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浸禮 主餐 一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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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基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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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偉基牧師

家事分享
1. 今天聖餐主日崇拜，鼓勵大家前來，一起參與聚會。如你有需要留在家中，
請提早準備餅和杯，並且憑著信和感恩的心積極參與聚會。
2. 教會傳道事工組將於12月3日中午12:00至下午3:00 在教會舉辦「Fun 享耶穌基
督」聖誕同樂日，備有聖誕訊息主題和有奬攤位遊戲等，讓教會和社區中各家
庭包括兒童和家長都能明白和享受聖誕帶來的真正歡樂。現呼籲大家奉獻一些
全新的兒童禮物，可放在CrossGen Hall 旁邊廚房內的收集箱內。
查詢：陳尚明弟兄 Sam Chan 0402 849 707
3. 但以理團契2022年終感恩敘會，將於 11月19日（星期六）下午4:30PM 在教會
舉行。歡迎弟兄姊妹前來參加，一起數算主的大能恩典，彼此勉勵。
4. 長青團已於十月二十五日（星期二）結束今年聚會。團契聚會將於明年二月七
日（星期二）恢復聚會，請各位團友留意。長青團粵曲班將於十二月三日同樂

日，於十二時至十二時四十五分，在教會唱福音粵曲，歡迎參加。
5. 弟兄姊妹可於崇拜後在大堂門外的走廊， 領取教會的2023年曆，每個家庭只
限領取一份，門口設有奉獻箱，大家可按感動自由奉獻。
6. 每個家庭可領取政府的快速測試一盒，如感到不適，請回教會前在家進行測
試，如確診請在家休息。
7. 2022年度第三季粵語成人主日學「認識歷史書（上）– 同進應許地」第二部

份，於11月20日開始一連四個週日下午 2:30PM - 4:00PM上課。歡迎弟兄姊妹
中途參加，透過實體並zoom在網上同步進行。詳情請参閱課程簡介。如有報
名或查詢，請電郵岑守華姊妹。（Email：sunschoolmcbc@gmail.com敬請附上
中英文姓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8. 感謝弟兄姊妹同心參與教會事奉，教會幹事正準備新一季主日崇拜司事輪值
表，如有份參與事奉的弟兄姊妹，在12月至明年2月期間出外，請盡早通知幹

事，以便安排。
9.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中文學校， 因近年學生人數增加，2023年要加開多班，需
招聘各級老師加入事奉團隊。 應聘者必須為重生得救基督徒，具愛心和熱忱
教導孩童。 有意者請向廖吳愛儀校長（0418 963 162）或 雷謝淑兒姊妹
（0413 128 038）查詢。

代禱事項
1. 為參加VCE考試的學生及家長禱告，求主讓他們有充足的休息和賜他們聰明智
慧，讓神的名得高舉。
2. 為維多利亞洲選舉禱告，今年11月26日進行全民投票選舉，為參與選舉的領
袖禱告，願上主賜屬祂的人清心跟隨祂的心意在彎曲悖謬的世代持守真理，
「你當剛強壯膽，不要懼怕，也不要驚惶，因為你無論往那裡去，耶和華你

的上帝必與你同在」。請留意最新選舉資料，VICTORIA STATE ELECTION
（https://www.victoriavotes.org.au/）
3. 為成人主日學 1）認識歷史書， 2）門徒訓練；兩課程的教導同工和參與者
禱告，按祂旨意鼓勵每一個人，能夠經驗到更新又活潑的信心歷程。
4. 為但以理團契------研經裝備小組，老師、組長在2023年計劃準備禱告，求主
引導各人跟隨祂的帶領。

5. 為 2022-2023 年執事提名委員會成員（伍賢生、黎應權、余恩德、王駿恆、
余邱詠詩、羅牧師）禱告。
6. 為粵語聘牧委員會祈禱，求主引導眾委員（Marc Chan 牧師、李永良傳道、
伍蘇慧嘉姊妹、陳尚明弟兄、陳郭建珊姊妹、李劉安琪姊妹）能夠聆聽跟隨
聖靈引導找尋未來粵語堂牧者。

7. 請為正懷孕待產媽媽趙劉慧儀姊妹及謝吳思諾姊妹禱告，求神保守她們身心
平安順利生產。

堂外消息
1. 今年十二月，我們的近鄰 Boroondara Community

Outreach 社區服務將會預備聖誕包派送給鄰近
社區有需要人士。
你的參與可以扶助社區大眾，教會將在廚房位
置擺放收集箱（主要是乾糧、罐頭、飲料），

司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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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員

羅偉基牧師

羅偉基牧師

Barry Buriski

主席

余恩德

黃浩斌

蔣鐵生

領詩

蔣鐵生

敬拜讚美小組

楊陳婉薇

音樂

蔣郭孔蘭

羅梁麗麗

蔣天信

湯自雄、龔志民

核數

黎應權
余邱詠詩、陳尚明

主餐

陳嘉豪、湯自雄
林輝洪、黎應權

影音

馮一鳴、趙家濠

岑守華、羅國雄

陳瑞明、馮一鳴

急救員

陳美玲

羅國雄

陳趙仲文

當值

陳尚明、林輝洪

梁福添、余恩德

李劉安琪、李明棠

上週獻金

經常費

差傳費

主日崇拜

$4,002

$150

電子轉賬

$8,356

$270

長青團契

$600

建堂費認捐

合計
$4,152

$401

$9,027
$600

合計

$12,959

$420

$401

$13,780

每週奉獻指標

$14,880

$854

$729

$16,463

2022 年 10 月底累積總收入

$437,664

$32,665

$83,664

$553,993

2022 年奉獻指標

$782,951

$44,400

$37,885

$865,236

獻金可直接電子轉賬存入教會 Melbourne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的戶口
BSB : 704-922 經常費 :100 011 587 差傳 :100 014 216 建堂 : 100 012 903

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2022 年度第三季粵語成人主日學課程資料簡介
課程

認識歷史書（上）– 同進應許地 （第二部份）

對象

有心進深明白神話語的弟兄姊妹

課程簡介

日期

本課程採用「3D 研經系列」教材，以 3D 即 Dimensions「多
方位」、Depth「有深度」、和 Direction「有定向」的理
念，把聖經的教導，活用於信徒的生活中。藉著這一輯教
材，我們特別觀察以色列人日常生活環境，通過祭壇、水
井、羊圈、守望樓、石塊、城門、禾場等這些與生活息息相
關的場景，讓弟兄姊妹認識真理的啓示和救贖的智慧。
第二部份
20/11/2022

第六課

面對應許的挑戰 － 攻取地業

27/11/2022

第七課

承接應許的福份 － 屬靈成長

4/12/2022

第八課

遵行應許的指引 － 律例典章

11/12/2022

第九課

防避應許的欄阻 － 人性軟弱

29/1/2023

第十課

順服應許的權威 － 神國王權

5/2/2023

第十一課

見證應許的恩澤 － 大衛生平

12/2/2023

第十二課

共嚐應許的果實 － 家庭關係

19/2/2023

第十三課

效法應許的榜樣 － 信心人物

第三部份

時間

星期日下午 2:30PM 至 4:30PM

地點

透過實體 (教育樓 Room L2) & Zoom 在網上 同步進行

課程統籌

報名或查詢

鄭婉琪姊妹(Hebe Cheng)、
唐李國蘭姊妹(Idy Tong) 、
陳陸瑞珍姊妹(Jenny Chan)
請電郵 岑守華 (Anita Sam) 姊妹
Email ： sunschoolmcbc@gmail.com
(敬請附上中英文姓名、電郵地址及聯絡電話)
歡迎弟兄姊妹隨時參加

見證分享

賴潔蓉姊妹（Yonnie Lai）
生於香港，小學在佛教學校渡過，我媽媽是基督教背景，小
時候也有返教會，但長大後卻拜其他偶像。而我小時候因為在佛教
學校就讀，所以每當自己有困難的時候，也會去廟求平安,甚至會
帶著符在身上，希望有神能幫助解決困境，可惜無論怎樣求神拜
佛，困境不會改變，心內也沒法得到真正的平安。

高中來了澳洲，透過朋友認識了主耶穌及決志，但完成大學
回港工作後，便沒有返教會，直至四年前返回墨爾本，有天途經教
會，自己也不知是什麼原因，很有衝動，希望可以坐在會堂聽牧師
講道和親近神，就這樣在神的帶領下，我又返回神的身邊。此後，
我盡量抽空參加每星期的教會崇拜，也參加了教會的婦女團契，在
幾位姊妹的鼓勵下，我上了初信栽培和浸禮班重新與神建立關係。
未信主之前，都是憑自己的心意想做什麼就做什麼，也會説
些美麗的謊言，內心有很多嫉妒和仇恨，也有貪心的念頭，希望不
勞而獲。但我不覺得自己有罪，甚至認為就算自己有罪及不完美，
這也是神創造的，不是我的錯。心裏總覺得自己的人生，該自己去
安排而不受控於環境和他人，心想只要我好好生活而不做傷害他人
的事，我的人生應該會過得滿足愉快。
在澳洲讀高中的時候，認識了一位好朋友，每次到他家中，
看見他枱上那 Footprints in the sand 的牌，那時開始思考神是誰，
也開始跟他返教會。從而知道自己是罪人和對永生的盼望，可惜當
時決志後，返了幾次教會，卻發現很多基督徒不是我想像中那麼親
切，加上自己還是活於自己的世界，不想有太多承諾，例如要返教
會和參加教會聚會等等。大學畢業返港工作及有了自己的家庭後，
更覺得自己生活得很幸福美滿，根本不用神來幫助和保守我。
我決志後不久就停了返教會生活，在自己人生最得意時，更
與神越走越遠。但卻又不知是什麼原因，每當我有困難時，又會禱
告，叫神不要離棄我，每次禱告完，心內卻又有說不出的平安和喜
樂。我十分感謝神當我沒有再去親近衪的時候，衪卻從沒有放棄過
我，仍然在我有需要的時候看顧我，幫助我，常常與我同在。讓我
更體會到神的愛是無條件。因為我們是衪寶貴的兒女，縱然我們離
開了衪，但他仍一直等待我們回來。

我的人生有兩次讓我認真很想找回神的經歷。第一次是多年
前自己有腰患，有三個多月時間不能坐立和步行，每天只能躺在床
上，醫生又說要做大手術，那時可說是我人生的低谷，幸好有家
人，朋友，外傭姐姐的鼓勵和孩子的陪伴。當時只能躺在床上的
我，就聽着朋友送給我的見證分享 CD，這樣不但令我的心平安下
來，給了我很大的鼓勵，明白到人其實很軟弱，而在逆境時，心中
的恐懼和對死亡的懼怕，若沒有從神而來的平安和永生的盼望，我
們是會活得很痛苦和無助。
另一次就是老公和我決定返墨爾本定居，心裏很害怕，對前
路感到很徬徨，於是又不停禱告，求神為我們一家尋找適合的居所
和為孩子揀選適合他們的學校。可惜之後的幾次買屋計劃失敗了和
其他事情也不太順意，心裏埋怨神沒有把我認為最好的給我，但神
卻又一次又一次讓我感受到他的大能和清楚了解我們最需要的是什
麼，祂為我和家人預備的一切，超越我所想所要的！
我是一個十分懼怕開車的人，駕駛技術不好又沒有信心，所
以考了三次路試才取得駕駛執照。故此我每次開車的時候，總會求
神讓我能夠路上平安。而神也真的聽了我的禱告，這幾年也保守我
平安出門和平安回家。

以前的我很怕黑很怕鬼，甚至工作要到外地出差，住酒店的
時候害怕得要整晚把所有酒店房內的燈都開着才能睡覺。現在知道
聖靈與我常在，今年年初自己回港在酒店隔離三星期，也完全沒有
一點兒害怕。因為我知道神勝過死亡和魔鬼。衪會時刻保守着我。
約翰福音 15 章七節：「你們若常在我裏面，我的話也常在你
們裏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這節經文讓我深
信神住在我心內，時刻與我同在。凡我祈求的，他都會聆聽並按衪
的旨意去成就，縱然不一定每一件事神也會按我的祈求去成就，但
我知道神必將最好的為我預備。信主後感覺自己責任大了，作為一
個基督徒，言行舉止也希望有神的形象。現在，我最希望把福音傳
給家人和身邊所有的朋友，希望他們也能得到從神而來的平安、福
氣和有永生的盼望。

吳昕橋姊妹 （Eunice Ng）
我生長於一個平凡的香港家庭。從小有被帶到教會或有基督
徒的地方，但目的從來不是敬拜神，更多的是為了教會的暑期班、
補習班和跟朋友玩樂。因父母都信道教，也會因習俗每年去道教寺
廟祈求財運、學業安穩。過著這樣不信的生活。

到了高中更成熟的時候，我的生活仍然如此。受到學校老師
的邀請，我每週星期六都會去查經班，但也只是以聽道理和為了之
後的補習班⽽去的。之後受到情緒病困擾，我甚⾄跟⾃⼰說「其他
什麼的我都不能相信，我只能相信⾃⼰」。當時的我⾃以為是地以
為可以以⾃⼰的理性和⼒量去承擔⽣命的重量。我拒絕了神。
畢業之後我獨自來到澳洲，一如既往地，我嘗試在這更加孤
獨和無助的環境下獨自奮鬥，但卻面臨更加多的迷惘和無助。這
是，神再次帶我認識了一班基督徒。這次，我受他們捨己為人、他
們的善良所感染，也學習開始禱告，探索。在多重的迷惘和掙扎之
中，我與神建立起了關係，也回想和發現神一直將我引導到他身邊
的這個事實。我感恩曾將神的話語帶到我身邊的老師，父母，也感
恩粵語團契成為我屬靈的夥伴。我也全⼼全意地感恩神，因為即使
我曾經拒絕祂，祂不但沒有放棄我，反⽽三番四次地差遣祂的⾨徒
把我引導到祂的⾝邊，也多次在我迷惘的時候給了我答案；在我祈
求的時候給了我應許（太 7:7-12）。
在信仰的路上，我曾用自己的理性去掙扎，用自己的小聰明
去否認自己和神溝通的經歷。我曾選擇行隨波逐流的寬路，拜金
錢，物質的偶像，不順從神。但我現在明白世上不是所有東西也有
明確答案，我應該相信的是自己與神溝通的經歷；是神在禱告中賜
給我的平安。我知道這不是世上任何人或偶像可以做到的事。我的
新生命中有祂無處不在的陪伴，完全的理解，和永遠的愛。

汪翠松姊妹（Christine Wong）
我是 Christine Wong，在香港成長和接受中小學教育，於澳
洲墨爾本讀大學，大學畢業後回到香港工作，直到 2019 年返回墨
爾本居住至今。
在墨爾本留學期間，有位同學邀請我一同返她所屬的華人教
會團契，團契中多是同齡的香港留學生。最初我只是抱著好奇和打
發時間的心態返去，當團契是每週一次的社交活動，沒有什麼特別
感覺和意義。數月後，團契的弟兄姐妹們邀請我參加一個大型佈道
會，會上傳道人講述主耶穌基督愛我們每一個人的時候，我忽然不
受控制地哭了，所以傳道人呼召時我便主動舉手表示願意決意信
主，成為基督徒。

自從決志信主後，我儘量每週都返教會參加崇拜和團契，食
飯前禱告等等，一個基督徒要做的事我都基本上有做。但我自己心
知所做的只是“表面功夫”，等於是一個掛名的基督徒。基督教信
仰在彼時並未改變我的生命，我尚未真正得救。
大學畢業後，我本可以留在澳洲定居，但考慮到父母年事巳
高，而我是長女應該擔起照顧家庭的責任，所以選擇返回香港工
作。當時我正值人生重要的起步階段，滿心滿腦的都是如何發展事
業。返港後工作日漸繁忙，加班加點是常態，漸漸地我便沒有再參
加教會崇拜或聚會，開始遠離神。
2015 年左右，我家中發生一連串的事故造成家人間關係非常
差, 接近家變。後來父母又接二連三地出現身體問題，我因為需要
照顧家人而疲於奔命，身心俱疲。對家人的擔憂加上長年累積的工
作壓力和體力透支終於使我的身體和心理都無法承受。我變得經常
失眠，情緒極容易失控，我看不到生活有何意義，對現況感到絶
望，常常胡思亂想，思想走入了死胡同。
在我情緒接近崩潰的時候，弟弟留意到我的情況，和我作出

一次詳談。他勸我重新建立和神的關係，建議我多作靈修和向主禱
告。他指出我以前的禱告方法不正確，我以往的禱告大多是有目的
性的，很多時候我想得到某些事物，就禱告求神幫助我達成願望，
這等於把主耶穌基督看作”黃大仙”一般予取予求。我弟弟教我正
確的禱告是將困難和憂慮向主訴說，然後將整件事件都全盤交上，
求主掌權，然後耐心等待主的回應，並且堅信主最終給我們的一定
是最好的，即使事情的過程和結果可能和我們設想的不一樣。然後
我們一齊禱告，把家中的煩心事一一向主訴說，並將全件事情交托
給主，求主掌權， 求主拯救我們的家庭。
自那天後，我重新開始每天禱告。這些禱告和以前的不一樣，
沒有什麼具體的目的，只是好像一個女兒和父親傾談心事一般，將
我所有的擔憂和困難都一點點一件件地向主耶穌訴說，無論是大事
或小事，剛剛發生或很久以前的往事。我嘗試藉著禱告把所有重擔
都交托給主。求主幫我擔起。每次這樣禱告後，我的心都會舒服一
些，感到一種以前從未有過的平安。
以前我一個很強勢的人，相信命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只要任
何事情只要定下目標，不斷努力，就一定會成功。我很自我中心，
對成敗看得很重，對任何事情都很有要求，給了自己和身邊的人很
大壓力，當時連最親的家人都覺得我做事霸道、偏激、固執和一言
堂。我一直以為只要自己努力工作就可以供給父母弟妹安穩的生
活，所以花費最大的精神時間在工作上，生活的重心全部放在工作
上，給了自已很大的壓力。
直到父母出事後，我才察覺到自己沒有給予雙親足夠的關心和
照顧，因為每天都生活在一起反而忽視了他們身體和生活上顯而易
見的問題。這些年家人接連出事使我真正認識到何謂人生無常，我
第一次明白到原來人真的很渺小，生命亦很脆弱。我們從來都無法
掌握自己的命運或人生，甚至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麼也不知道。

我覺得自己很可笑，經常捨本逐末。自己明明最重視的是家人但卻
將寶貴的時間花費在工作、社交等上面，總覺得只要給父母足夠的
家用便是孝順女。直到出事後才慢慢明白，多少的金錢也換不來和
家人相處的時間和他們的平安幸福。明明早就接觸了真正救恩，但
又多年都沒有真正地將生命交托給主耶穌基督，學會依靠神，白白
浪費時間，所有的壓力和重擔都是我自找的。
有一句經文使我特別感觸：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裡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我心
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
享安息。 因為我的軛是容易的，我的擔子是輕省的。」
（太十一 28-30）
之後的數年，我的生活並沒有“奇蹟地”一夜間的好轉，舊的
困難依然存在，新的問題亦不停出現。我父親依然不停地出入醫
院，母親也要入院做手術。但是我對主的信心比以前堅定很多，面
對困難時彷彿有了依靠，內心不像以前般孤單而徬徨無依。我的壓
力慢慢得到舒解，情緒失控的情況亦慢慢減少。

2019 年，父母親的情況開始穩定，我也不想放棄澳洲的永居簽
証，所以我返回墨爾本和妹妹一起居住。回澳後不久武肺爆發，各
地都封城，我基本上是禁足在家。我很感恩生命中有這段空窗的時
間給我沉澱自己及反思自己過往的過錯，重新建立和神的關係。因
為封城的原因，我沒有返實體的教會，但在經常網上找一些見證和
講道來觀看。就這樣我認識了墨爾本華人浸信會，由最初只觀看網
上的崇拜，到後來的查經班及現在的浸禮班。我希望可以堅持下
去，成為一位真正的基督徒。

蔣蔚琦姊妹（Vicky Chiang）
God had planted seeds in me since I was in primary school. I went to a
Christian school, and there I learnt all the bible stories. Bible stories were
like Disney stories to me. I wouldn't have thought back then that I was
part of the story in the Bible. I'd say I once defined myself by how others
saw me, but now I know my identity is rooted in Christ. It was so liberating knowing Jesus accepted who I am, accepted my flaws, and sees me
as His perfect daughter.
I can still vividly recall I had a remarkable encounter with God few years
back. I was going through some emotions one evening, I wrote down a
long list of prayer points that night and went to bed. I woke up in the
middle of the night, opened my Bible app, and it was an article left open
from before titled "Trust that ultimately suffering will end in victory. " I
was captivated, reading through it, I know God was speaking to me.
“Trust in God to deliver, suffering does not have the last word. God prepared Jesus through the spiritual highs and lows in the blessings and
battles he experienced” ....I had a deep assurance of God's love and excitement as I read the article. While I was reading it, the voice “Come
Follow Me” spoke to my heart....and it kept on repeating as my heart
was pounding harder and harder. I finished the article, and the last sentence of the article was, Come, Follow me. Matt 4:19.
Hallelujah. I pulled out the song “ I surrender all ” to worship God. Deep
assurance and intimacy of God’s love was so evident that I know I was
resting in His shadow, feeling safe, comforting, peaceful and filled with
joy. Jesus must have heard my prayers and responded. Incredible.

This awakening phase was pivotal to my faith journey. There is no
turning back, I know He is the truth, the way and the life. Stepping out in
faith, I became intentional in studying His Words, praying, and grabbing
opportunities to share the gospel with friends, colleagues, and family.
I carry His peace every day knowing He has got me no matter what

happen during the day, and He has given me all I need (patience, love,
strength, energy, wisdom) to glorify Him with my day. He is sovereign
over all things, and I have His heartbeat that is pounding strongly in me.
Since committing to Christ, my life has become more interesting yet
also challenging. I was battling with some health challenges in the recent years. When I was first diagnosed, I was shattered. Wondering,
what’s God’s plan for me? Life’s not fair. God revealed to me my unbelief in Him.
Despite feeling the guilt and hiding from God, He did not give up on me.
Powerfully He showed me that faith as small as the size of a mustard
seed is all he asks for. "If you have faith as small as a mustard seed, you
can say to this mountain, move from here to there and it will move.
Nothing will be impossible for you" Matthew 17:20. God did not just
end there. He spoke to me again after a prayer to Him to help me increase my faith. That day, I read a book that talked about “Cure of the
Unbelief”, and it is about the same mustard seed passage. I couldn’t
not rejoice knowing God is by my side, He listened and answered my
prayer, He was building my faith and building a relationship with me.
He wanted me to let go and let Him shine. Praise God I am now healed.
God has blessed me with complete physical healing. He fought with me
during my sickness, blessed me with friends around to look after me,
and provided family to cheer me on. God truly would not let us be
tempted more than we can bear. God does not make us suffer just for
the sake of suffering, but he makes it purposeful.

I praise God for everything that He has done in and through me, and I
pray that I will never forget the goodness and grace God has showered
me throughout the years.

許雪婷姊妹 （Michelle Hui）
出生於香港的我, 小時候不是就讀基督教學校, 家人也不是基
督背景. 所以我一直對基督教是一個問號. 直至上了中二, 班上來
了一位老師是基督徒. 有一天, 她趁小休時間, 問我和我的好朋友:
“你們知道什麼的基督嗎? 你們明天早三十分鐘到學校, 我可以跟

你們講介一下. 這是我第一次接觸基督教.
經過老師積極的鼓勵下, 我就開始返教會. 感覺和神接觸多了
和距离近了. 心靈感覺平靜和感欣. 慢慢也養成了祈禱的習慣. 神
已經好像我的好朋友一樣, 我什麼事情也會跟主分享, 我相信, 主
已經幫我安排好所有, 我只要跟著就可以.

今次受浸, 其實想過退出.因為我覺得相信主,所以受浸. 十分
簡單的事情,為何加上地上的儀式變得復雜了. 直到有一天, 心裡出
現了一把声音提醒我, 只要相信神, 其他事情都不用擔心, 不用自
掙扎. 有一句字我很喜歡是. 成為神的兒女，在活神的家中享受祂
經歷祂見證祂，不再自己掙扎，乃在於歸向神，歸回神的家中飽
享祂的豐富。

袁永鋒弟兄（Patrick Yuen）
我信主大約有六年時間了， 但我的屬靈生命生長不快。也是一個
常常忘恩的人，我懞恩得救 的見證平淡無奇，也不曲折離奇，但
在我的生命中的確有神走過的痕跡。 我生長在中國，自小便入讀
寄宿學校，一星期才見父母一次，他們管教嚴謹，很少和他們談
話，對他們都很陌生，從小都沒有信仰的概念。過去我總覺得自己
是好人，善良和謙卑，但我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内心是驕傲和自大。
感謝神，他愛我，要拯救我，讓我認識我現在的太太。 太太比我
先接受主的。在我讀大學的時候，我在一家中餐館認識現在的太
太， 太太是參加澳洲政府的 working holiday 來到澳洲工作的。當
時我記得因爲自己的驕傲而沒有將她放在眼内， 經常故意在工作
上爲難她。但係無論我如何對待她，她還是在工作上盡量配合我，
幫我。 後來知道她是基督徒。透過她，神讓我真正地認識到要有
謙卑的心，總會有比你更加出色的人。 之後跟隨太太和牧師決志
信主，就成為從新得救的基督徒，雖然決志跟隨主，但都沒真正認
識神，對識神的瞭解都是很淺。
儘管我是一個常常忘恩的人， 但神依然不斷地在我身上工作， 用
不同的方式去提醒我。 還記得最近的一件事，我負責管理設計和
生產的一款產品，在收到成品后出現了問題，經過研究是設計上出
現問題導致其中一個功能缺失。經過幾日的試驗都找不到不用重新
生產的方法。眼見還有幾日就要交貨，重新生產都要兩個月。在那
期間，我心情煩躁，情緒低落。 幸好有太太的支持。每天晚上，
我們一齊低頭祈禱， 求聖靈動工，賜予智慧。結果，神真的聽到
了我們的禱告，給予智慧，讓我一種重來沒有想到的方式去解決了
問題並準時交貨。
一直以來，我覺得有貴人相助，看顧我，勉勵我。 這位貴人就是
神，祂眷顧我，賜與我智慧和才能，讓我得到好機遇。但同時也讓
我經受磨練去認識神的話語， 祂為我生命作了奇妙的安排。神的
大愛遠遠超過了人的想象，我們不要在逆境中才呼求主，要時時懷
著一顆感恩的心，認罪悔改的心去敬拜神。
今日我受洗重生，將生命歸入主耶穌基督。我願意認罪，悔改，接
收耶穌做我的主，使我成爲一個新造的人。 AMEN !

梁允澤弟兄（Marco Leung）
記得我一開始接觸主係喺小學嘅時候，當時就讀嘅係一間天主
教小學，學校都會喺課堂上教導一啲有關聖經上的知識，但因為屋
企冇信仰背景，所以當時對天父同主耶穌嘅認識只係去到識少少嘅
程度，叫做聽過下佢哋一啲特別出名嘅神跡或者事情。

第二次對主有深刻嘅印象喺去到中五嘅時候，事源係屋企人唔
舒服入咗醫院，當時我可以做到嘅嘢唔多，所以無力感都幾大，但
感恩嘅係因為有親戚係基督徒， 所以佢哋就帶領住我一齊祈禱，個
次係我第一次完全將自己嘅心交托俾天父。事後我認清左自己嘅無
能，知道唔係所有嘢都可以靠自己，同時亦見到上帝嘅大能。呢件
事令到我喺信仰上開始對天父建立到信心，同時亦成為我喺信仰路

上鋪排嘅開始。
最後一個令到我有決心認信主耶穌基督嘅契機係過嚟墨爾本讀
書，我嘅讀書道路並唔順利，成日都跌跌撞撞，當時啱啱過到嚟，
未習慣到呢度嘅生活，成績又跟唔上，入唔到自己首選嘅學系。總
總事情令我覺得好迷惘，成日都會懷疑自己過嚟讀書係咪一個錯誤
嘅選擇，亦唔知道將来應該點打算，幸好當時自己都培養緊祈禱嘅
習慣，有一個渠道同神溝通。我將自己嘅煩惱擺咗入去我嘅禱告當
中，然後好快就出現咗移民政策嘅調整，而我亦都得到一個明確嘅
目標同對未來嘅盼望，我諗呢一刻神係我生命當中嘅工作嘅證據。

何啟禧弟兄（Keith Ho）
我自小長大於一個基督教的家庭。每逢星期日都跟隨父母返教
會，參加主日學，就讀的小學及中學都是基督教。於是從小我就認
識基督教。
但自己是一個隨遇而安，唔太積極的人， 上主日學都係雲遊太

空居多，加上教會同年齡嘅小朋友不多，使我慕道嘅心更加不太積
極。
直至祖母突然離世，心中雖然不捨，但體會到整個家族都滿有
平安，大家都深信日後可以在天家重聚，信心是非常厚實的，相信
那一刻我已經被感動了。

之後有一天母親突然問我，你信主嗎？當時沒想太多就馬上回
答說我信。她就馬上幫我決志。現在回想起來，其實自己一直在遇
到困難，又或者覺得平安、快樂的時候，自己心中都會感謝主或者
祈求主去幫助或保守。所以當母親問到的時候就很自然的說我相
信。我相信的不單單是神的存在，還有的就就是主耶穌是我的救
主。不然的話我為何會自然而然地向神祈求和感謝。

黃子頌弟兄（Thomas Wong）
大家好我叫Thomas，我加入MCBC已經接近五年， 最初係以香
港留學生身份參加Catalyst團契同粵語崇拜。我生出於一個基督教家
庭長大，父母在教會各有事奉嘅崗位，所以每個禮拜日都一定會返
教會，風雨不改。雖然嘴巴說信主，但係心裏卻不明白福音。就好
像耶穌所講撒在路旁，石地和荊棘的種子一樣。我相信這就是大家
所講信二代的危機。我的信仰路途並不因為我的背景而變得簡單，
我其實與慕道的人一樣，都要尋找，都是充滿試探同埋荊棘滿途，
都要認罪悔改，都要心意更新。記得一個信仰路途上的挑戰，就是
要隻身去到澳洲悉尼讀書。記得當時背負着升學嘅重擔，所以已經
對教會生活非常麻木，自然就會將信仰栽培放在一邊，如常返教會
同大學團契，但係聽過的道不能於心裏面扎根。我逐漸聽不到聖靈
的鼓勵與提醒，對神失去信心。羅馬書 8:26 “照樣，聖靈也在我們
的軟弱上幫助我們。原來我們不曉得應當怎樣禱告，但聖靈親自用
不可言喻的歎息，替我們祈求。” 在朋友的介紹之下，我加入了
Catalyst。在這裡我感受到我人際關係的障礙得到醫治，亦在查經活
動裏面重新對神的話語有渴求，我感受到神嘅大能，寬恕恩典同埋
醫治。今天的浸禮，我相信我要衝破信二代嘅身份 ，有個人決志的
心態。求神時刻讓聖靈在我心裏邊動工，好讓我在未來信仰路上向
着標桿直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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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f anyone is in Christ, the new
creation has come. The old has
gone, the new is here!
2 Corinthians 5: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