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樣溾禮虳整彌過程中 ,本堂已安排攭影人晨籀照 ,其

饑人講勿上前者自攭 ,以 免遴成混亂 。
2.縈 ff-散會後 ,請依鱗以下程序摘照璐念 ;

瞈 洗機堵無數欺拜母五 、執
￣
$￣

@洗 禮 .¥
-與

戚人班 、碥氣組

鬱 洗禮者與爸媽天鼬 、家長班
砭砂洗機者與幼兒箏＿r一 組

鬱 溾纚發與約拿單鱴
鬱 銓體會眾

3#各人分蠯拍攭 ,講於下 午 及:的 雜時交場 .

黎寶綠 (大門口)

9蕃琴芯躝 (多天〔像塿飪堂ㄔ蛋〔曲itL門 口)

高邍玲 (大機愛後齒避纗 )

徐慧玲 (會議蜜〕

胡〩儀 (會議室對爾 )

蘇玩擻 (會饞室齡齒魡勞邊 )

擬舜寧碩 :

t.下 盞 日縈拜 麤費人 :(縈 糞盞 日)

::║::‵ 瓖 :施偉 ::〡●::弟 兄   司琴 ;〡
!〕奇●:.施路鱗妹

購薰 :丁 少霞牧師 耐事 :轟少珍娣妹 、劉擇杰弟兄
2.歡迎令 g第 一砍參加數會聚畬的新朋友 ,誠意遨講你 (rS日 後繼纔參

加教會不同魡活動 〝 (詳蜻參閱髂會時間表 )

3° 下生磁為 發月 i╟ 縈拜後上午 ll:i5一 i外 碼 有「歲 當分率會 ↙

咎緞主日學鱉停一次 ,或可遨講學生一齊參與立志及分學 。

譁慵如下 :

Λ,2Ui@年威恩分事及回顳 :各人分享有繃靈性或信仰的體會
B.漢 髏新︷年血志 :轉別匙 「適隨基 、委 -$.教 會」的才爾 ◇如畫拾

簸修祈構生活 ,戴裝備虥已,更 多參與福營工作 ,毒找箏奉之齺 。

屭時人發蘶豬少量簽鹼供應                ﹉

黎鱉珠姊妹

大璩好 ,我是約鑫舉蠿的阿贊 。我

從小就接觸教督教 ,幼稚穖和中學

羻的都避基甾教背黳的學校 .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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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笛｛6彥息芒:i必Σ〔三每甚:鱉辛單6之 中

熾佈邁龠教會斷 所以我小舉時

就已有返主鬥學了 ,-2-假時亦

留參加教會的署期聖經駟 因

為平Π家中沒有其他人照顳我 ,

所以每逢盤期五也鞞跟著媽媽  ‵.#

遮鱗女圈契 ,飽們在一邊喘持歌 ,

我就在男一邊做功謋 ◇曲於很小就聽講遠憫福

發 ,心機也沒什麼使臟和懷疑 ,只疑⋯﹏巖也沒有認蠿決志 .

只羅跟著家人返教鑫 ,所以仍會做一些上帝不轟悅約箏 .小

五 、六時 ,我⋯放學回家就換上便H鮫和朋友出綺遊玩 ,試過

第I天嬰考試也照樣去玩 .受朋友的影響 ,我還弒適在鼵級

市瓗儉擦膠咿 那晦候只顳脫樂 ,把上帝都放在一旁了 .

蟲到中一 ,有一次教會的儺雄

人邀鑰我轟蕪夜正的決忠期

侍耶穌 ,清楚解釋決忘的意鐖

我潑蠽耶穌為我雄個聚人釘

十字架 4心繼鷥得很麤動 .遙

一次我真的用心跟藩她逐字

逐句的說出我的決志祈禱 ,

十九擸洗襹及鱄鑫撥的見證幾

〝驧 妨

蟲



接慢上帝作我生稌的主 c之後 〝邁也有返鶯年爾契 ,但鼲契

中沒有稍我年紀相潑的爾友 事人老朽分都是比我年長三悶年的

群醬如嬓 ,我覺得白己常常被忽睢 ,完全沒葞鰣鐖麤 心記得
衡⋯次參打n生 9舌營 ,晚上的時候他們全都都上了天台聊天 ,

只貔下我一個在樓下灊鱸欃 ,更覺自己格格不人 .後來便離

聞了遠(ltl蠿繫 。

眾萊上帝為我預備了更邁合我的教髏 ,我知邁我錢多中學岡

學都激岡⋯個鬮契 ,以往他們也有邀講過豻 只羅我本來也

衡教發生活就銍絕了 。中三那時 》我的好朋友再次邀講我 ,

既然我也希避衡新的醫試 ,就返了海聯巖的約拿黳飋 。

我返了約拿輩蠿 ,心鯉很舜
,際雄飆躖與的人為什麼可以遠麼

聞心 ,雄也鐘最吸引我的地方 c幼繼閱時約我很膽小怕箏 ,

有一次給同學撿了玩異也不驗臨鶱 ,只鑫躲在角落悶閣不樂 。

小學時不敢舉手答間題 ,遷白己躝├j買一飆麥當勞餐都沒有

縫蠶 。初中時滅鷐沒衡其他小學同學和我兩班 ,我亦不敢去

繚識新朋友 ,邁皺上一個同驟的驢盞西

號碼都沒有 !一整偶學年都沒有曲

閥學︴
:║

::=:║ 繼功課 ,爾機繳夭;i;i:;︴｛:舉後都龠
立即回家 .

上帝讓我在蠿契繼經歷改斷 我以

鱗不愛說知 常常板蕃臉 v把身邊

的人都嚇怕 ,他們籍咒我的樣子鶸

不敢稍我說駟 現猴我心襳滿衡轟

樂 ,亦能把快樂帶綢 lj人 .以鱗沉

默寡言 ,現在我敢於表癱白己的戚

受 .更可以站在眾人面前說灘咿

下

以前被動霧麓 ,現在籗斃別人的爾醬 「鑫主動分單和潞勸心別

人 。相信爞楚上帝在我生命中的政變 !

驢然我很囍歡雄颻騶契 ,從楚在中五發中七那段蝳間 ,因為

蘵慵的間題 lP一 自己稍弟兄攤舜得很不愉快 ,在教醬饑爾時也

互不辮睬 ,麗鐑時攤羅鑼如 心裡饑得線絕望 ,不知邁該如

何解決 .避亦不想因為遽儷麒因而離開教舞 ,只好將燼個難

題交給‵├帝 令║帝的動工令我們都能冰釋馣嫌 ,蜓戚恩的是

我們任何一個都沒衡離湖上帝 勺

上帝的恩典一盔拖帶著我 ,就算蠶我繼艭孎齉低潮瞄亦從沒

有效聚過我 .獅一段晦間我沒有返麗裟 ,覺得返蠿契返到衡
一奲禹婘失 ,於羅就任

j隨
皰選擇了在騪契蝳閩與朋友去學聚飪 〉

那段縛間裝爾上饑得綠聞心 ,饎｛閱攤期六曦瞣啥啥又渡過了 .

在雄段遮失的日子 ,鼲友們來躝心我 ,我的心也鑆念著鬮野

我學習不再魕斷 也不羅為了任何⋯”.資國人而遫圈契 ,爾楚上

帝把我帶1.︴ 鬮與 ,我蠶新投入蠿契 .lj。 上帝蠶的改變我 ,我

現在繳飆羅難都期待蠿契的時間 ,籟意為蠿騣1.j￣ 臨雙多 ,亦

舞望把這份愛傳嫵給爾友◇與此闊時,我也穩定地參數榮恥

崇拜後也齎關心不),￣驧 弟兄姊妹 .我亦承擔了新的藤奉虥位 .

並騷慧加入教發 ,在洗磯中嵬證上i妝的恩攤 帝願榮耀頌驪都

鱘給上帝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