做神喜悅的事，時常求聖靈

重新仰望主。感謝主，祂讓我經歷

覺得不開心，但沒有交托神，也沒

帶領行當行的路。神一步一步帶

開心的事，亦都讓我經歷傷痛的

有求神的憐憫指引。

我回到港九五旬節會。神帶領我聽

事；主一直保守我這個微小的人，

去年，大兒子的學業表現和

到一堂又一堂美好的教訓，神的道

二兒子的行為問題，還有其他事情

理好奇妙地安慰我的心。神有永

我十分感恩神賜給我兩個兒

一直困擾我，我和家人商量後，決

生的泉源，跟從主的人靈魂會得

子，他們分別是十四歲和十三歲。

定由我帶兩個兒子去外國讀書。不

到飽足，但我們要先求神的國和神

當我的大兒子出生後，我在工作和

料這令魔鬼有機可乘，繼而破壞

的公義。

家庭兩方面都很忙碌。及至二兒子

我們的家庭。神好愛我，讓我經歷

靈修營期間我聽到很多無私

出生，我仍很感恩神賜給我工作和

傷痛，亦在這件事上顯明神至高無

的見證，神再次提醒我要求聖靈

家庭，但當時我開始照人的意思

上的大愛。

施洗的恩典。我在九龍大聚集時

使我見識神的愛。

去過日子。在工作上我有一定的表

好感恩聯絡組的姊妹、以前

很懇切地求，神給我好大的感動，

現，但照顧小朋友方面我應付得

婦女班的導師，以及很多其他兄弟

我感到一股暖流湧進心裏，但我不

很吃力，家庭方面感覺好似只有我

姊妹，他們好像天使般在我身邊

知道這代表什麼。我在九龍大聚

和工人姐姐參與。這時我未有多

為我祈禱和給我很多幫助。好感

集的第二日繼續求聖靈施洗，但因

感恩，祈禱亦漸漸覺得無力。漸漸

謝主，當我最需要神的時候，神就

為很早起床，所以跪下祈禱時覺得

地，星期日我只是返早堂，利用午

藉兄弟姊妹將我帶回祂面前。

有少許疲倦。在開始時我沒有前一

堂的時間為兒子處理學業上的事，

在多次祈禱中神讓我知道聖

天的迫切，到上午十一時，我覺得

其後我還順著家人意願在星期日

靈正在叩門，祂會打發聖靈到我心

要好好把握神給我的機會，所以

做其他事情，例如看電影、吃飯

中。我祈禱查察明白自己過往做的

繼續懇切求神賜我聖靈施洗，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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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我開聲讚美主哈利路亞，不斷讚

思呀？」接著，神對我說：
「女呀，

禱，再加上感恩，將我所求的交托

美神。到了十一時十九分，我發覺

你所求的已經得到。」於是我有更

神，神會藉著保惠師聖靈教導我

時間過得很快，於是停下來休息，

多更多的淚水湧出來，我再讚美

所有事，提醒我記得神一切的教

突然又有一股暖流湧入全身，之後

主，感謝主祂多給我一次機會，再

導。

我雙眼不斷有淚水湧出來 ; 我知

次施賜聖靈入居我心中。

道這是因好開心好平安而感動流

讚美主！神親自教我，祂是

出的眼淚，並不是傷心痛苦那種。

聽人祈禱的神。我們不要憂慮任

於是我問神：
「神呀，這是什麼意

何事，無論遇到任何情況，藉著祈

有

願榮耀頌讚歸與藉耶穌基督
得勝死亡的父上帝。

同
主 行

林詩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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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今年10歲半，與母親徐咏

父啊！我現在安靜下來，聆聽天父

月3日去到深圳。我們先要過好多

霞一起返教會已有7年。母親在

你的話。」神很快對我說：
「詩恩，

的關口及在酒店隔離14天，跟著

2017年蒙神救恩及聖靈施洗；我

你的罪得到赦免！」正當我好開

再坐長途火車到湖北，在那裡又

也想追求此恩典，但是信心不足

心的時候，傳道人便請大眾唱第

要再隔離7天，因神的看顧保守，

及未有持久。

二首詩歌，我只有細聲跟母親說：

終於可以自由出外見到外祖父母

今年3月母親與我分享一個

「我已經得罪赦，稍後再講。」我

和親屬。我們沒有感到孤單，如

感人見證，是一位信徒在20 04

感到好開心，好感謝主，希望繼續

常在酒店內聽香港的講道及與

年南亞海嘯中，蒙神奇蹟保守，

求主賜聖靈入居心內，也鼓勵其

教友通消息。感謝主的引領，大小

與家人奇蹟生還。我被此見證激

他正在追求的兄弟姊妹要認真祈

事情蒙神看顧，常與教友一起祈

發，知道要着急去追求恩典，比

禱。

禱，分享神恩見證。今次的旅程

以往更認真去祈禱，感覺與神好

我和母親常常掛念在湖北

有一個月，好充實開心，感恩在困

親近。在6月6日整天主日我好專

及深圳的親屬，因大家已經兩年

難中天父與我們同在，一關又一

心祈禱，減少去洗手間；晚上在

未有相聚；又因外祖父有身體軟

關的面對，常有主與我們同在，讚

九龍堂崇拜，我更懇切祈禱︰
「天

弱，所以在疫情中母親仍與我在8

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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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選擇，

乃是神的憐愛

李淑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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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的憐憫，我在2021年

服上帝，開始慢慢走回自己的路。

的聲音？」我內心出現各種疑惑

夏令營得到聖靈復興，這都是神

隨著年齡增長，在歲月中看見神

和不信。我在6月1日凌晨3點突然

的憐愛。因為這是我第3次的聖

在自己生命裏的足跡和帶領。回

肚痛，起床去完洗手間後，我回

靈復興，我內心有各種的掙扎和

想我在12歲的時候，常被一些問

到房間想再睡時，聽到天使的歌

猶豫，認為這不是一件榮神益人

題困擾，覺得「人生虛無，什麼

聲，我沒有很驚訝，因為這不是

的事，所以「自我感覺良好」地逃

是錯？什麼是對？有什麼是永恆？

我第一次聽到。在兩年前某個凌

避這件事。神卻是如此寬容和信

好像人始終會死，我來到世界的

晨，我因為一些事情感覺痛苦，

實。

目的是什麼？既然會死那為何要

不知哪裏傳來的歌聲，似遠又似

入夏令營前，我沒有想過會

追尋？」主親自把我帶到教會，讓

近在耳邊低聲地唱著讚美主的

得到復興，內心總逃避著，對復

我認識真正的「真理、道路和生

詩歌。這些歌聲有男有女在喜樂

興存著恐懼。因為知道自己內心

命」，這都是祂的憐愛和恩典。

地頌讚著上帝，雖然不知道他們

更嚮往世界的事情，害怕褻瀆聖

有段時間我離開了教會，對聚集

的語言，但是像我平時在教會聽

靈，更害怕將來某一天會再次失

和聖經失去興趣，但聖經話語仍

到的差不多。那些歌聲令我內心

去主的靈。在此狀態下，追求聖

不時在腦中提醒我。感謝主一直

不安焦躁的情緒瞬間得到安撫。

靈復興是令我膽怯的事，這次的

沒有放棄難馴的我，比我更愛我

所以我再一次聽到的時候，內心

復興乃是神的憐愛，更讓我確信

自己，祂知道我的體質和性格，

感謝主說著「感謝主！但我要睡

我是祂的羊，祂認得我名字，祂

雖然我走偏了路，但祂還是在那

覺了，我很累啊！」，然後聖靈更

愛我在先。

裏，愛我如當初。

強烈地要求我，
「現在立即起床！

回顧由青少年時期至今我的

在 得到聖 靈復 興前，我 感

不要睡覺！」，我俯伏在床上，主

信主歷程，雖然心裏相信主的存

覺主與我很親近，在日常祈禱中

則跟我說：「時候差不多到，有

在，但是我的思想價值觀仍停在

常常有一把聲音提醒。我知道是

些事情會來，你要保守你的心懷

世界之中。雖然我在14歲第一次

主的聲音，但我沒有得著聖靈復

意念，要得著聖靈復興傳揚我的

得到罪赦和聖靈施洗，但我不順

興，「那會否是我自己的自言自語

道」。第二天晚上，我和家人在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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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的時候，我分享昨晚主提醒我

怪的是我隨著不同組員的分享，

的話，媽媽頓時不安，害怕會發

好 像被神的靈溶化了以往的石

感謝主！神愛我如當初，一

生什麼事。我則打電話給我外國

心和混亂糾結。我感覺神的靈在

直也沒有改變！因為這是白白得

的好朋友，提點她要小心出門和

動工，一直在我身邊給了我六成

來的恩典。如耶利米哀歌3章22

回教會崇拜。但是我也不太確信

的信心，這些信心是神借著人的

節所言：「耶和華嘅慈愛永不斷

這是主的聲音，因為當時我還沒

話和事情讓我有種與神十分親

絕；佢嘅憐憫永不止息；好似晨

有得著聖靈復興，這些感動似是

近的感覺。下午的分組結束後，

曦咁清新，好似太陽嘅東升咁確

而非。兩天後，即6月4日，我外公

我到大堂聚集，內心想與主更多

實。耶和華係我所有嘅一切；我

因交通意外當場去世，讓我更堅

的親近，想著散會後留下祈禱，

將希望寄託於佢。」在聖靈復興

定確信之前祈禱和我對話的是主

但我突然頭痛起來，正想放棄這

前發生了不同的事，令我反思生

的聲音，並不是我的胡思亂想。

個念頭時，傳道人在結束聚集前

命的脆弱，感謝主的憐愛，知道

聖靈的預示讓還沒信主的其他家

的話，就像主對我親自教訓一樣

祂仍給我悔改的機會。由於自己

人感受到神的存在，也堅固了我

「現在，在這一刻求！」。我感覺

的掙扎，直到入夏令營前也沒有

的信心。

在昏睡的腦袋潑了冷水，讓我一

太大渴求的心。但是回望復興的

在夏令營的第一天，有組員

下清醒過來。我在主的提醒下，

經過，是主藉幾個月來發生的事

得到了聖靈施洗，分享著見證的

我有八成的信心，知道不可再逃

情來感動我，給軟弱少信的我帶

她令我回想了很多事情，感覺與

避，因為祂比我還急切地希望我

來了信心，把我從糾結中釋放出

聖靈很親近，回家後心裏有種渴

得聖靈復興。我在留下祈禱的時

來。哈利路亞！讚美主！

求，想與上帝更親近，但內心深

間，感覺聖靈就在我旁邊，鼓勵

處仍有恐懼。第二天夏令營的主

著我，神給了我詩歌85首「等待

題是「生命的選 擇」，在早上先

在主前」
，大大鼓舞著我，使我內

分享的我，表明我現在階段仍沒

心渴慕祂的靈充滿我。最後，主

有太大渴求聖靈復 興。但是奇

加給我十足的信心，得聖靈再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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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滿。

Holy Spirit Changed My Life
Siti Khoirotun Vonika
Audio/聆聽版本

I suffered a lot for the past 10

and a punishment from God. But after

couldn’t be relieved. I tried to pray

for many years. I hated my ex-husband

to hear his suffering. I felt guilty for

problem. I have to make peace with my

years. I harbored suffering and pain
and could not forgive him. My mouth

would say I forgive him but my heart

few days, I felt sad and guilty. I was sad
praying badly for him.

I joined the Church Foundation

could not. It was very difﬁcult for me

Class on Saturday. There was a lesson

my life so miserable. When I saw

leave sins. After studying that, I tried

to forgive him because he had made
my daughter, my heart hurt so much
because I remembered what her father

had done to me and her. All the pain

and suffering he gave me, I carried for

10 years. I couldn’t be happy, or enjoy
my life. I hurt myself because I haven’t

been able to escape from the pain of
my past.

I also could not forgive my

cousin. He cheated my money and

that taught us how to love others and

to pray for my cousin. I prayed to be

able to forgive and make peace with
him. Praise the Lord! God answered
my prayers and I can forgive him. My
heart is a little calmer. My life is more

relaxed and I feel better than before.

But I still have wounds in a part of my
heart. Wounds from my past that I can’t

forgive. I prayed again several times

again because I felt I had to solve my

past. Finally, God gave me the Holy
Spirit. I can forgive my ex-husband. I

can be released from my pain. I feel
very happy. Now I am free from my
past suffering. I am happy to get rid of

the big rock that has suppressed me for

10 years. This is truly extraordinary.

The Holy Spirit is great. God gave His
Holy Spirit to me, lifted the suffering
that has suppressed my life for many
years. God wants me to be happy

and now I understand the answer my
mother used to say.

This is my first experience in

but I still can’t reconcile and forgive.

my life with the Holy Spirit. I am very

Even though I never hurt him or did

once said. I once asked her, ‘Mom, why

a Christian yet. He blessed me with the

suffer. For more than 2 years, I hated

my sister, even though she always

until now it has not been returned.
anything bad to him, he made me

him and couldn’t forgive him. I always

pray badly for him. I pray that God will
punish him and make his life more

miserable. Last August, I received
word from my family that my cousin
was suddenly ill. He suddenly could

not move, speak, and could not even
eat or drink. At ﬁrst, I was very happy

to hear the news that he fell ill. I felt he
deserved it. It was his day of reckoning

I remember what my mother

do you still love and always forgive
does bad things to you? She always
makes you sad and cry.’ I thought my

mother would answer,‘because she
is my daughter,’ but no, my mother
replied,‘because I want to live happily.’

I didn’t understand my mother’s
answer until one night I felt someone
whispering to me, telling me to pray
again, praying with my heart and faith.

I tried once, twice and thrice but I st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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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kful to God, even though I am not
amazing Holy Spirit and changed my
life to be more colorful. God loves me.

He came to me step by step. He guided
and taught me one by one, so that I was

closer to Him. The Holy Spirit came

and comforted my heart. The Holy
Spirit’s work is very real. I hope I can

always be consistently on the same
path as Jesus Christ, to get into His
kingdom. Amen!

聖靈改變了我的生命
Siti（左）、梁太（中）及梁掌瑋（右）
Audio/聆聽版本

在過往十年，我受了很多苦，

數天後，我感到傷心及內疚；我因

就這樣，我一而再、再而三的禱

多年來都承受著不同的苦難和痛

他的苦難傷心，亦因自己壞心眼的

告，但仍然不能釋懷；於是我再嘗

楚。我恨惡我的前夫，不能原諒

禱告而感到內疚。

試禱告，因為我覺得我必須解決

他；雖然我口說會原諒他，但我的

後來，我參加了教會星期六

這問題，好讓我能平靜地面對過

心總是不能，因為他令我生活那麼

的基礎班，其中一課教導我們要

去。最終，上帝賜給我聖靈。我終

淒慘，我真的很難原諒他。每當我

彼此相愛並離棄罪惡。學習了這

於能饒恕我的前夫，並能從我的痛

見到女兒的時候，我的內心便十分

教訓後，我嘗試為我的表哥祈禱。

苦和苦難中釋放出來。我因能夠除

悲痛，因為這令我記起他父親如

我祈求上帝使我能饒恕他及與他

去這抑壓著我十年多的心頭大石，

何對待我倆。我足足承受了十年

和好。讚美主！上帝答應了我的禱

感到十分快樂！這真是非一般的

他給予我的苦難和痛楚。我再也

告。我終於能夠饒恕他，內心平靜

經驗，聖靈真是偉大！上帝賜給我

不能感到快樂或享受我的生命；

了一點。我感覺好多了，我的生命

祂的聖靈，除去抑壓著我生命多年

我正在傷害自己，因為我不能從過

也變得更輕鬆自在。但是，我內心

的痛苦。上帝希望我能夠再次得到

往的痛楚釋放出來。

仍有一些傷口，這些過往的傷口令

快樂，而我亦終於明白媽媽對我

我亦不能原諒我的表哥，他

我不能完全饒恕。我禱告了好幾

所說的話的意思。

騙了我的錢，直至現在他仍未歸

次，但我仍不能完全平復及饒恕。

這是我生命中第一次經驗聖

還。雖然我未曾傷害他，或對他

我記起我和母親的對話。我

靈。雖然我並未正式成為一個基

作一些壞事，但他卻傷害我。有兩

曾問她：
「媽媽，雖然姊姊經常對

督徒，但我很感謝上帝，祂藉著奇

年多的時間，我恨惡他，不能原諒

你不好，令你難過和哭泣，為什麼

妙的聖靈祝福我，使我生命更有

他。我經常向上帝禱告，希望神會

你仍然愛她？」我本來以為媽媽會

色彩。上帝很愛我，祂一步步的進

懲罰他，令他生活潦倒。今年8月，

這樣回答：
「因為她是我的女兒。」

入我生命，又一步步的指引及教導

我收到家人的消息：我表哥忽然間

但是，媽媽竟然這樣回答：
「因為

我，使我能更加與祂親近。聖靈亦

病倒了，他忽然不能活動及說話，

我想過快樂的生活。」起初我並不

來到我生命中安慰我的心，聖靈的

甚至不能飲食。起初，當我聽到這

明白媽媽的答案。直至一天晚上，

工作是十分真實的！我希望我能時

消息時感到十分高興，因我認為他

我感到有人輕聲對我說，叫我再

常緊緊跟隨耶穌基督的腳步，最

應有此報，這是神對他的懲罰。但

次禱告，要用心和憑著信心禱告。

終能進入祂的國度。阿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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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能

不能
所
人

邱鄭肖屏
Audio/聆聽版本

今天我用感恩的心為主名作

令他們不安。剛巧那時教會在神

感謝神，我知道後內心仍然很平

學院辦了一個信徒領袖訓練的三

安，沒有恐懼。在其間，我的孫女

三十年前，1991年，我在加

年課程，我覺得可以令我更了解

不知道我患什麼病，她叫主日學

拿大得了一個怪病，眼睛及嘴巴

神的話語，便參加了。在畢業後，

老師為我代禱，感謝神令小小的

都不受控制，吃東西及說話的時

當地的牧師叫我到老人大廈幫老

孩子也懂得祈禱交託神。我在一

候，半個面都抽搐起來，真是面

人研經，我想老人家不會怕我面

星期內完成了診症，開刀，住院

目猙獰。那時我的孩子還小，他

目猙獰，便接受了那工作，幫助老

回家，完全沒有做過化療便已康

用番瓜做了一個半面醜半面好的

人家了解聖經，感謝神。不知不

復過來。在家休息的時候，我聽

臉譜手工給我看，我問他那是什

覺，現在我的面已減少了抽搐，也

教會的講道，間接有機會和孩子

麼，他說我吃飯的時候就是這個

可以比較自然地笑，感謝神。

討論神的話語，更加了解到他們

兩個見證。

樣子，因他吃飯時坐在我對面。

另一個見證是發生在半年

靈命的長進，令我更安心的是雖

我在超市跟迎面而來的人打招

前，開始時我以為只患了普通疾

然他們不在香港，仍然懂得倚靠

呼時，他們會由笑臉變為莫名其

病，因為我一向很少看醫生，而

神，守主的道。

妙，因為我的面部表情像是討厭

預約專科醫生是要等上數月的，

很多時我們遇着莫名其妙的

人一般，引起他人誤會我討厭他

所以便拖延了幾個月。直至今年

事情，只要查察祈禱，如果不是犯

們。看過幾 個醫生都 找不出原

三月，情況越來越嚴重，才在網

罪引致的，便凡事交託神，每一件

因，而且每次看完醫生後病情更

上找腸胃科醫生醫治，他說為什

事情的發生，都會有神美好的旨

差，他們只是說我一生都會跟這

麼這 麼遲 才來照腸 鏡，因腫 瘤

意在其中。感謝主，將榮耀歸給三

病在一起，沒法醫好的，我便不

阻礙已連腸鏡也不能進入，結果

位合一的真神。

再找尋原因，只是祈禱交託神。

需改用正電子掃描，隨即要開刀

那時我減少了和朋友見面，免得

做手術，因已經是第三期腸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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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醫治

韓樓春艷
韓樓春艷與丈夫

Audio/聆聽版本

有一天，我先生在早上上班

在耶穌面前。耶穌見他們的信心

達兩星期，雖然不是高燒，但醫

的途中，突感眩暈，於是就馬上

就對癱子說：『你的罪赦了。』」

生都找不到原因。我的心忐忑不

去看醫生，普通科醫生轉介他至

（路加福音5章19-20節）癱子的

安，於是我跪下誠心祈禱，將眼

肝膽胰科，專 科醫生診症後覺

朋友無論怎樣艱難也將他帶到耶

目注視耶穌，將一切交託主，我

得非常嚴重，於是立即寫了介紹

穌面前，然後癱子得醫治。於是

知道擔憂對於我先生的病情無補

信要他儘快入院，入院後又需要

我打電話給我姐姐，她聯絡到傳

於事。「你們所遇見的試探，無非

到私院照電腦掃描，診斷是膽管

道人，傳道人就安排我先生在接

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實的，必

內有腫瘤引致嚴重閉塞。我們又

受手術當天、做手術之前在九龍

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看了兩位專科醫生，都建議盡快

教會幫他搽油祈禱。我們將一切

（哥林多前書10章13節）我祈禱

做手術。在我們徬徨之際，我們

交託神，內心有着主的平安。

了大概一小時，與聖靈有很好的

呼求上帝，求主帶領因那個是大

手 術比 預 期中複 雜，醫生

契合，我就得了上帝的平安，雖然

而複雜的手術，那個手術風險亦

原先估計6至7小時完成，結果做

我先生不是立即退燒，但我的內

高，連一般大醫院的醫生都不敢

了10多個小時手術，我先生在手

心沒那麼驚慌。我先生在醫院住

做。雖然我先生不是基督徒，但

術期間失血過多，引致急性腎衰

了個多月，終於他退燒了。醫生找

他都願意謙卑跪下祈禱，我們還

竭，做完手術後需要入住加護病

到引致發燒的原因可能是他手術

邀請教會傳道人與我們一家在電

房及進行血液透析。當我先生還

後肝附近的那團液體，當醫生打

話中同心禱告。縱然生病的是我

在加護病房時，我邀請教會的兄

算抽它出來，照X光後，只剩下0.5

先生，但是每個家人都需要查察

弟姊妹一同為我先生祈禱。三天

厘米，最終不用抽。我先生也不

自己，有罪須要悔改。

後我先生可以轉去普通病房，感

需要再洗腎，他的腎指數慢慢回

謝主！

復正常，很感恩！在這次經歷中，

在我先生做手術前一晚，正
當我做家務時，忽然想起聖經中

我先生的病情經歷了高高

我深深體會到神愛的偉大。同時

耶穌醫好癱子的事。「卻因人多，

低低的起伏，手術後 數 天他發

我學習到要忍耐丶等候和對神要

尋不出法子抬進去，就上了房頂，

燒，大概一、兩天後退燒，一星期

有信心！感謝神！

從瓦間把他連褥子縋到當中，正

後他又再發燒，而且還持續發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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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看著他們說，
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馬太福音19章26節
馮陳劍英
Audio/聆聽版本

2021年2月3日，我弟弟陳劍

了罪，也必蒙赦免。所以你們要彼

囊。他住了整整三個多月醫院，過

文在家中突然嘔吐、背痛、牙骹酸

此認罪，互相代求，使你們可以得

程好比坐過山車，高低起伏，今

軟、站立不住，幸好他的太太未上

醫治。義人祈禱所發的力量，是大

天好像有進步，明日又再次跌入

班，馬上召喚救護車把他送往沙田

有功效的。」所以那天下午，我邀

谷底，突然身體又出現了另一狀

威爾斯醫院急救。醫生診斷他患

請傳道人和家人一同在網上為弟

況。劍文一直未過危險期，不停發

上心肌梗塞，心臟有三條主要血管

弟祈禱。

炎、發燒、打强心針、食慾不振、

梗塞，有生命危險，所以請所有家

弟弟仍是時好時壞，有時血

心律不穩、血壓過低、呼吸不順、

人到醫院。當時我最先到達，立刻

壓突然很低，有時發燒，有主內

缺氧、缺血、有時嘔吐、有時拉血

跟弟婦在手術室外祈禱，求神憐

姊妹給我郭三姑在75週年刊的見

及肺炎。

憫，恩待醫治他，之後妹妹劍青亦

證以作鼓勵。那是1937月8月郭三

若我跟妹妹劍青沒有信主，

到達，我們三人再一同祈禱。

姑突然患上嚴重心漏病的見證，

不懂得可以不停禱告呼求主和交

醫生用了兩部人工胸肺呼

她曾與死亡擦身而過，經歷一百多

托，在苦難中可以找聯絡組和姊

吸機和一部新購買回來的儀器來

天才得神的醫治，當中全靠不停

妹代禱，又不停收到兄弟姊妹的

搶救弟弟，搶救時他心臟曾停頓

的祈禱、代禱、信靠仰望神、讚美

鼓勵支持，真的很難去面對這困

過兩次，加了三枝通波仔支架，手

神、確信祂滿有大能。我的心在

難。完全是靠抓緊聖經的話語，

術由下午一時開始，至六時才完

想為何是那麽久以前發生的事，

主的應許，不要怕，只要信，過程

成。因他全身都是儀器，所以由手

會突然由姊妹傳給我，是否神在

中有時會軟弱，但仍知道要仰望

術室搬到深切治療部亦用上三小

啟示弟弟這次的經歷也要那麽長

神，不要看著困難。正如傳道人常

時。手術成功完成，但弟弟未渡

的時間，只要堅心信靠祂，不住祈

提醒：不要只看著自己的困難，要

過危險期。在離開醫院前，我們想

禱，就能走出陰霾。

仰望主，信基督有今生引帶和有

作一次感恩禱告，我知道神想我

感謝各兄弟姊妹不停的鼓

來生的應許，靠著信心去經歷，

們三姊弟加上弟婦同心為弟弟祈

勵、代禱、合時的聖經章節、詩

去行過苦難。感謝主，我、妹妹劍

禱，但三次都被醫生或護士打斷，

歌、講道，都很合時有用，提醒我

青和主內姊妹不停將神的信實

直到另一名弟弟買完尿片回來，

如何恆久懇切禱告，不要放棄。在

話語和很多見證都告訴弟弟和弟

我們才可安靜同心禱告。

我軟弱時，兄弟姊妹在電話上同

婦，而弟婦在苦難中也很順服，每

2月15日，我想起雅各書5章

心祈禱，感謝神派來天使加我們

天不停為丈夫祈禱，與神很親近。

14至16節的教導：「你們中間有

力量。羅馬書10章13節「因為『凡

她在醫院不停播放詩歌、講道錄

病了的呢，他就該請教會的長老

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

音和聖經經文給丈夫聽，又凡事

來；他們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

原本弟弟劍文身體開始恢

為他禱告。出於信心的祈禱，要

復，但2月20日血管再閉塞，須再

2月25日，醫生告訴我們，可

救那病人，主必叫他起來，他若犯

通波仔，重置三條支架和一個氣

以做的醫療程序都做了，現在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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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美主。

馮陳劍英（左一）與弟婦、弟弟及妹妹

全靠弟弟自己的能力和意志力。

送給我視頻片段鼓勵我要不停祈

況一直平穩到星期四轉院，星期

當時因疫情仍未有實體崇拜，我

禱，更親近神，教我何為懇切禱

五做手術，劍文不用排隊，就可

請求教會容許我和妹妹回九龍教

告。不管上帝的旨意如何，仍不要

以裝入人工心臟（價值一百多至

堂祈禱，傳道人知道也特意回教

失卻信心，關上門流淚禱告，大聲

二百萬元），並有專業團隊一直

會跟我倆同心祈禱，我們唱了五

呼求主。她給我希伯來書5章7至

跟進他的健康問題。馬可福音10

旬節詩歌《耶穌愛我》和《永遠的

8節：「基督在肉體的時候，既大

章27節：「耶穌看著他們說：『在

手臂》，第二天姊妹也送上《永遠

聲哀哭，流淚禱告懇求那能救他

人是不能，在神卻不然，因為神

的手臂》，感謝神再次提醒我，祂

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誠，蒙了應

凡事都能。』」及哥林多前書2章9

是我們永遠的手臂。2月27日，我、

允。他雖然為兒子，還是因所受的

節：「如經上所記，『神為愛他的

劍青、劍青女兒和弟婦再次到九

苦難學了順從。」

人所預備的，是眼睛未曾看見，

龍教堂祈禱，由探訪領禱。

3月16日劍文很昏睡，我拿著

耳朵未曾聽見，人心也未曾想到

2月27和28日，弟弟的狀况不太

姊妹給我的詩篇103篇1至22節，

好，兩天都用大呼吸機，肺炎很嚴

在他床邊讀一遍之後，他便醒過

我學習到凡事要先求上帝的

重，也很危險，弟婦在醫院致電給

來，我相信主的話語滿有能力。之

國和祂的公義，祈禱要懇切和堅

我，醫務人員在房內急救，我跟弟

後，我常在他牀邊讀聖經。

持，主的話語是滿有能力的，是可

的。』」

婦在電話內懇切禱告，求神憐憫給

3月19日（星期五）
，劍青提議

信的，要常常互相代禱，要按神的

劍文機會認識祂，上教會學道理。

找傳道人請會眾一起同心祈禱。

旨意去求，相信神一定有祂美好

感謝讚美主，祂再次拯救劍文。

劍文的狀況由前幾天怕熱變為怕

的安排，一切交主手中。求主光照

3月15日，醫生告訴我們劍文

冷，面色變紫（好像缺氧）
，而且

劍文和弟婦，使他們感受到主的

病情太反覆，而且一移開輔助器

昏睡。當晚傳道人在崇拜結束前

大能和大愛，認真學習道理，為主

身體狀況便轉差，叫我們要有「心

邀請全會眾同心為劍文祈禱。很

作工。

理準備」。劍文和弟婦決志信主，

奇妙，在會眾祈禱之後，他開始穩

約下午2時我找了姊妹一同在線上

定過來，臉色也轉好了。

後記: 劍文在7月25日（星期
日）晚堂第一次上九龍教堂，雖然

作簡單立志信主的祈禱，感謝神，

3月21日（星期日）
，醫院醫生

因體力不足，只能逗留大約30分

這時候劍文突然十分清醒。晚上6

告訴弟婦他們邀請了瑪麗醫院醫

鐘，但感恩傳道人為他搽油祈禱

時再次找傳道人為劍文在線上祈

生星期一來給意見，晚上弟婦懇

後，他慢慢康復。過了數星期，他

禱，那晚他有點昏睡，所以祈禱時

切求主開一條新路給他們，她在

甚至能夠由太太陪同下到教會參

他是睡著的，但之後他好像突然

夢中見到自己扶著丈夫學行。

加了一次安息日（8月29日）上午的

被叫醒了。

星 期一，瑪麗醫院的醫生

祈禱和崇拜。求主保守帶領他能

姊妹給我很多鼓勵，叫我不

很快決定接收劍文，給他裝上人

夠繼續到教會認識敬拜主，認罪

要放棄，在電話上跟我一同祈禱，

工心臟。感謝主，劍文身體的狀

悔改，求聖靈入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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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李婉欣
Audio/聆聽版本

要分享今天的見證前，讓我
首先道出一些背景……
從2018年說起，那年初我
哥 哥證實患上肝癌，根 據我的

吃西藥，你是不能夠痊癒」。對

在今年2021年5月20日，我

着這個 嚴 厲的醫生，她的判斷

到醫院進行抽血檢驗，理應是讓

實在於這幾年的確影響我的情

醫生在6月2日覆診時跟進我的

緒。

情況。想不到5月27日我便接到

家族史，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自

在2019年6月左右，因身體

護士的急電，表示我的肝酵素很

我外祖父年代起，我不少家人是

不適就診檢查，抽血化驗。跟進

高，約我覆診當天早上再回去驗

家族性遺傳癌症，屬肝癌高危一

至7月，適逢我在中文大學進行

血，讓醫生追 蹤肝酵 素的最 新

族，我的外祖父、母親、兩位舅

靈修營的第二天，醫院護士急着

走勢。公立醫療從 來沒有這樣

父分別在早年因肝癌離世。帶着

致電我，約我翌日（即靈修營第3

緊密的複檢，想必我的情況很嚴

這樣的背景，我出世至今都是乙

天）見醫生，因為我的肝酵素很

重。值日醫生也很詫異我的肝酵

型肝炎帶菌者，肝的健康是我一

高，需要即時跟進，我的心雖有

素不斷上升至641點，她說我5月

直的關注，年輕時也曾在公立醫

不安，但心裡即時向神呼求，感

時肝酵素已是300多，我頓然心

院跟進，其後因工作繁重而沒有

謝主心裡頓時感到安穩，很快堅

裏忐忑不安。在這覆診日有一小

再跟進。當哥 哥患上肝癌的那

決跟護士另約其他日子見醫生。

插曲，也是感恩小見證：就是在

年，我驚覺自己亦要重新求醫，

2020年7月初，哥哥的肝癌

我入診症室前，我懷著焦慮的心

自費檢查跟進一下肝的狀況，在

急轉直下，在沒預告的情況下，

情，一方面擔心肝酵素問題，另

威爾斯醫院重新排期，接受公立

在我們剛探望他的第二天突然

一方面害怕見 那位一直對我嚴

肝炎專科服務。另一邊廂一直以

病逝，令我情緒很低落。適逢踏

苛的醫生，心裏只有禱告。我這

中醫跟進。

入屬靈筵席的月份，碰上疫情嚴

卑微的要求，主完全憐恤，當日

2018年第一次見主診黃醫

重，培靈佈道會及靈修營需要維

負責見我的是黃醫生的同屆同名

生，她根據我的檢查報告，道出

持 網上進行，兩個因素也 對 我

字的同學，卻是溫柔地了解我的

肝酵素高的問題，亦告訴我必須

構成一定影響，削弱了自己在聚

狀況，她提議我重新考慮服用西

服用「一世」肝酵素藥。同年第

會的專注程度及對神話語的吸

藥，提醒我會有肝衰竭的可能，

二次覆診，她也是重複強調「非

收。

也就是生命受到威脅。感謝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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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貴的屬靈筵席
黃李婉欣與家人

當時丈夫在身旁，信心亦比我堅

安穩，心裡一直禱告交託，獨自

親近祂。隨著這幾年的經歷，疫

定，能安慰支持我。

覆診與嚴苛的黃醫生見面。當我

情亦漸趨穩定，今年暑天的屬靈

面對高企的肝酵素及生命

坐下來，意想不到她面帶微笑，

筵席顯得相當珍貴、得來不易，

威脅，我沒告訴太多人，包括兩

將電腦螢幕上的化驗報告結果

是難以形容的。另一方面，自從

個女兒。我知道我不能做什麼，

展示給我看，我核對一下，我真

2015年因聲帶傷患而曾停工的

想起聖經中「離了我，你們就不

驚訝，肝酵素竟然由641回落至

我，得蒙神呼召、准許，於2019

能做甚麼。」
（約翰 福音15章 5

正常水平40，心中頓然欣喜，就

年尾感恩重回詩班。經過一段漫

節），亦想起詩歌中的一句「當

連黃醫生也感驚奇，開顏地問我

長沒有實體聚集的時期，4月份

注目仰望主耶穌，定眼看他奇妙

做了些什麼。我只知道是神奇妙

陸續恢復實體獻詩及詩歌練習，

慈容」。於是在隨後的主日，我邀

的醫治，是神蹟！這次經歷重點

我更珍惜神給我侍奉的機會及

請丈夫及女兒們一同請傳道人

不在乎是用中藥或是西藥；若沒

大聚集的詩歌事工。

搽油祈禱，那時亦是小女生病的

有神帶領及准許，我是很難痊癒

在7月13日見證 會那天，我

時候。大女靖嵐起初也不明白及

的。再一次深深感受到「在人不

告訴家人我會分享見證，我才將

表示不想同行。我唯有在下午崇

能，在神凡事都能」這應許，亦

神醫治的奇妙過程告訴女兒。從

拜禱告時，先自己禱告，為「搽油

見證神愛的真實，神對我一家如

來也是被動、低調的大女靖嵐，

祈禱」的事，禱告交託天父。感

此的保守。五旬節詩141首「沒有

在見證會開始不久，便催促我快

謝神，最後女兒靖嵐也願意一起

難成的事」中的副歌「沒有難成

快的去說出見證，我感受到上帝

搽油禱告，讓我整家一起經歷、

就的事，只要你信靠救主；沒有

透過小子的口，給我支持、信心

一同學習依靠神。

難成就的事，只要信靠主應許」

去榮耀祂。哈利路亞！願榮耀、

在我心中不斷鼓勵我。讚美主！

頌讚歸予全能父上帝！

在這個月頭，我全心交託依
靠，知道神掌管我的生命，在我

感謝主踏入7月，蒙主憐憫、

身上祂必有美好旨意，心也就定

保守，讓我更深悉神的美意，這

下來去面對隨後的驗血及覆診

年培靈佈道會靈修營開始之先，

安排。7月7日那天，神讓我帶著

神親自為我拿走重擔，讓我專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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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個見證是在三十年前

的熱病後，她就可以立即服侍耶

有這情況呢？醫生改由我的右腳

第一份工作的時候，公司裏只有

穌！有了這個經歷，我對耶穌的

大腿進入做通波仔手術，手術終

三人。某天早上我 嚴 重頭暈 及

醫治深信不疑！

於完成了，醫生在我的大腿傷口

感冒，便致電老闆想告假，但老

第二個見證發生於2019年

闆開聲已急急說，有位同事告病

4月，我的心臟連續間歇痛了四

假，要我立刻回公司，因為早上

天，到了政府醫院檢查，確定心

我 需 要留院 觀 察一天，翌

有速遞送文件到公司。我一句說

臟其中一條主血管收窄了九成，

日早上醒了，整天全身感到飄飄

話還沒說出，老闆已經掛線。我

安排2019年11月接受通波仔手

然。身 體有很多電線連 接活動

回到公司十分疲倦，本想睡覺休

術。我把手術交託神，我不是擔

架上的設備。早上去洗手間，也

息一會，唯怕速遞到公司時我不

心，但是每逢想到手術，不知怎

要推著活動架。不久，醫生到來

知道，所以我不敢睡覺。我只好

的總感到有些不平安。聯絡組成

檢查，認為我情況穩定，可以安

伏在桌面上，祈禱求耶穌醫治，

員亦代我禱告。做手術當天早上

排出院，我滿心歡喜及感恩。其

其間因為身體疲倦及禱告中沒

八時，我已到達醫院，更換了衣

後我坐在椅子休息很久，等待出

感覺怎樣，曾想放棄祈禱。但又

服，一直等到下午四時，第一位病

院。我突然感到很疲倦很頭暈，

想，我不祈禱，只是坐著，是得

人才完成手術。我聽聞護士通知

情況好 像做了劇烈運動後不適

不到幫助的，我真的需要耶穌醫

第二位病人，今天不能做手術，

頭暈一樣。我每逢遇 到這個情

治，所以我繼續禱告。大約過了

要留院明天做手術。我是第三位

況，我不停深呼吸，身體便回復

一小時，我突然全身有特別的感

病人，我心想：今天怎會有機會

正常。我的思想叫自己這樣做，

覺，感到耶穌醫好我。一般人患

做手術呢！出乎意料地，護士隨

但是我第一次深呼吸還未開始，

病轉好，都要時間休息康復。但

即讀出我的名字要立刻做手術，

就暈倒了，失去知覺。直到我醒

耶穌即時復甦我精神，令我精力

可能我的病情比較嚴重。感謝神

了之後──

充沛，不需像電池充電般要慢慢

給我做手術的機會。

充滿。耶穌憐憫我，一秒內完全

通波仔手術原本由右手手

醫好我的疾病以及恢復我的精

腕插入導管通往心臟放入支架，

神。正如馬可福音1章29-31節所

但我血管太窄，手術失敗。心裏

記載，耶穌醫治好西門彼得岳母

問神：之前的不平安是否是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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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打了一粒止血劑。結果手術成
功了，感謝神！

護士問：「你剛剛在椅子上
暈倒。你知道嗎？」
我 回 覆：「我 不知 道 我 暈
倒。」
護士問：「五個護士把你抬

到床上時，你的腳碰撞到床邊鐵

倒在廁所中或步行中，床位間亦

病情。根據各樣資料及數據分析

架。你知道嗎？」

狹窄，我身上連着很多電線及設

後，決定我不需要安裝心臟起搏

備，我必定會受傷。假若我暈倒

器。因為我當時服食的藥物要求

在醫院外，我可能會受傷丶缺氧

血壓在120以上，但我做完手術

和失救。原本應該沒有醫生的，

後，血壓低過120，所以引致暈倒

但奇妙的是有醫生在醫院中，立

及心臟停頓。最後我可以離開醫

即拯救我，沒有半點延遲。

院。感恩！

我回覆：
「我不知道，一點兒
感覺也沒有。」
護士問：「我們剛剛按壓你
的心臟。你知道嗎？」
我回 覆：「我 完 全 感 覺 不
到。」

由於我心臟曾經停頓，所以

神給我有這 經 歷，改變了

不能出院，要等到星期一才有醫

我對死亡的看法。我以往對死亡

生檢查，評估我的情況。護士說

的觀感是：除非突然間遇到嚴重

我回覆：
「我完全不知道。」

我突然暈倒，可能要安裝心臟起

意外死亡，否則總會有些時間向

我以為是護士救了我的命，

搏 器。這情況不是我所能 控制

神祈禱；面對死亡的時候，總會

的，我只有心裏向神禱告，將一

有機會對神說：「求神接納我的

切事情交託祂。

靈魂。」我雖然未經歷過至親離

護士問：「你的心臟停了23
秒。你知道嗎？」

便向她道謝！
護士立刻回應：「不是我按
壓你心臟，救了你的生命。你突

留院第二天，發現大腿傷口

世，但在電視看到，人面對生與

然心臟停頓，響起警報，我們一

的止血劑鬆脫了，在皮膚裏凸起

死 之間的一口氣，也要爭 持 很

定會救你。正常情況下，這個時

來。護士用鉗子把止血劑固定半

久，十分痛苦！但今次我暈倒後

間，全部心臟科醫生已經離開醫

小時，問題解決了。但是同房中

經歷生死之間，感覺就好像突然

院，但剛巧有一位醫生在鄰近病

有病人做了心臟手術，已經離開

間睡着，突然間醒來，中間一點

房工作，當他聽到警報，立即幫你

了醫院，其後止血劑鬆脫，要用

兒感覺也沒有。這與我之前所想

按壓心臟，救了你的生命。」

很多時間才能再安排入院及治

的截然不同。

我 心 裏 問神，之前 的不平

療。雖然我暈了不能離開醫院，

神給我的經歷是讓我更深

安 是 否指這情況呢？感 謝神的

但我只花了半小時，已解決了其

深感受神的醫治、拯救及保守眷

拯救！細心想想，感到神奇妙的

他病人所面對的困難。

顧，感謝神！同時也感謝太太及

眷顧，因為當我暈倒的時候，我

到了星期一早上，主診醫生

坐在椅子上沒有受傷。假若我暈

及資深醫生一同到來，討論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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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子在這期間的照顧。
願榮耀歸給主耶穌基督！

聯絡組員是

家人
蔡關愛
Audio/聆聽版本

蔡關愛（右四）與聯絡組組員

「聯絡組是我的家，大家是

如何教導小朋友，我們都樂意分享

上同心合意祈求，無論求乜嘢，我

我家中的姊妹！」這是何等溫馨

及互相幫忙。如有組員的小朋友遇

嘅天父必為你哋成全。」
（馬太福

的一句話！感謝主，讓我們在教會

着升學面試，我們就會分工合作，

音18章19節）我們也因着多了機會

內成為一家人，大家互相守望，互

一些人為他預備中文面試，另一

一起祈禱，彼此的感情也更深厚。

相扶持，互相學習，一同實踐「等

些人預備英文自我介紹，還有一些

我們更會彼此欣賞，互相學

我哋彼此關懷，激發愛心，勉勵行

預備日常生活分享。在傳福音的事

習。例如有組員在家中與家人每天

善。」
（希伯來書10章24節）

工上，我們也會分享，彼此鼓勵。

一起禱告，我們便會彼此學習，自

有組員的家人患重病了，另一個組

己在家中也實踐與家人同心禱告

員除了彼此代禱，更會親自探訪，

這個功課。

怎樣才能在聯絡組中建立這
麼親密的關係呢？
首先我們各組員都心志相同

並將福音傳給組員的家人，希望他

今年，我們更將聯絡組的關

─大家很珍惜相處的機會，所以大

能夠接受福音，將來在天家共聚。

懷擴大，我們邀請一些沒有入組

家都願意騰出時間，參加聯絡組

除此之外，我們也會彼此代

的姊妹，或是組員的家人，一同在

聚會。在疫情期間，雖然我們只能

禱。在疫情初期，我們每星期都會

我們開組的時候，與我們分享生活

夠透過視像會面，但大家都會互相

相約時間，透過視像，一起祈禱。

點滴，互相問候。

遷就，盡量爭取更多分享的時間，

後來，我們在小組開會時，便會輪

感謝主，讓我們組員彼此相

例如有組員為了參加網上靈修營

流為組員代禱。我們也嘗試過每日

知相交，彼此分享，互相扶持，實

的學習，會請假一天，願意跟組員

為一個組員祈禱，或是私下與其他

踐在主愛中成為一家人。願神使我

彼此學習神的話語。

組員一起祈禱。我們遇到不同的

們在聯絡組的工作上更為神所用，

另外，大家都會坦誠分享，無

事情，總會先彼此代禱，亦會為教

榮耀歸與上帝！

論是肉身上遇着的困難，例如轉工

會有不同需要的兄弟姊妹祈禱。因

或找尋工作；還是家庭瑣事，例如

為我們相信「你哋中有兩個人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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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靈

之

教導
自
親

梁陳葆恩
Audio/聆聽版本

梁陳葆恩與兒子

在2021年5月最後一個主日，

分享他喜歡的聖經故事，第一是

因為六歲九個月大的二兒子身體

耶穌釘十字架，因祂洗淨我們的罪

不適，我和先生下午在香港教會與

過，好像清除鼠患一般。原來主日

孩子到台上請傳道人搽油祈禱。下

學導師在早一天曾提及澳洲正有

了台後，孩子說他感到他的心跳得

鼠患的事情。小孩的分享即時讓我

很快，我們便返回座位繼續一起

更明白神是如何看這世界，地上有

祈禱。

很多罪，好似老鼠在地上走來走
去，加上看了網上有關的片段，這

小孩跟我說：
I feel the holy spirit washed away my

個影像更震撼，提醒我們要回轉。

sin.
（我感到聖靈洗淨我的罪。）

神的靈真的很奇妙，讓我更立體

I am very happy.
（我感到很喜樂。）

地看透事情，讓我更明白神看事的

I want to know what is right and

角度。

what is wrong.
（我想知道什麼是對

與錯。）
之後，我再鼓 勵他 繼 續 祈
禱。他便為未認識主的親人祈禱，

看到兒子的圖畫及分享，我

另外，孩子亦分享他很喜歡

真的很感動。因為聖靈很真實，親

耶穌的比喻。我說對於比喻的教

自教導小孩有關真理的屬性，亦

導，不只是喜歡，要跟著去做。他

教導我。

反問我要如何做，因之前有聽過

將各人的名字一一說出。他之後很

特別是當我看到果子破開的

要鼓勵孩子與神直接建立關係，

有信心地「為所有地上未信主的人

階段，內裏其實有很多種子在其

要親自經歷，我便鼓勵他自己直接

祈求」
。

中。這讓我想到成長的過程中，不

問神。他便立即合上雙手、閉上眼

只是結果，仍要破開果子，讓更多

睛向神禱告，很快地回覆說：
「我

Holy Spirit sent message to me：
（聖

種子有機會散播，在所落的地方

知啦，lesson by lesson（一課一課去

靈向我傳了訊息：）

發芽生長。

學）
。」真的感謝神讓孩子這樣與

他繼續禱告並分享：

“I am the seed, and need to grow

孩子在主內的親自學習，真讓

and grow…”
（我是一粒種子，要

我讚歎神的愛及奇妙。讓我看到

能夠與孩子們一起學習及成

不斷成長……）God is the water.”
（主是水。）

若我們有小朋友的清心，真的可以

長，分享主的愛及恩典，是神賜的

看見主，更可以親自在主內得到完

一種福氣。我真的感謝主讓我們

最後，我再鼓勵他將他在主

整的學習。我反思到自己對神的祈

有這個成長的經歷，亦知道不是

日學裏學習到的記下來。他便畫了

禱，我要在信心及清心上改變，讓

止於這個學習，要更多的尋求、問

一幅圖。

自己在主內有更多直接的學習以

神及做合神心意的事情。

“One tree becomes two trees.”
（一

及與祂的互動。

棵樹變成兩棵樹。）

第二天，小孩子一早來與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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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互動學習。

會友訊息

備忘事項

小兒奉獻

●

2021年8月29日溫哥華堂
（父）吳耀權（母）盧詠基
（女）吳詠詩

聖誕崇拜

●

九龍堂

香港堂

2021年12月25日上午11時

2022年7月18日至7月23日
上午10時、晚上7時

溫哥華堂

2021年10月24日香港堂

九龍堂

2021年12月25日上午11時

（父）盧天壬（母）鄒穎欣
（子）盧思尹

●

（父）李伯熙（母）李靜

2022年8月1日至8月6日
上午10時、晚上7時

元旦崇拜（香港堂）

2022年1月1日上午10時半

（女）李梓甯

●

新婚

溫哥華堂

2022年8月8日至8月13日晚上7時

農曆新年崇拜（九龍堂）

2022年2月1日上午10時半

2021年6月5日九龍堂
劉致明 莫佩琪

●

2021年8月28日溫哥華堂

●

新春培靈佈道會（香港堂）

2022年2月3日至2月9日
上午10時、晚上7時

劉值鈞 伍嘉惠
息勞歸主（香港）

●

趙房春 宋杜漢珍（香港）

夏令靈修營

2022年7月24日至7月28日（香港）
2022年8月14日至8月18日（溫哥華）
●

旅行遊戲日（香港）

2022年10月4日

復活節培靈佈道會（九龍堂）

2022年4月11日至4月16日
上午10時、晚上7時

王黃婉貞（澳洲）

暑天培靈佈道會

*因疫情影響，時間 / 地點或有改
動，請留意教會宣佈。

蘇發斯（溫哥華）
若有肢體願意參與會訊工

（如代禱、會友訊息、CD錄音服

作，請與編輯或委員聯絡。此會

務等）：

訊所載文字及資料，如有遺漏錯

傳真號碼：（852）2858-9055

誤，祈請指正；歡迎任何海內外

（抬頭請註明：港九五旬節會收）

Audio/聆聽版本

肢體，有榮神益人之見證或訊息
者投稿。
僑居海外會友可利用教
會的傳真設備與母會保持聯絡

堂址及聚會時間：
香港堂——衛城道十一號

電話：（852）2548-6949

主日學：上午十一時正
九龍堂——窩打老道七十一號

現於教會網站增設「特別崇拜錄影

顯示在網上於此點擊可以收聽廣東

與圖片」一欄，供教友觀賞及下載

話聆聽版

喜愛的圖片。

傳真：（852）2858-9055

主日崇拜：下午二時正、晚上七時正

星期三：晚上七時正

見證聯誼會：雙數月份第二個星期二晚上七時正

電話：（852）2713-5455

主日學：上午九時半

主日崇拜：上午十時半、晚上七時正

溫哥華堂——加拿大溫哥華西十五街1531號

星期五：晚上七時正

電話：（+1）604-732-4470

見證聯誼會：單數月份第二個星期二晚上七時正

主日學：上午十時正

主日崇拜：上午十一時正、晚上七時正

網址—— http：//www.pentecostal-mission.org

Church addresses and meeting times：
Hong Kong church ——11, Castle Road, Mid Levels, Hong Kong

Tel：（852） 2548-6949

Fax：（852） 2858-9055

Sunday school : 11:00 am Sunday services: 2:00 pm, 7:00 pm Wednesday services : 7:00 pm
Testimony and Fellowship Meeting：second Tuesday of every even month at 7:00 pm
Kowloon church ——71, Waterloo Road, Homantin, Kowloon Tel：（852） 2713-5455

Sunday school : 9:30 am Sunday Services : 10:30 am, 7:00 pm Friday services : 7:00 pm
Testimony and Fellowship Meeting : second Tuesday of every odd month at 7:00 pm
Vancouver church ——1531 W. 15th Ave., Vancouver, B. C. Canada V6J 2K5
Tel :（+1）604-732-4470

Sunday school：10:00 am Sunday services : 11:00 am, 7:00 pm
Web site —— http: // www.pentecostal-missi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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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dnesday services：7:00 pm

星期三：晚上七時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