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告事項

1.在洗禮的整個過程中 ,本堂已安排攝影人員拍照 ,其

他人請勿上前拍攝 ,以 免造成混亂 。
2.崇拜散會後 ,請依照以下程序拍照留念 :

☉ 洗禮者與教牧同工 、執事

☉ 洗禮者與成人班 、福氣組

◎ 洗禮者與爸媽天地 、家長班

Θ 洗禮者與約拿單團

◎ 洗禮者與約書亞團

◎ 全體會眾

3.午膳安排於下午 12時 15分 ,lU人一圍 ,自 由組合 ,齊人可用膳 。

4.旅遊巴將於下午 1時 3U分 開往海聯站及火車站 。

提示事項 :

1.下主日崇拜負責人 :

主席 :朱敏華弟兄   司琴 :陳施珞姊妹

講員 :丁少霞牧師   司事 :嚴銘恩姊妹 、黃穎欣姊妹

2.歡迎今 日第一次參加教會聚會的新朋友 ,誠意邀請你們 日後繼續參

加教會不同的活動 。(詳情參閱聚會時間表 )

3.2〞 12(日 )為教會舉辦 「聖誕佳音樂滿屋」之報佳音及探訪活動 ,

現正招募弟兄姊妹作探訪員 ,更誠意邀請探訪會眾家庭 ,如樂意接

受家訪者 ,請與蕭傳道聯絡 。如欲參與報佳音及探訪員請與張大偉

弟兄聯絡 。

4.31/12(日 )會在教會舉行 「年終感恩分享會」 ,請大家預留時間

一同分享 ,數算主恩 。更盼望大家參與 「愛煮行動」 ,欲想查詢詳

情 ,請與陳東山弟兄及謝愛儀姊妹聯絡 。

5.崇真會青年部舉辦 「活力繽紛在崇真 2Ul8」 活動 ,現 已接受各項

比賽報名 ,詳情及報名請與陳嘉音姊妹聯絡 。

6.李 蘭英姊妹於 l/12上午安息主懷 。14/12(四 )上午 1U:UU於世

界殯館舉行安息禮拜 。
7.鍾裕芳弟兄於 6/12上 午安息主懷 。21/12(四 )上午 1U:UU於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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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屆洗禮見證集

何東冬姊妹

遇見神

我是何東冬 。在中學時期會考前我

未接觸過基督教的 ,我的生活平淡

安穩 ,無遇見什麼挫敗及困難。我有
一個好好的家庭 ,父母愛錫 ,弟妹如

手足 ,家族親戚相處和睦 。當時我把

學業看得很重 ,它就是我人生的唯一 !只 要 在

學業裡得到成就 ,父母就會開心 ,人生才會覺得成功 。小學

時我已十分努力讀書 ,考入區內BAND1的英文中學 。考試

測驗我會自己溫習 ,做好所有功課。但有時成績都不如理想 ,

所以姑母幫我拜觀音和黃大仙 ,為我祈福 ,亦教我在考試前

拜家中的觀音像 ,祈求考試高分 。這時我會照做 ,祈求心裡

以為的
”
平安

” 。直至中五會考放榜那日 ,我的成績未夠

分數入讀中六 ,頓時很徬徨無助 ,除了痛哭 ,不知道該如何

做 !平復過後 ,與同學和她姊夫四處找學校叩門↗卻仍未成

功 。當時我們十分氣餒 ,同學的姊夫是位基督徒 ,他與我們

一起祈禱 ,就在這一刻 ,我內心的焦慮和無助 ,頓然被安慰

了 ,心裡就真正有一份平安 ,

是我以前從未經歷到的 ,我

將我的前途交托給神。之後

我選擇了重讀 ,其後再升上

中六。我開始尋找這份給與

我內心平安的 ,是誰 ?我相
圍寶福紀念館舉行安息禮拜 。

信有神、有一位創造者 ,



到底是誰 ?觀音、黃大仙、耳曆穌基督 ?我嘗試跟同學返教會 ,

也不斷尋問很多信仰的問題 。我便相信創天造地的是上帝 ,

衪是掌管生命的主 ,讓我對死亡的感覺不懼怕 ,因為有天堂 。

神是有恩典和保守平安的 。當時我意識到 ,我的人生並不是

靠
”
好彩

” ,以前認為好彩有愛鍚我的父母 ,好彩有弟妹陪

伴 ,好彩親戚長輩愛鍚 ,好彩升讀英中等 。這麼多的不是好

彩 ,是神給我的恩典 。我知道神在我生命中有參與 。所以我

在 2U1U年 9月 4日決志信主。後來我跟另一位要好的同學返

粉嶺海聯崇真堂聚會 。教會為我預備基要真理班 ,我的信心

得以堅固 。

主的供應和同在

翌年 ,重投學業升讀大專 ,很戚恩 ,兩年的暑假 ,上帝都為

我預備了收入不錯的暑期工 ,讓在學和家人的生活輕鬆一點 。
｛

在我困難的時候 ,主已為我預備供應 ,很戚恩 。

神改變了我

我是家中大家姐 ,會是一個比較有

主見的人 ,亦想掌管事情 。很想

弟妹聽話 ,想身邊的人順從我的

意思 。對身邊的人要求很高 ,我

所堅持的價值 ,要大家一起持守 ,

要黑白分明。朋友會說我有原則 ,

面對不合理的事會很氣憤。對朋

友很好 ,是義氣 ,反而對家人 、男朋

友很容易動怒 ,不容易控制情緒 。但人越大 ,越

多事情不是能如意 ,越經歷世界 ,社會紛亂現象 ,感覺很矛

盾 。為對方好 、愛錫他們 ,為何不照著我的提醒去做 。當我

意識到這種想法正在破壞與親愛的人的關係時 ,我立志祈禱 ,︳

求神把我的脾氣和執著拿掉 。

聖經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4至 8節「愛是
′匣久忍耐 ,又有恩慈 。

愛是不嫉妒 ,愛是不自夸 ,不張狂 ,不作害羞的事 ,不求自

己的益處 ,不輕易發怒 ,不計算人的惡 ,不喜歡不義 ,只喜

歡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愛是

永不止息 。┘

從聖經中教導什麼是愛 ?「愛」那些與你不同價值觀 、不同

睇法的人 ,學習去包容和接納 !還有神教曉我只學習要求自

己 ,不要勉強別人 ,心態放開一點 ,做自己應份的 ,而結果

就放開 ,讓神成就或處理 。現在的我 ,少了脾氣 ,懂得表達

自己的情威 ,溫和方式解決問屘

動家人和朋友信主 。

一遵

信了耶穌並不代表一帆風順 ,但

我經歷到心中的力量去面對逆

境 ,也得到主耶穌的供應和同

在 。

在高考升大學其間 ,家中出現了

巨變 ,家人患了癌症 ,這時只有

高中的我 ,不懂如何面對。教會

的團契導師、團友們也有來探訪 ,

為我們祈禱 ,使我心裡得著安慰 。

仍在求學階段 ,目艮見人人都在搶

學位的同時 ,我選擇了暫時放棄

學業 ,出來工作幫補收入。在這
一年 ,見證病人化療的轉變 ,感

受到人的渺小 ,更知道生命的掌

權者是上帝。戚恩神的保守和供



決定洗禮

已經返了教會六至七年了 ,在最近兩

三年 ,我曾想過洗禮 ,但覺得這事對

基督徒來說太重太重要了 。又覺得自

己未預備好 ,又有一些心理阻礙 。直

至今年參加沙巴短宣後回來 ,體驗當

人有限制 、缺乏時 ,更意識到神的大

能 、信實 。在當地信徒反而鼓勵了我

對信仰的信心 。看見不論什麼國籍的

人 ,神都愛他們 。威受到神的恩典在

家中 、在教會中 。以前我實在想得太

複雜了 ,未明白洗禮的真正意義 ,原

來真心的一信一洗 ,洗禮不是表示我已經完美了 ,而是真心

單純地回應上帝的愛 ,就是這樣簡單就可以了 !我願意這一

生信靠耶穌基督 ,讓主在我的生命中 ,無論經歷生老病死 ,

高高低低 ,我都有那份真正的平安 ,阿們 !願將一切榮耀歸

於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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