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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簡史 
 

   1887 年，美國播道會差派宣教士來華，傳揚耶穌基督因為愛

的原故，於二千多年前被釘死在十字架上，三日後復活升天，讓

相信祂的人得以從罪惡黑暗進入永生光明的信息。1931 年成立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由華人信徒主力繼續發展聖工。1949 年

後把工作轉到香港，繼續以傳廣耶穌基督，服侍人群為己任。 

 

  至今，我們在港九各區興辦了神學院、醫院、兒童之家、長

者中心、幼兒學校、自修室、社區康健發展中心等等不同的服務

機構，並於 2006 年在將軍澳開辦了「一條龍」式的直資中、小學

－播道書院。此外，我們也建立了約 60間不同大小的教會，務求

一同參與社會，全面關懷人群身心靈的健康。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簡史和現況 

 

  將軍澳區近年發展迅速，居民日益加增。故此，我們爭取機

會，在 1994 年 4 月由本會位於九龍城的恩泉堂差派約 30 位信徒，

於厚德邨成立厚恩堂，並開辦了厚恩幼兒學校。2002 年 4 月 1 日，

本堂成為自立堂會，更於 2006 年 3 月於厚德邨開辦家庭活動中

心，繼續與幼兒學校攜手按聖經真理與眾基督教會一同關懷鄰

舍，傳揚十字架大愛的信息。2008 年本堂於現址擴展家庭活動中

心，藉此為坊眾提供更多服務。 

 

   現時，除了在星期六晚上和星期日早上開設成人崇拜外，也

在星期日早上開設兒童崇拜，又於不同時間開設祈禱會、主日學、

查經班，以及適合不同對象的團契和小組活動等，讓參加者能更

加明白聖經真理，從真誠的友誼中學習彼此切實相愛，互相鼓勵。 

 

   歡迎您隨時致電本堂教牧同工黎漢華牧師、黃曉暉牧師、梁

慧嫺姑娘及陳家恩先生，共同分享信仰及生活上種種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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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見證           王卓鴻弟兄 

我年小時，在一間基督教小學就讀，有機會接觸基督教信仰，

但認識不多，印象較深刻的，是有一年聖誕節，學校有話劇演出，

內容是耶穌降生的故事，我被分派做牧羊人的角色。後來因為轉校，

新學校沒有宗教背景，因此就很少再接觸基督教信仰。 

 

現在想回來，神對我真好，祂一直在我身邊幫助我。我退休前

是在一間西藥行工作，工作上的要求很多、很高，不能有錯，我不

懂如何處理，或有困難的時候，心中有一種聲音或有一股力量，指

引我，叫我用信心去試試，結果成功了。不經不覺就做了幾十年了。 

 

我的哥哥、姪女和一位相識多年的好朋友，他們都信了耶穌，

在他們鼓勵之下，我便跟著那位好朋友參加厚恩堂的聚會，由 2017

年至現在。很奇妙，參加了教會的聚會後，我感受到有一份平靜，

平和、平安在心裡面，而且心情開朗了很多。在厚恩堂，我有更多

機會認識耶穌的生平事蹟和祂到世上來的目的。原來神創造了萬物

和人類，可惜世人都犯了罪，神差祂兒子耶穌到世上成為人，最後

釘死在十字架上，為世人犧牲性命，流出寶血，洗淨世人的罪。世

人若願意認罪悔改，歸向神，願意相信並接受耶穌成為自己的救主，

罪便得赦免，成為神的兒女。我明白之後，願意信靠耶穌，接受耶

穌的救恩，願意跟隨耶穌。 

 

信主後，我知道耶穌一直看顧我，賜我平安。雖然我身上有多

種病患，有些還要等待做手術，但我仍樂意到教會聚會，敬拜神，

認識神。因我知神有足夠的恩典，賜我平安及安慰。我記得有一次

我遇到一宗交通意外，幾乎被一輛失控的貨車撞倒，感謝神﹗祂用

大能的手保護我免受傷害，否則我的生命已喪掉了。我知道神是信

實的，雖然我有軟弱，祂仍愛護我。我仍樂意信靠祂，遵從耶穌的

教導，見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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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見證           梁秀媚姊妹 

「耶穌」這個名字，在中學時已經聽聞，因為我是入讀一所基督教

學校。學校的每週講道，都是極度沉悶，大部份同學都在低著頭睡覺，

當然，我也不會例外。 

 

到了踏足社會工作，更加沒有興趣認識耶穌了。經過幾年間的轉職，

我到了一間出口貿易公司當上跟單採購員。老闆乃是一位基督徒，在教

會中參與很多的事奉。從他的表現中，我發覺他是有點與別不同的，這

也許就是作了一個好榜樣吧！ 

 

八年前，媽媽因肝癌離世了。在治病期間，我的弟弟也不停地帶她

往教會，也邀請所有家人一同出席崇拜，就算媽媽是坐著輪椅，身體和

精神處於非常疲弱的狀態下，弟弟也要堅持下去，目的只有一個，就是

希望得到上帝的憐憫，媽媽能戰勝癌魔。 

 

媽媽在往後的一段治病日子中，她信了耶穌。最終，她還是返回天

家，不需再受身體和精神上的痛苦煎熬。在她離世時也有詩歌伴隨著，

乃是很安詳的。她會在天上祝福著我們這地上的家人呢！ 

 

這個結局，想必自有上帝的旨意，縱使是我們所不希望的事情，但

也沒有埋怨什麼，因為生有時、死有時。 

 

媽媽離世的日子，就是耶穌降生的日子，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因著媽媽帶著信仰來治療癌病的關係，使我再次接觸到福音。那時的感

覺就被觸動了，知道自己是一個罪人，耶穌因為愛我的原故而被釘十字

架，犧牲了祂的生命，三天後從死裏復活過來。我向祂認罪，接受祂作

為我個人的救主，求主赦免我的罪過，賜我永生。此後，我時常覺得心

裏得著平安和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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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顧過往，上帝也給我很大的恩典。工作生涯也算是平淡安穩，只

是今年初卻起了變化，工作了二十七年的公司，因為生意不景而面臨結

業，這事令我措手不及。此時，我想起了一句話，就是神的恩典是夠用

的。於是，我向天父禱告，求衪為我的工作鋪路。結果，我在無意中尋

找到幼稚園的工作，當中從新適應，學習另一性質範疇的工作，幸好與

同事們相處融洽，衷心感謝主的帶領和成就。 

 

                  得救見證           蔡麗儀姊妹 

自中一入讀堅樂中學時開始接觸基督教，直到中三，班主任為我們

開小組，講福音的訊息，自此對福音有初步認識，但仍不願決意信主。

直至中四暑假，老師帶我和同學返教會。傳導人再向我傳福音，那次心

裏有所感動，便決志：承認自己是個罪人，願意接受主耶穌作我的救主，

祂用寶血救贖我。 

 

自信主後個人的行為有些改變，如堅決不再跟家人拜偶像，更會向

主禱告。信主以來多次感受到主耶穌是聽禱告的主，因主常回應我的請

求。自覺信主後有聖靈住在我裏面，每當想犯罪前，聖靈都會提醒；軟

弱犯了罪時，聖靈亦會提醒我要認罪悔改。從前我很喜歡講大話，但信

主後已大大減少，但仍有軟弱的時候。有些世俗的價值觀雖仍有，但已

看輕了些。 

 

信主多年，靈命有高低起伏，初期讀經及返教會都很積極，常常親

近主，但日子久了就冷淡下來，但主從沒有放棄我，還不時提醒我要親

近主。為了盡基督徒的本分，及為家人和兒子作見證，決定接受水禮加

入教會。 

 

                  得救見證           羅家俊弟兄 

我可以用詩歌”普通的人”來形容自己。我是個普通的人，沒有可

誇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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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學時候就讀宣基小學，是一所基督教學校，此時已開始返團契，

接觸及認識基督耶穌。就耶穌在新約教導人們的樣式，要求人行善，及

金錢是地上的財物，不要只是貪戀，一直都有牢記及遵行。  

 

到中學的時候，我也感謝天父的安排，在一間教會學校讀書。在堅

樂中學一年級的時候，1987 年 7 至 8 月的時候，我就參加了堅中堂的

信仰夏令營。就在此時決志信主, 想信耶穌為神的獨一愛子，祂為我們

的罪而死, 為我們的罪被釘十字架。我求祂赦免我的罪，接受祂成為我

的救主。一直到中五以後，也有到太子聖徒聚會所參加崇拜。  

 

到後來長大，畢業後出來社會工作，自己也會迷失於社會的價值觀。

因為一出來工作已有好的管理職位，自己就更自我，只懂工作，追求工

作的表現，往往只看重地上的成績及追求更好的工作待遇及職位的升

遷。只懂靠自己能力，也只有短暫回教會，只靠自己去行事做人；更忽

略跟神的關係。  

 

就兩年前開始，因為當時八歳的兒子，從教會的又一村禮賢會學校

轉到太古非教會學校，就我太太的提議，希望讓兒子有教會生活去認識

神。太太就舊同事 Loretta 的介紹，帶我們來到厚恩堂來參加主日崇拜。 

 

兩年來，讚美主的詩歌對我產生感動,詩歌內容及台上引領詩歌的歌

聲令我平靜及看到上帝的帶領，使我不像以前自我中心，只懂依靠自己

能力，在工作崗位上，得到短暫滿足，心情忽上忽落, 輕易發恕,又忘

記陪伴家人朋友的時間及珍惜關係。  

 

 

現在，就工作生活的事情，我也學會先行向神禱告及交托去行事；

也不再重視世俗的量度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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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 2018 年 10 月 29 日，以此得救見證，希望加入厚福堂受洗。

希望日後更像基督的樣式去感染家庭及身邊的人，直到基督再來的日

子。  

                 

                  得救見證           梁景濠弟兄 

還記得第一次禱告是什麼時候嗎？ 

 

我記得那時是六歲，同學的爸爸見了重病，晚上臨睡前在床上祈禱

說如果有天父在，希望同學爸爸的重病會康復，但事與願違。多年之後

發現他成為了基督徒。一位老師回頭看我在他身上作的事，也說是天父

在看顧。 

 

中學時去到了一間基督教學校讀書。過了五個年頭，上了五年宗教

科，種子種在心裡。在十八歲高考前夕，我和一位社工說我信有神。她

說應付完高考才算吧。那是我第一次親口說信神。 

 

高考過後，我找出路還來不切，就將這番說話放下了。跟住十幾年

就為了十八歲的一個理想而努力，以為自己的能力能勝過一切，但自己

做得越久就越覺乏力。今年年初腦海中突然浮現一組字「我什麼也不

是」，令我開始尋找我是什麼。其實每天營營役役，越來越少時間停下

來。有一句金句話「得力在乎平靜安穩」。都沒有一刻停下來，又怎麼

得到安穩？快到四十歲，都是時候為前半生作一個總結和下半生作一些

打算，從新想想除了工作，還有什麼呢？是否停停想想同神的關係。其

實沒有衪的關顧，我真是什麼都不是，連高考後做什麼也不知道呢！在

2010 末接受婚前輔導，談及和未來配偶的人生方向時，我明白有共同

信仰的重要，更清楚自己是個罪人。因此，我便向主耶穌祈禱，求祂赦

免我的罪，接受祂為我的個人救主及人生的主。多謝衪近四十年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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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見證           蔣振華弟兄 

還記得大約有十年前的一個七月，我初接觸股票覺得錢是很易賺，

越玩越大地買窩輪，但壓力好大開始失眠，跟著還入了九龍醫院精神

科，我都不記得住了多久了，初初見到的病房是有兩邊病房我的對面是

上了年紀的老人家，中間的近窗位置有一張椅子正有一個中年男士坐

著，他對我說：「如果你不選擇放棄這些錢，你是離不開這個病房。」

我不明白還說：「銀行的錢沒有人可以動，我的股票是賺定了。」跟著

數個醫院職員入了房並將我四肢扎在病床，中間的那人說：「送他回去。」

醫院職員打了我一支針，我也不記得瞓了多久起床看見的位置左右換轉

了，這裡的病人好像迷迷糊糊的對著牆邊小解，但我記得之前牆的位置

是尿兜，回想如果我沒有清醒現在的我會否像他們，跟著我媽媽來到醫

院探我，原來我入了院期間姐姐們假扮我的身份將我的窩輪全數賣清，

計算內的升值都沒有了。我亦在醫院一段長時間，之後便是金融海嘯，

感恩是我沒有出院買不到股票，跟著我在這裡認識了一位帶我返教會的

弟兄，他和我都是住坑口村，我亦因他邀請去了他的教會(油塘恩盈堂)。 

 

在這裡我認識了好多好好的弟兄姊妹，更重要的是認識了聖經中的

主耶穌基督，我亦因此遠離了買賣股票的活動，就在那時恩盈堂的袁傳

道為我按手祈禱，並帶領我決志讓主掌管我的人生。當時的每一句都是

我從心讀出，到了主面前我們都是罪人，希望主進入我的生命，如果我

真的要用一首詩歌來形容我當時的心情，我諗應該是用「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祢是神！ 

誰亦需要，悔改歸向，神治國度，請差遣我。 

請差遣我，替祢宣告，全地每一顆心都願歸祢， 

成為活祭，見證真理，請差遣我。 

 

我信了主耶穌後更改變了自己的性格面對工作和生活，但因為工作

輪班加上要進修，我亦少了返團契小組的活動。這時我便祈禱希望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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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更近的工作和教會可以讓我多點時間參與教會的活動。之後我認識了

厚恩堂的庾全興弟兄，他帶了我來認識了主日學進修級的弟兄姊妹及伯

特利(職青)團契，他們亦使我更認識主，更快樂的是我之前祈禱希望我

的另一半能與我一同見證我受浸的時刻，想不到主真的為我開路。 

 

主啊！回想過去我是活在罪的人生中，感謝祢沒有放棄我，還讓我

認識祢牧養的羊，我願意今日成為祢牧養的小羊，感謝主帶我走過黑

暗，願意祢繼續帶領我們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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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救及轉會見證        許世川弟兄 

兒時，爸爸在菲律賓工作，自小和媽媽及姊姊一同生活，性格膽小

怕事，沒有自信，讀書成積不理想，貪玩，後來更學會賭博。中小學也

曾入讀基督教學校讀書，但沒有相信耶穌基督，也不明白聖經真理，只

知道世上有神，但我只愛世上的事。後來有朋友邀請我到教會聚會，是

一個教會音樂會。在音樂會內有很多人相信耶穌，當時我沒接受主，因

為當時我心想不用即時信主，到了年紀大時才信，這樣也能上天堂呢！

及後，這位朋友再邀請到教會聚會。當時我相信基督徒很多都是好人，

所以沒有反感就和朋友到教會看看。教會內的人都很有愛心，而且他們

常說有關我們世人都犯了罪，不能靠自己勝過罪惡，只有耶穌基督擔當

了我們世人的罪，並釘死在十字架上，用羔羊的寶血才能把我們從罪惡

中救贖出來，好讓所有信他的人不至於滅亡。就如經上說：「神愛世人，

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他的，不至滅亡，反得永生。」

這引發我繼續願意參加教會的聚會。 

 

我在敎會內參加了團契，讓我認識到神更多，學習真理和祈禱。終

於我在教會內決志信主，向主認罪，求主赦免，接受了耶穌基督成為了

我個人的救主。 在信主後，自信心增加了，學會愛身邊的同事和朋友，

多關心他人。改了一些壞習慣，知道人有很多的不足和罪性，我們必須

努力向神學習。還有信主後知道說話是有能力的，不要說負面和不造就

他人的說話，要說正面而積極的話語。因為多言多語難免有過，禁止嘴

唇是有智慧。(箴言 10:19)；智慧人的舌善發知識，愚昧人的口吐出愚

昧。(箴言 15:2)這也是我正在繼續努力學習的功課。 

 

現在我們一家正在於厚恩堂參加聚會，首先是大女兒天悦參加了厚

恩堂家庭服務中心的「童創成長路」服務計劃，從而認識厚恩。教會內

會按着不同年齡和身分的信徒和人士提供各類合適的聚會。在這一年

裏，我們一家四口已參加了 191 基督少年軍，兒童主日學，迦拿團契和

相交部等等的聚會。已經投入了厚恩堂的這個大家庭，再加上按着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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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需要，所以有了把會藉轉入厚恩堂的決定。希望能夠成為厚恩堂

的正式成員。從今以後，我們一家要好好跟隨主耶穌基督，建立基督化

的家庭，好讓女兒們也能承傳下去，一代傳一代。 

               

           得救及轉會見證        蘇翠芬姊妹 
我是生長在一個重男輕女(我排行第四，對上我有三個姊姊和一弟一

妹)，父母時常吵吵鬧鬧的貧窮家庭內一個沒自信的女孩子。從小我便

在基督教學校唸小學，只記得校內有聖經課堂，和早會的時候要唸主禱

文。但於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課堂內容，更甚我已經忘記了老師在課堂

上的講解，而深深吸引着我的是那本印刷精美的聖經課本。課本內有介

紹耶穌基督的生平，和其他聖經人物，讓我讀上後內心很平靜，有平安。

還有我知道我有什麼困難和不開心的時候，可以向神禱告。雖然那時年

紀小，但已經在思考人生一些問題，例如我為什麼要生長在這一個沒有

愛而又經常嘈嘈吵吵的家庭內？也有想過一些輕生的念頭等等的事

情。但在我心中已知道在這世上是有一位真神。這就是我人生第一次接

觸基督教的經歷。 

 

沒有信主前，我是一個會為了保護自己或方便而經常撒謊的人。由

於家庭環境的影響導致性格也很火爆，時常做事提不起勁，思想也很負

面，不願成長，曾經心想為何自己不是一個患了精神病的病人？如此我

便不需要面對及承受生活中種種各樣的壓力和痛苦。內心經常有避世逃

避的想法，偶有輕生的念頭，內心非常痛苦。直到升上中學唸中一的時

侯，校內舉行了一個的佈道會，會後有人呼召誰想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他

的救主。當時我做了一個人生中最為正確的決定，就是在眾人面前站起

身來決志信主! 雖然現在我已忘記了講員所講的內容，但在當時，我確

知道，我內心是非常污檅及被罪所捆綁。如我想要從罪中得釋放，就只

有認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成為我個人的救主。 

 

信主之後，我需要漫長的時間被神改變。慢慢地神讓我能夠從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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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上看到自己的盲點，真的好像是一面鏡子啊! 人不能一時三刻就能改

變，唯有藉神的保守帶領，靠着神的恩典、聖靈的提醒而去親自經歷神

的大愛，才明白人的渺小和軟弱。另外，我不再隨便撒謊，雖然偶有犯

錯，但隨即受聖靈責備提醒。從前火爆的性格，收歛了不少，但仍需努

力學習做一個謙卑、溫柔、忍耐的基督徒。慎言亦非常重要，本性衝動

耿直，心直口快，很多時禁止不了舌頭，衝口而出，講了一些令人難堪

的說話。正所謂覆水難收，說了出來的話，等如潑出去的水，不能收回。

現在學會三思而後言，會先問自己這些說話能否造就別人?是否會挑啟

爭端?或引致是非? 現在，更會向家人和朋友傳福音，很想他/她們能夠

快快信耶穌，在世嚐主愛，死後上天家及有永生的福樂。我確信我和我

先生世川的家人和朋友每一個都能信主及上天家。因為神有應許：「當

信主耶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使徒行傳 16:31) 

 

現在我們一家正在於厚恩堂參加聚會，首先是大女兒天悦參加了厚

恩堂家庭服務中心的「童創成長路」服務計劃從而認識厚恩。教會內會

按着不同年齡和身分的信徒和人士提供各類合適的聚會。在這一年裏，

我們一家四口已參加了 191 基督少年軍、兒童主日學、迦拿團契和相交

部等等的聚會。已經投入了厚恩堂的這個大家庭，再加上按着我們家庭

的需要，所以有了把會藉轉入厚恩堂的決定。希望能夠成為厚恩堂的正

式成員。 

 

神愛世人，甚至將 祂的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衪，不至滅亡，

反得永生。(约 3:16) 除衪以外別無拯救，因為在天下人間沒有賜下別

的名。我確切的相信只有耶穌基督才能夠拯救世人，領人到永生之路。 

 

              得救及轉會見證        陳達明弟兄 
自中學開始，由同學邀請下到觀塘國語浸信會認識神，在那裏認罪

悔改，接受主耶穌為我救主，並在 2002 年 3 月 31 日受浸加入教會。翌

年，感恩在神的祝福下，我和慧恩結婚，組織家庭。由於婚後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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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遠離教會，未能回母會參與崇拜。這時，我和太太便開始在住所附近

尋找一所較近的教會參與聚會。數年後，由於我們的孩子出生，經常搬

遷，未能固定在一所教會聚會。 

 

輾轉到今天，我們在將軍澳定居了下來。因為子女的原故，我們認

識 Alex 夫婦。在他們的邀請下便到了播道會厚恩堂。 

 

孩子在家庭出現之後，我才發現帶他們返教會崇拜是一個很大的挑

戰。如何尋到合適教會參選崇拜？這件事情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符

合小朋友的需要，可以說是他才是主角。作為父母，要好好處理孩子的

需要，好好覓得一所合適的教會，才可進一步處理自己的需要。 

 

感謝神！我們一對子女，參與厚恩堂聚會已有 4年多的時間。我看

見他們開心積極參與，已知道這是神所預備的。感謝神！讓我的孩子在

播道會厚恩堂成長，讓我和太太也能在播道會厚恩堂繼續成長。 

 

              得救及轉會見證        葉慧恩姊妹 
我出生於傳統家庭，自幼跟父母敬拜祖先。幼時有一位親戚不時帶

我家三姊妹回教會，讓我初次認識神。直至中學四年級，我跟同學定時

參與團契聚會，我才真正向神認罪梅改決志信主，後來在 2002 年 3 月

31 日於觀塘國語浸信會受浸加入教會。 

 

信主的路上有起有跌，有離有合。但感謝主的不離不棄，在主的恩

典下，慢慢成長。於 2007 年及 2011 年分別誕下一對兒女，又因子女讀

書問題搬遷，故不能固定出席母會聚會。我和丈夫只能參與家附近的教

會，出席崇拜聚會。但這些年，我們只能在育嬰室帶著小孩，到女兒大

一點，她可以參與幼兒主日學，我們便帶著幼子在育嬰室敬拜。已有多

年未能專心領受神的話語、未能安心放下子女、未能好好獨自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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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很愛我們一家，祂於 2014 年透過子玲姊妹誠邀子女出席播道會

幼兒主日學。這是多麼深刻的一天，我和丈夫第一次看見三歲兒子願意

離開父母，跟著師母和同學開開心心地一起走進幼兒主日學課室。我們

都很驚訝，兒子從未如此開心離開父母。另一邊我們也目到七歲女兒興

奮地跟著幼稚園同學踏進幼兒主日學課室參加主日學課程，這是多麼順

利的事。這是多麼深刻的一天，也是多麼感恩的事，已經有七年多，未

試過好好的靜聽神的話語。 

 

神讓我看到，是祂的大能，是祂親手拖着我們的兒女，帶到祂的殿，

讓他們成長。感恩神透過姊妹的帶領，讓我們一家在播道會過了四年時

光，我想應該是時候安定下來，應該是時候安定，好好在教會事奉神了。

神讓我先看到祂的恩典、祂的預備，祂為我們預備了一所教會、同行的

弟兄姊妹、牧者。感謝主的帶領！帶領我們一家人在厚恩堂敬拜、成長。

哈利路亞！ 

               

              得救及轉會見證        譚志昇弟兄 

本人生長在一個缺乏看管和教養的家庭，因此，我自小就隨從今世

的風俗(例如隨我母親四處拜偶像)，隨着肉體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

為可怒之子(弗 2:2-3)。豈知 神不單沒有嫌棄我，反倒用恩典待我這

不配的罪人。 

 

從小我自知我是專顧自己，貪愛錢財，自誇，狂傲，不單違背父母，

更是咒罵父母，性情兇暴(只是膽怯不敢作出來)，心不聖潔(提後

3:2)……可憐的是我不知道這些都是罪、都是得罪 神的; 更可憐的是

我越長大、這些罪行就越明顯, 可是我仍然享受罪中之樂。 

感謝讚美 神！人的盡頭就是 神的開始……神正一步步引領我到祂面

前經歷救恩。 

 

首先 神讓我經歷中五重讀。這次打擊讓我謙卑下來，同時，也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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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第一次認識到基督徒。雖然他們屢次向我傳福音，但硬心如我又

豈會輕易接受？若干年後， 神再次讓我經歷挫折，就是當我事業春風

得意，心高氣傲的時候，突然失業……這下讓我完全靜下來，思考人生

的意義。 

 

經過多番尋覓人生哲理也沒果，一天我突然想起重讀中五認識的那

群基督徒的美好見證，就是他們雖然物質不豐富，卻散發一種特有的喜

樂平安，正是我在尋覓所羨慕的。因此，我便開始去參加在我家附近的

聚會(喜樂福音堂)。 

 

那的聚會，明確劃分福音組(未信主的)和培靈組(已信主的)。我

在福音組大概一年時間，發覺越聽越紥心，因為越來越曉得我的罪孽比

我的頭髮還多，我就心寒膽戰(詩 40:12)。有一天，當我在回家的途上，

在車上竟然悔罪痛哭，深深向神認罪悔改，接受祂是我的個人救主，並

生命的主。藉主耶穌釘十字架解決我罪的問題，並且接受祂作我個人的

救主。記得心中還浮起詩歌【罪債還畢】「我所有罪債，主皆替我還，

我心污穢如黑墨，主洗淨白於雪」(頌主聖歌 93首)，奇妙地即時心中

充滿光明喜樂和變得輕省。並且，自那天起，我竟然憎惡一向慣性的罪

行，反過來，十分渴慕認識 神。自此，我知道自己已在基督裡成為新

人。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 神的恩才成的(林前 15:10 上)！ 

 

轉會的主要考慮是現在居住地方遠離母會。 

 

              得救及轉會見證        莫慧瑤姊妹 

我從小住在嫲嫲爺爺家，他們是拜祖先的，小學就讀天主教的學校，

有聖經課，有跟隨學校去教堂的活動。基於這個背景，自然都會相信世

界上有一位神。但我並沒有相信任何宗教。 

 

升上中學，就讀孔教學校。完全沒有想過可以認識基督。當時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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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有一位老師 (黃 Sir)，他開辧了一個團契，在區內某教會借用地方，

定期有聚會。所以當時有高年班的基督徒邀請去團契 (但以利團契)，

我多數都會答應。一來他們比較熱情，二來不用花錢。嫲嫲爺爺不會反

對我放學留在教會團契。 

 

由中一直到中三，我仍未決志信主。在那個階段，我連自己父母的

說話，或他們所做的事情，我不會百份百信任，更不論要踏出一大步，

去相信神。 

 

轉眼間將近中學畢業，我亦參加了團契的令會，在佈道聚會決志信

主。由於畢業後不會留在中學團契 (只在星期一至五開辦)。因此黃 Sir 

建議我們一班同學到深水埗喜樂福音堂聚會，免失去教會生活。在喜樂

堂的定期主日聚會 (主日學)，使我們有條理認識四《福音》，認識世人

的罪及主耶穌的作為.... 

 

教會每年都會舉辦夏令會，在營地裡留宿。那個時候，分組導師照

例會利用自由時間單對單約見同學，陪談吓，了解你聽道的狀況。第一

年的夏令會，我沒有在佈道會決志信主。(我回想在團契那次決志之後，

見自己在家人前不敢謝飯祈禱，亦不願在人前承認已經信了主)。應該

是參加第二年的夏令會，在令會決志信主。 

 

那時我中五畢業後已出來打工。那麽年輕，必定愛玩樂，不至於是

一個大壞蛋，但自由自在，生活總有點放縱。一面話愛主，另一面卻很

愛世界。 由於我看通了一旦「信主」，即表示自己讓主進入內心，進入

生命，主權完全交出。要決定信主，經過很大掙扎。分組導師大慨解釋

不用顧慮太多...我最終決心信主。分組導師再與我祈禱，求主寶血洗

淨自己的罪，不再虚假於人前。從前主被釘十架，為我的罪而死，並且

復活，已經勝過魔鬼，我不再被罪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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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有人在基督裏，他就是新造的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

(林後 5:17) 

 

神是滿有憐憫的，為要拯救一個靈魂 (我自己)，有百般的忍耐，等

候。透過弟兄姊妹的關心，導師的跟進(如今明白她們背後的祈禱)。 

經過這次的真心悔改，重生得救後的生活，更認真返聚會，與教會姊妹

更熟落。不再害怕在家人和朋友們面前表明基督徒的身份。 

 

我決定轉到厚恩堂聚會。因為我們家庭有一位小孩(睎藍)。考慮每

週六，日，帶她返教會(從前教會位於長沙灣),路程遠。轉到厚恩堂，

節省出入時間，二來我們大多數家人，睎藍的同學住在附近，方便邀請

他們一同到厚恩堂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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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厚恩堂 
辦事處：將軍澳厚德邨德富樓地下 7號(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聚會處：1.將軍澳厚德邨播道會厚恩堂家庭活動中心(德康樓側) 

       2.將軍澳厚德邨德裕樓地下(厚恩堂厚恩幼兒學校) 

電  話：2702 3886             電  郵：info@efccagc.org.hk 

傳  真：2705 9233             網  址：www.efccagc.org.hk 

同  工：堂主任：黎漢華牧師 

       教  牧：黃曉暉牧師、梁慧嫺傳道、陳家恩傳道 
 
 

 歡迎參加福音性查經班 
  本課程藉研讀聖經讓參加者對基督信仰有更多認識，適合對基督信

仰有興趣或初信耶穌人士參加，亦歡迎基督徒伴同親友一同出席。 

對象：對基督信仰有興趣或初信耶穌人士 

報名：欲報名參加之人士可與本堂的傳道同工陳家恩先生聯絡及查詢。 

日期：2018 年 12 月 30 日至 2019 年 2 月 17 日 (一連 6個星期日) 

時間：上午 10:15－11:15 

內容：從聖經中的記載認識耶穌 

導師：羅勝弟兄 

地點：會議室(房 1) (將軍澳厚德村德富樓地下) 

備註：2019 年 1月 6 日及 2月 3日暫停，因這兩天為第一個星期日， 

該時段有教會祈禱會，鼓勵會眾參加祈禱會。 
 
 

 特別推介:歡迎出席聖誕期間聚會  
年 月 日 星期 時間 聚會內容 地點 

2018 12 24 六 晚 6:00-9:30 報佳音 
TKO Gateway 

西翼對開廣場 

    晚 7:30-9:30  將軍澳醫院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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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堂聚會歡迎您! 
星期 時間 各 項 聚 會 地點 

日 

 

上午 8：45 至 9：45 成人早堂崇拜 

（每月第 1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上午 10：15 至 11：30 中堂崇拜（較適合青少年） 

（每月第 2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幼童天地（幼稚級低班至高班） 

小學生團契 

靈命培育課程(青成級) /  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祈禱會（每月逢第 1主日）  

上午 11：45 至 1：00 成人午堂崇拜 

（每月第 1主日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兒童崇拜 幼兒級至初小級 家庭活動中心 

暨主日學 高小級 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主日學 初中級至初職 厚恩幼兒學校 

日(每月逢第 2週) 下午 2：15 至 4：00 迦拿(已婚人士)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日(每月逢第 3週) 下午 2：30 至 4：00 彩虹約會(癌症關懷同行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六 下午 3：00 至 5：00 基督少年軍 幼級組（5-8 歲） 家庭活動中心 

  初級組（8-11 歲）  

  中級組（11-18 歲）  

晚上 6：00 至 7：15 晚堂崇拜（每月第 2週聖餐） 家庭活動中心 

六（每月逢 1、3週） 晚上 8：00 至  9：30 基列(成年，45 歲或以上)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六（每月逢 2、4週） 晚上 7：30 至  9：30 伯特利(青年，22 歲或以上)團契 家庭活動中心 

二 上午 9：30 至 11：00 耆樂無窮－長者聚會(60 歲或以上) 家庭活動中心 

三（每月逢 1、3週） 上午 9：30 至 11：30 慧賢(婦女)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三（每月逢 2、4週） 上午 9：30 至 11：30 多加(婦女)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會議室 

四（每月逢 2、4週） 晚上 8：00 至 9：30 男士小組 家庭活動中心 

五（每月逢 2、4週） 晚上 8：00 至  9：30 希伯崙(成年，35 歲或以上)團契 厚恩幼兒學校 

備註：尚有福音性查經班及其他靈命培育課程，歡迎致電查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