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惠梅得救見證 

接受基督之前的生活： 

我在一個普普通通的家庭長大，父母縱然不懂表達愛，但從生活的點

滴中可感受到他們無微不至的照顧。我從小到大都沒有自信，感覺自己是

一個隱形人，不懂與人相處，一直想得到別人的肯定來證明自己的存在而

忽略自己真實的感受。讀小學時經常翹課又與同學有衝突，在家裡還是一

個家賊，我想種種緣由是想得到別人的關注，但最後得到最多的是藤條，

因此關係很差。這樣的我從來沒有感恩和認罪悔改的概念，有委屈就逆來

順受，當受到傷害時，不懂怎樣令內心平安喜樂，只知道把當下的日子過

好就可以。 

 

怎樣接受基督： 

我小時候由婆婆撫養長大，婆婆賣元寶蠟燭，我經常幫忙接觸這些祭

品，自然從小接觸民間信仰，從不相信其他宗教。我當時會繼續回教會是想著多一個神看顧著我是一件

好事，再者少年崇拜的小組有好多查經，包括信心，預言，十災各方面的查經，慢慢地了解上帝的預言

有多真實，建立了信心和心靈的交流，從而造就我一直在教會聚會。 

第一次接觸基督教是在靈風中學，而真正第一次去教會是為了補習，參加“優質星期六補習班”我當

時想著補習完畢就離開教會，教會靈命生活從不在我的考慮之中，經過一段時間回教會，發覺教會很有

愛，有組長悉心教導，傳道人靈命栽培，慢慢認識聖經，知道上帝創天造地，無所不知，無所不能，衪

有憐憫恩慈，承擔我所有的憂慮，是我唯一的救主，我深信救恩在我心中扎根了。2009 年在一次學校

的佈道會中決志要跟隨衪，當天的佈道內容已經忘記了，只知道神無條件捨身施拯救觸動了我，那時的

感覺好真實，在我心中，除了父母關愛兒女，沒有人會無條件捨身拯救一個沒有關係的人，其他信仰的

神都是高高在上受人膜拜，但我們的神不一樣，會用行動證明，勇於獻出自己，沒有嫌棄我滿滿的罪，

然而看見的是祂的仁愛與信實，神愛我們，差遣祂的兒子降世，只要承認自己的罪，主必赦免所有的過

錯，基督的恩典超越界限，給人新的生命而不是死亡，這樣優越的人物令我想跟隨衪，衪是道路、真

理、生命，藉著基督就能到父那裡去。因著這份信今天認信而受洗，感謝主能與祂相遇。 

 

接觸基督後的改變： 

對於信主的我，從讀書時期到踏出社會工作都遇到很多考驗，特別是學業，常常付出很多，溫習到

很晚，成績也不如理想，因此自責自己愚鈍，也很惱怒上帝為何不賜我智慧。現在的我心態改變了，凡

事懂得感恩，學習等待，明白每個人都有能力限制，有不足就學習知足。現在的我比以前成長了，從未

想過這麽自閉、怕事的我，遇見不公平的對待，敢與上司對峙，據理力爭，然後被上司教訓。有難相處

的同事從不逃避，勇敢與他們相處，相處不來會祈禱求上帝給我勇氣，懂得依靠神，感恩身邊有很好的

同事。剛來教會的時候組長說我沉默寡言，現在敢在小組開聲分享自己的日常，我覺得是一個很大的進

步。我本身是一個很倔強的人，不輕易改變自己的想法，經過上帝的修剪磨平稜角，凡事會三思而後

行，順服是我很大的功課。 

無論工作或學業，每當我感到迷茫時，上帝都會引導我，透過祈禱內心得到平靜，使我放下憂慮。上

帝沒有答應我們人生會風平浪靜、一切順遂，但上帝應承我們，陪我們走過高山低谷，成為我的避難

所。我知道上帝恩典豐足夠用，我漸漸體會到生命交到主手中必會豐盛。 

現在的我能力和知識都不足，亦知沿途多有磨難，但我會靈修、認真聽道，改善自己的不足。今我

在眾人面前承認耶穌是我的主，一生追隨衪，求衪改變不完美的我，打造成主合適的器皿，讓信仰道路

更堅固。 

新 葡 見 證 



 

江楚喬得救見證 

回想起來，我應該是中二信主的。我曾經是靈風的學生，所

以很順理成章就參加了大埔堂聚會。當時去教會，就是與一班同

班同學一起回來玩遊戲、查經、做活動等等，很簡單的，然後不

經不覺，就從少崇到成崇。 

記得從前的一次團契聚會中，我們一班曾經的年青人熱烈討

論過一個問題：遲信主的人是不是更「著數」？如果人在即將來

到生命盡頭時才決志信主，這樣，被寬恕的他就能馬上以最潔淨

的狀態回到主的懷抱，相反早信主的人，則要經歷重重考驗試探，再接受審判，要是途中一不小心失足

跌倒，在試探前倒下，那豈不是前功盡廢？ 

我想不出答案，對此感到很困惑，到底自己算不算是「蝕底」了？但在寫這篇得救見證時，我又發

現自己其實很感恩神這麼早就讓我認識到祂。雖然，無論我們認不認識神，神都早從我們從出生開始就

關注和看顧我們每一個人，但正因為我早意識到神的同在，讓我在成長的過程當中，多了一位傾訴的對

象、同行者，回頭望自己成長的路，處處都充滿恩典，這樣，其實都很值得。 

我本身性格比較靜，不太熱衷於社交和團體生活，很多事情都習慣藏於心底，自己解決，但開始教

會生活後，我體會到肢體彼此相交的重要性，彼此相愛、互相幫助，甚至只是彼此聆聽，一起唱詩歌、

抱怨一下、大笑一下，都已經能令我得到力量繼續努力下去。我認為神要我們聚在一起建立教會，都是

體恤人的需要，人需要同路人，大家一起在靈命上成長，是很美好的事。我亦從一個單打獨鬥的人，變

成一個更珍惜人的關係的人。因為基督徒要為神做的事，亦是為人做的。 

雖然我很年青，但多年前的我，亦曾經考慮過申請洗禮，當時我媽媽反對說：「返下教會就好，不

用到洗禮這麼認真。」我想，她不反對我返教會，因為教會的哥哥姐姐能令我乖，又可以認識到朋友，

但也僅此為止，洗禮這種委身，她無法接受。不過我又不明白多年後，她為什麼會跟著一群親戚，莫名

其妙地加入某個佛教師尊的會，買金像回來安放。因為害怕邪靈，我那時候還會慫恿我家的貓去移動她

的像，破那個風水陣。但小時候的我，的確因為有媽媽的阻撓，而放棄了洗禮這個念頭。同時，因為一

直有著神的陪伴和保守，又令我覺得接不接受洗禮，好像也沒有什麼分別。 

另一方面，因為媽媽這句話，我又有一種擔心，就是覺得自己不配，難道我的信仰是不認真的？一

想到自己的不足和軟弱，我就擔心自己無法成為好的「正式信徒」。萬一我犯了錯，或是被問及一些信

仰的問題，而我無法解答的話，這樣就會給別人對「基督徒」這個身份留下不好的印象。 

而奇怪的是，到了今天，我決定受洗的原因，並不是因為我終於成為一個無懈可擊的基督徒，而是

因為我發現我仍然是一個有很多不足，需要繼續學習的信徒，但即使我如此不足，這麼多年來，神依然

陪著我經歷，我的生命跟神連結在一起，不可缺少，我認為這樣應該足夠認真了。 

神最特別的地方，是祂是那位不變的神，祂的教導和真理是始終如一的，但祂又能與每一個人建立

的不一樣的關係，祂會以最適合的方式去參與每個人的生命。從前我認為相比起信而受洗，應該會有更

獨一無二的理由去洗禮，現在我明白，一個人說：「我信。」這簡單的信字背後，已經代表了那個人與

上帝獨一無二的經歷。 

加拉太書 3:27 上說：你們受洗歸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求主能在我受洗後繼續帶領我成為更

好的基督徒，作主美好的見證。 

加入教會後我希望能有更多歷練，了解自己更多，尋找合適又合神心意的方向發展，服侍教會。 
 

新 葡 見 證 



 

 

  

 

 

 固本培元 承勢出發 

23/10/2022 講員 
主席/ 
領詩 

伴奏 
家訊/ 
代禱 

招待/ 
奉獻 

奉獻 
祈禱 

投映 音響 直播 

主日崇拜 
(實體和直播) 

周志豪 
牧師 

懿嘉 
執事 

泳衡 
弟兄 

德潔 
姑娘 

麗嬋 
姊妹 

美蘭 
執事 

鍛英 
姊妹 

意就 
弟兄 

佩珊 
執事 

童來崇拜(實體)  禮賢姊妹&靜雯姊妹。敬拜：世頌弟兄 

教會同工團隊： 

顧問牧師：周志豪牧師 
代堂主任：羅瑞蘭執事 
傳道：黃德潔姑娘(婚姻及家庭治療師) 
   戴國強傳道 
      龐嘉慧姑娘(半職) 

教會幹事：陳玉蓮姊妹 

教會執事團隊： 

梁美蘭執事(主席) 
陳佩珊執事(副主席) 
伍偉豪執事(副主席) 
鄺曉霞執事(財政) 
黃懿嘉執事(文書) 
羅瑞蘭執事 
梁淑嫻執事 
黎少玲執事 

地  址： 大埔棟樑里一號(靈風中學內) 
電  話： 26623525 
傳  真： 26623265 
電  郵： info@chctp.org.hk 
網  址： www.chctp.org.hk 
FACEBOOK 專頁：
 www.facebook.com/chctp 

 

http://www.facebook.com/chctp


 請安靜默禱 預備迎見神  

1.宣召 --- 凡投靠你的，願他們喜樂，時常歡呼，因為你護庇他們； --- 主席 

又願那愛你名的人都靠你歡欣。因為你必賜福與義人； 

耶和華啊，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護衛他。 

(詩篇 5:11-12) 

2.禱告 ------------------------------------------------------ 主席 

3.讚美 ------------------------------------------------------ 主席 

4.讀經 --------------- 腓立比書 3:5-8 (新約 P.218) ------------- 主席 

5.證道 ------------------- 破繭歷程 -------------------- 周志豪牧師 

6.奉獻 --------------------------------------------------------- 主席 

7.新葡見證 --------------------------------- 林惠梅姊妹、江楚喬姊妹 

8.認信 ------------------------------------------------ 周志豪牧師 

9.訓勉 ----------------------------------------- 代堂主任羅瑞蘭執事 

10.致送紀念品及為新葡祈禱 ----------------------------- 梁美蘭執事 

11.家訊及代禱 ---------------------------------------- 黃德潔姑娘 

12.誦讀 -------------------- 主禱文 --------------------- 黃德潔姑娘 

13.祝福 ------------------------------------------------  周志豪牧師 

14.大合照 --------------------------------------------- 梁美蘭執事 

15.施浸(浸禮程序移至學校泳池舉行) --------------------------- 周志豪牧師 

    林惠梅姊妹、江楚喬姊妹 

                           襄禮：劉靜雯姊妹   司他︰陳宜康弟兄  

場務：梁淑嫻執事、黎少玲執事   攝影︰鄺曉霞執事 

唱詩 ----------------------------- 快樂日 ------------------------------ 會   眾 

同唱：快樂日，快樂日，耶穌洗淨我眾罪孽！ 

16.祝福 ----------------------------------------------- 周志豪牧師 

～請留步與新葡拍照留念～ 



 

 
 

                                                                    

                                                                    

                                                                    

                                                                                                                                       

                                                                    

                                                                    

                                                                    

                                                                    

                                                                    

 

 
代禱 Prayer 

1. 為江楚喬姊妹和林惠梅姊妹禱告，感恩神一直以來對兩位姊妹的帶領，為兩位未來的屬靈成長繼續

仰望神。 

2. 玉蓮姑娘再度身體不適入院，求主賜平安，讓醫生找到病因，對症下藥。 

3. 願父神親自陪伴與安慰黎少玲執事和傷心的親友，同時讓接下來的喪葬事宜能夠穩妥，亦願來自人

的關心也能適切。 

4. 青年部份小組需要重新整理及調教目標方向，禱告無論組員及牧者都要勇氣與信心，再建立。 

5. 12 月 26 日《聖誕暖 LoveLove2.0》兒童親子嘉年華會，正在向有關部門申請街上橫額及街站宣傳，

望能得到有關部門批准。 

6. 世界不少地區在戰火邊緣的威脅當中，經濟危機處處，求神掌管人心，以永恆的盼望為依歸，追求

主耶穌所賜的平安，有力地生活。 

奉獻須知 奉獻可存入滙豐戶口「819-395260-001」或轉數快服務(號碼:9104787)後並取回入數紙或截圖

將收據給幹事或放入奉獻封內或電郵回教會，或用劃線支票抬頭： 

「中華聖潔會大埔堂有限公司」/「The China Holiness Church (Tai Po) Limited」 

 

聽道筆記 



家訊 Announcements 

承蒙周志豪牧師蒞臨本堂證道，深表謝意！ 

歡迎參與聚會的新朋友，願主賜福你，誠邀你繼續參與本堂聚會。 

生日肢體 27/10 梁淑嫻、楊展東 

30/10/2022 講員 主席/領詩 伴奏 
家訊/ 
代禱 

招待/奉獻 奉獻祈禱 投映 音響 直播 

(實體和直播) 
戴國強 
傳道 

淑芬 
姊妹 

Marcus 
Terence 

戴國強 
傳道 

尹然 
姊妹 

少玲 
執事 

曉霞 
執事 

無忌 
弟兄 

佩珊 
執事 

童來崇拜(實體) 希彤姊妹&綺文姊妹。敬拜：懿嘉執事 

1. 黎少玲執事母親黎張秀珍夫人，於 2022 年 10 月 12 日與世長辭，積潤享壽 93 歲。謹定 2022 年 10

月 24 日於紅磡世界殯儀舘二樓永生堂以道教儀式設靈。翌日，早上辭靈出殯後，靈柩將奉移柴灣歌

連臣角火葬場火化。 

願繼續為少玲執事及家人禱告，在哀傷時刻感受到神的安慰、同在。同時肢體亦可以親臨支持家人。 

2. 探訪及關懷事工聯合聚會，將於 30/10/2022 崇拜後至 1:15pm 舉行，是次將透過一同製作小食，彼

此建立歸屬、交流及支持。邀請你預留時間！ 

3. 教會大旅行暨主日崇拜 

日期：13/11/2022 (星期日) 

地點：西貢北潭涌度假營 

時間：上午 9 時在教會集合 , 下午 4 時在營地回程 

費用：3 歲或以上小童、中學生及 65 歲或以上長者： 60 元，成人：140 元 

報名：可掃 QR Code 或連結 https://forms.gle/vKdEEa5dEigXwTMU8 報名。  

名額 60 個，先到先得，以交費用作實。費用可交給梁淑嫻執事， 

注意参加者須有安心出行“藍碼”，出發前須要快測(在快測捧上寫上日期和姓名) 

*等了三年，我們終於可以一起燒烤了！這是我和你都期待已久的約會。我們當天會預備糖水、水果，

歡迎大家預備小食，互相分享。 

4. 11 月 6 日早上兒區事奉人員將觀摩「荔枝角靈糧堂」的兒童服事，有意參與本堂兒童服侍的弟兄姊

妹，可連絡國強傳道查詢。 

5. 今日程序表文章有新葡見證，邀請各位用心細閲。 

上周主日財政 堂捐 $253.00 月捐 $13,150.00 感恩 $ 500.00 
 

~~~認信經文~~~ 
豈不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祂的死麼。所以我們藉著洗禮歸入死，和他一同埋
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裡復活一樣。(羅六 3-4) 
所以，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
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太二十八 19-20) 
 

~~~公開認信~~~ 
1.我相信「因信稱義」的救恩真理，相信重生得救的永生確據。 
2.我接受耶穌基督為主為救主，在生活中尊主為大。 
3.我確信聖經乃上帝的完備啟示，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權威。 
4.我願意對教會委身，盡會友責任，與弟兄姊妹同心建立神家。 
5.我認同基督徒在社會作鹽作光的職份，以見證和服事來彰顯基督。 

教會大旅行 

QR Code 報名 

https://forms.gle/vKdEEa5dEigXwTMU8


詩歌讚美 

如鹿的心 

(詩集：讚之歌 4，1  版權屬「迎欣出版社」所有) 

如鹿的心懇切渴想溪水比我心只想緊靠主， 

獨有你可配得此刻的讚美，衷心敬拜。 

我要一生緊緊靠你，主的心今天我渴慕， 

獨有你可配得此刻的讚美，衷心敬拜。 

 

全地至高是我主 

(詩集：角聲使團敬拜讚美專輯 05：全地至高是我主，3 

曲：黎雅詩 詞：甄燕鳴   版權屬「角聲使團」所有) 

願靈內甦醒，心獻頌讚歌聲， 

投在你的翅膀，願你施恩救拯。 

願榮耀歸主，高唱頌讚新歌， 

琴和應瑟奏鳴，樂韻歌聲齊賀。 

 

全地至高是我主，各邦一致頌揚， 

讓這歌盡獻主，榮光高照諸天。 

慈愛達到穹蒼處，恩慈信實，並賜下寬容饒恕。 

  



詩歌讚美 

唯獨倚靠袮 

(曲、詞:林以樂、黃元貞、劉思捷   版權屬「火把音樂」所有) 

若非祢流出寶血贖回我  

我怎能有機會重新來過 

看見我所有罪惡和軟弱  

祢卻用完全的愛接納我 

 
雖然我曾有失信遠離過  

但祢信實仍緊緊抓住我 

學會放手不再靠自己活  

只誇耀祢一切為我所做 

 

唯獨依靠祢 唯獨依靠祢 

無價的寶血 映出真實的我 多麼不等價的替換 

唯獨依靠祢 唯獨依靠祢 

成就永恆 堅定不移的約 天涯海角祢把我尋回 耶穌 

 

因祢的寶血 恩典的寶血  

修補一切 再次立約 

因祢的寶血 犧牲的寶血   

坦然無懼 到祢面前 

無瑕疵的愛 來到破碎的我 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