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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我所信的是誰      陳錫安 

感謝神，將得救人數不斷賜給我們，去年舉行施浸後，滿以為

將有一段很長的時間不會再施行浸禮了，當人認為無可能的時

候，神為人所預備的是超過人所想所求．在去年底，由於一，

兩位弟兄姊妹，我們覺得他們信仰的基礎已相當成熟，不應再

拖延他們受浸的時間，於是決定縱然只有一，兩位，也應舉行

浸禮，是神奇妙的預備及作為，現今竟然有七位弟兄姊妹有感

動受浸歸入基督，這期家書，便讓我們分享他們得救見證的撮

要．排名是以男女長幼為序． 
 
劉文輝：我是八兄弟姊妹中之長兄，自少受父母影響燒香拜

神，小學雖在基督教學校就讀，對基督教無甚感覺．九一年

底，父母要移民，故與弟妹同住以便於彼此照顧．因最小弟弟

的邀請，妻子及兒子開始每主日返教會，我卻盡量逃避，依然

故我的生活，因對信仰仍抱半信半疑態度，在家中，我們有時

也會提到信仰的問題，對很多問題，例如：世界從何而來，人

是否有靈魂？是否真有天堂？尤其是提到罪的問題時，我更加

逃避．但礙於情面，我也跟弟弟往教會聚會．在一次教會的家

訪中，聽到基督為承擔人的罪而犧牲自己的生命，深受感動，

為自己所犯的罪十分內疚，願意接受主作為救主，認罪悔改，

並在弟兄姊妹面前公開作見證．可惜信主後，經常受到魔鬼的

引誘，常常做神所不喜悅的事，不想放下自己的私慾，因一直

都喜歡睹博，很想靠運氣，不勞而獲，希望賺取大量的金錢，

因此屬靈方面追求的心很冷淡，聚會因循，更加提不起勁看聖

經．當我們移民到美國時，跟隨妻子往教會聚會，從牧者的信

息中感受到以往實在做了很多神所不喜悅的事，有幾節聖經很

大的提醒我：人若賺得全世界，賠上自己的生命，有甚麼益處

呢，人還能拿甚麼換生命呢？（太十六：26）；因為世人都犯

了罪，虧缺了神的榮耀．（羅三：23）；因為罪的工價乃是

死，惟有神的恩賜，在我們的主耶穌基督裏，乃是永生．（羅

六：23）．使我更深明白主耶穌的拯救，也知道惟有神才可拯

救我．在美國首次參加夏令會，在聚會中，聖靈在我心中大大

作工，我聽到寶貴的信息，得到不少提醒，我不住的流淚，在

神面前禱告，重新認罪悔改，求主寬恕．感謝神，雖然我犯這

麼多罪得罪祂，祂不但沒有離棄我，反而一路保守帶領我，使

我心靈甦醒，得著救恩的喜樂和平安．自從夏令會後，我的信

仰更穩定，信心也不繼增長，我立志一生跟隨主，做主所喜悅

的事，我甚至願意將整個人生獻給主． 

 
杜家貴：我第一次接觸福音是在二千零三年的四月，當時被

同學邀請到教會，但當時只是懷著好奇及玩玩下的心態前來，

想不到開始至今已聚會了兩年多，在這兩年多期間，我覺得有

一些東西漸漸改變了我的生命，2004 年夏令會前幾星期，神用

祂的大能復興了我心裏的靈，使我有很強烈的感覺，神對我的

不離不棄，聖靈開啟我的眼睛，讓我看到以前實在做了何等多

錯事，所犯的罪何等的大，就是這些罪使我得罪神，也使我離

棄神．我心中很感謝神，神不但沒有審判和刑罰我，反而藉著



主耶穌的寶血，洗淨我一切的罪孽，救我脫離罪的捆綁，我深

深領略神的恩典，也接受了神這寶貴的應許，所以我願意俯伏

在祂面前，承認自己的罪，確定主耶穌的救贖，相信祂，接受

祂為我的救主，將我自己一切交託給神．當我接受了主耶穌做

我的救主，內心感到非常平安及喜樂，人生也完全改變了，不

再貪享罪中之樂，我對罪有很敏銳的反應．另一方面，對屬靈

的事也積極追求，我盼望神幫助，作一個祂所喜悅的基督徒，

我願意為祂作更多更美的見證． 
 
李憲寧：出生在基督教家庭的我，自少便接觸基督教信仰，自

然也在教會中長大，一直以來，父母沒有強逼我返教會，不過

我也從沒有拒絕過，因為那時覺得教會主日學有很多東西玩，

又有故事聽，又令父母開心．但到了中學，開始有少少抗拒，

認為返教會沒有甚麼意義，同時也由於貪睡，不願這麼早起

床，雖然如此，仍保持返教會的習慣．當移民到美國後，最初

去了一間英文教會聚會，這教會雖然也有中文堂聚會，但由於

大部份相識的朋友在英文部，因而也去了英文堂聚會，一來由 

於新移民，對美國的英文不大聽得明，而其實自己亦根本無心

聽道，所以聚會了一段時間覺得沒有甚麼得著，有一晚，一位

弟兄認真同我討論信仰的問題，其中有些是相當深奧的，我也

深切地考慮過多個晚上，但是最後都沒有實在的結果，對信仰

仍不大了了，聚會也開始疏懶．感謝神，祂奇妙的將我們全家

帶到平安福音堂，在這裏，我感覺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樣，有

一份好親切的感覺，有更多弟兄與我談信仰的問題，勸我真心

信主，詳細解釋信耶穌的原因及得救的道理，使我更深認神，

明白基督教的道理，徹底了解主耶穌為我的罪被釘在十字架

上，祂甘心流出寶血，洗淨我的罪，使我因相信祂而可以得

救．聖靈感動我，使我知罪，我看見以往所犯的一切罪，罪叫

我得不到釋放，也得不到真正的平安，於是我全心全意地接受

主耶穌做我的救主，並且決志跟隨主，將神放在我生命中首

位．感謝主，祂拯救了我，讓我有永生的盼望，也讓我作為新

造的人，我願意一生為主而活，在生活中為祂作見證． 
 

鍾淑嫻：五年的中學階段，都是在天主教學校渡過．聖經課 

堂，定期的彌撒和小教堂祈禱會都成為校內生活重要的環節，

絕不能否認，當時是全心全意的投入，亦十分享受這種“聖潔

和屬靈＂的時光．但現在回想起來，那只不過是學校因循性的

模式而己．自覺與神真正心靈上的觸碰是在我十七歲期間一次

旅行經歷，神福音的種子就在那一刻撒在我的心田上．會考放

榜前，與同學們自組旅行團，去當時被稱為“人間絕色＂的九

寨溝．途經重慶，長江三峽等名勝，歷時十數天的行程，並 

沒有帶給預期的興奮和驚喜，反而沿途所見的人與事和美景，

令我產生莫名的不安，恐懼，焦慮，煩燥，甚至感到生命的無

常，看到自己的無能和軟弱，那種無依感和不踏實，深深震撼

我的心靈．記得就在一次回酒店的路程上，自己向神禱告，當

我能平安回到家時，我便會重返教會，重新認識神，因為那次

心靈的沖激，讓我感到一種強烈的訊息：只有這位創天造地的

神，才是賜給我恩惠和平安的源頭． 
香港觀塘喜樂福音堂就是我決志信主的地方，當年憑著小孩般

的思維，清純的心靈，歡歡喜喜領受了神的恩典，接受了主耶

穌的救贖，認罪悔改，從此標誌了基督徒的生命．隨著年齡的

增長，煩瑣的世事和家事的纏擾，對信仰漸淡忘，有一次當人

問我是否基督徒時，我竟不能肯定，只含糊回答自己已決志信

主，只是未受浸而已，但過後感羞愧，深感太虧欠神，覺悟須

回轉，惜尚未付諸行動，卻又面臨生命另一轉捩──移美．要

離別至親及生長於斯之地土，在全陌生的地方重新適應，內心

的掙扎不言而喻．在感到無助及虛空之際，感謝神，反而喚醒

我沉睡的心靈，提醒我並不孤單，祂沒有忘記我，也絕不會丟

棄我，屬靈生命經過二十多年的浮沉漂泊，祂帶我進到灣區平

安福音堂，讓我有機會重新確定信仰，重過教會生活．我願受

浸歸入基督，因我清楚自己所信的是那位又真又活，滿有慈受

的神，藉主耶穌的救贖，賜我有永生的盼望． 
 
趙翠雯：“在人是不能，在神卻不然，因為神凡事都能＂馬可

福音十：27．我自小便在充滿宗教背景的環境下長大，父家都

是基督徒，而我整個求學階段也在天主教學校渡過，因此，對

聖經的教誨及怎樣禱告可說略知一，二，但只是停留在知識層

面上，甚至認為信仰是別人的事，與我無關．少時父母因工作



早出晚歸，我與弟弟終日流連街頭，後由街童帶我到一間小教

會的團契聚會，第一次感到何謂“愛＂．中學時，父母到海外

謀生，我們由外婆照顧，她的溺愛令我們更放肆，終日與不良

朋友喫喝玩樂，成績一落千丈，當然換來父母嚴厲的責打，與

他們大吵後，竟萌輕生念頭，差點喪掉生命，卻讓我思想到生

命真正意義．後來全家移民美國，與姑姐們同住，她們雖然稱

為基督徒，卻常明爭暗鬥，互相猜忌，因而拒絕她們邀請到教

會，覺得人生要靠自己，可是心靈壓力日益沉重，生活更苦悶

及孤獨，就在這時，一位基督徒同學向我傳福音，初時我仍心

硬，認為沒有愛神的人和愛神的教會，但過了一段時間，不知

何故，我竟然主動要求參加朋友的查經小組及教會團契．去年 
參加教會的施浸聚會後，內心有很多感觸，晚上祈禱時，聖靈

充滿我的心，使我見到自己的污穢，想到自己滿身的罪，對神

的叛逆，同時更想到十字架上的主耶穌基督，祂是神，甘願降

卑為人，受盡凌辱苦難，傾盡寶血而死在十字架上．祂所受的

一切都是為了我這個罪人，我流著淚俯伏在神的面前，作了決

定，父神阿，求你准許我從今日開始為主而活．在零四年三月

十二日團契聚會後，有一位弟兄帶領我作決志的禱告，我接受

主耶穌為我的救主，開始了我新的生命．思想到神在我身上奇

妙的恩典與帶領，內心有說不盡的感謝． 
 
黃德茵：我第一次接受主耶穌進入我生命中已經是九年前的

事了．當時我仍是一個小女孩，但我卻對每一樣的事物產生質

疑，甚至對我的存在問題也有很多疑問，對靈界的事感到好奇

及莫測高深，甚至相信及接受那些邪靈的事，當時對信仰仍不

大了了．大約兩年後，有一位基督徒老師真正的將神的事向我

解明，她指出神的存在，並藉創世界顯明祂奇妙的作為，從而

讓我萌生追求認識神的興趣．她鼓勵我讀四福音，我一口氣讀

完福音書，對基督耶穌有很深的認識，藉著祂，我愛上基督教

的信仰．同年稍後時間，我立定志向要跟隨神，遠離其他的假

神．可惜過後幾年，我在信仰方面停滯不前，然而，感謝主，

祂透過祂的使者，領我到福音堂，使我的靈性得到復興．在過

去的一年半中，我要見證我的信仰生命有顯著的改變，透過個

人的實際經歷，我真正認識神的真實，也認識撒但，因此，當

每次遭遇難處或挑戰時，我知道我的神是真神時，我心靈便喜

樂．我以單純的心接受神，完全沒有懷疑，我為此獻上衷心的

感謝，祂在年幼，清心的時候揀選了我．我更感謝神，每次我

靈性復興，與神關係更好時，立時，我發覺我的生命活得更有

意義．我內心有很多感受，但不知從何說起，不過，有一樣我

肯定，也是我誠心感謝讚美，就是我確信神住在我心裏，所流

的每滴眼淚都變成喜樂的眼淚，因神為我抹乾淚水． 
 

郭安妮：當我踏上中學的第一年，姐姐告訴有關耶穌的事，她 
說神創造天地，並且差遣祂的獨生子耶穌基督到世界，告訴我

們有關天父的事，最後祂更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從那一

刻開始，我有興趣想多知道耶穌基督的事．我決定跟姐姐參加

教會星期六的團契及主日崇拜．我承認我有罪，並且接受耶穌

基督進入我的生命裏成為我的救主．但是一年後由於遇到很多

問題，我又停止聚會，我逃避神，不肯讓祂在我心中作主，可

是情況越弄越糟，我感到很沮喪，也逐漸迷失了，覺得前途一

片灰暗，空虛與無望．我嘗試再回教會聚會，卻無心聽道，覺

得事事不如意，神不再理會我似的，同時也覺得神對我太不公

道，我的思想很負面，這情況大約維持了一年，我開始見心理

輔導員，感謝主，這位輔導員是一位基督徒，她使我醒覺一切

都是我的錯，高中生涯對我來說是最艱辛及充滿壓力的年代，

壓力之大令我沮喪，致令我對任何事都不打緊，例如，早上我

總是遲到回校，必缺第一堂課；我經常協助朋友做些不合法的

工作；我胡亂花費金錢等等，現在我已完全改過這些陋習，每

天準時上課，拒絕與朋友幹不合法的事，也曉得善用金錢，感

謝神又使我申請到政府的金錢輔助，我知道這是不容易申請到

的，神的供應超過我所需要的．我回想當我離棄神時，神讓我

看到世界的真面目，而神也一直忍耐，等候我回轉，並引導我

走回正路，現在我經常禱告，讀經，參加教會的主日崇拜，與

神的關係越來越密切．我不能完全形容活在主裏那種滿足的喜

樂，感謝主，我欣賞及享受祂賜給我每樣事物，祂更賜我足夠

的力量去面對每天的生活，住在神裏面是最大的滿足與喜樂，

離開祂一定沒有喜樂，神是何等奇妙，我深信祂一定成就令我

驚喜的事． 



 
 

 
神對我們的應許兌現──你們祈求就給你們，尋找就尋見，叩門就 

            給你們開門．            

神使我們的夢想實現──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成立日期：二千零五年四月一日 
團友資格：年齡滿二十二歲 

聚會時間：每逢禮拜五晚上七時三十分 

團訓：腓立比書二章：14/16 節 
 凡所行的，都不要發怨言，起爭論，使你們無可指摘，誠實無偽，在這彎 

 曲悖謬的世代，作神無瑕疵的兒女，你們顯在這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 

 將生命的道表明出來，叫我在基督的日子，好誇我沒有空跑，也沒有徒勞. 
團歌：平安詩集 177 首 
 你心裏渴慕救主耶穌賜豐富生命麼？你要聖靈作工麼？當信天父奇妙應許 

 照主聖經的言語,救主必為你成全．現在主要充滿你心直到滿溢,你當將心 
 靈才幹,如空器皿交主手．現在主要充滿你心直到滿溢,充滿聖靈與能力． 

職員：團長／靈修──葉錫光    相交／司庫─林肖平 
 

四月份聚會後檢討與感受： 

＃全月聚會主要內容為查考彼得前書． 

＃聚會平均人數為 11 人 

＃團友的回應與感受： 

1． 衷心感謝神，實現我們的理想，這個團契卒之能成立． 

聚會氣氛十分好，比以前聯合聚會時更投入，內容更適切． 

2． 查經時間，各人都有反應，能更多參與，討論熱烈，氣氛和

洽．有追求多認識聖經的心志． 

3． 開始有新朋友，這是十分難得的現象，而新朋友亦表現得很

積極及投入，誠可喜現象也． 

4． 美中不足之處：少機會唱詩歌，尤其少唱新歌．查經方面，

無論是帶領者或其他團友準備不足，未夠深度． 

5． 屬靈生命仍尚幼嫩，對屬靈的追求未夠逼切，事奉者未夠成

熟．希望假以時日，能有足長的進展． 

家事分享： 

 

肢體交通會：五月一日肢體交通會，主要內容為一季一次的詩歌分

享，這一次我們除了同唱同頌之外，更有幾位弟兄姊妹學習指揮帶領

短詩，若弟兄姊妹有興趣嘗試指揮，亦可在會中參與，希望藉此提高

領詩之技巧，請全體弟兄姊妹務須留步參加， 

 

夏令會：本年夏令會已定於七月一日（禮拜五）至四日（禮拜一）

舉行，會場照去年安排，聚會於本堂，而住宿則租用鄰近之旅館．大

會講員為吳主光牧師，本屆主題為：拆毀，建立，傳出．籲請所有弟

兄姊妹同心同行動： 

1． 預留時間參加，盡快報名，盡量參加全期及留宿． 
2． 為大會各方面逼切禱告，特別為講員及大會同工． 
3． 為大會所需費用奉獻，教會一向不定額收費，全部自由奉

獻，仰望神的供應． 
 

佈道事工：請弟兄姊妹努力參與傳福音工作，特別記念下列各項－ 

 乘勝出擊： 五月廿七日（禮拜五）下午 3:30-5:30 San Ramon 中餐 

      館出擊佈道． 

     六月十六日（禮拜四）下午 3:00-6:00 De Anza College. 
    深圳短宣：七月中前往深圳探訪家庭教會，將舉行短期英文班及聖 

    經班，有心參加者請與劉偉豪弟兄聯絡． 

 福音主日：五月二十九日為教會福音主日，請竭力邀請未信主親友 

    參加． 

 

兒童崇拜：教會已開展在主日崇拜時間提供嬰兒照顧及少年，兒童崇

拜，聚會是以雙語（粵，英）進行，請弟兄姊妹將此消息傳遞與有需

要之人士，再者，教會希望在這方面徵召有負擔之弟兄姊妹協助此項

事工，有任何查詢，歡迎與師母聯絡． 

 

浸禮：日期為六月五日（主日）下午二時半假康郡福音教會舉行，該

會地址為 2460 Buena Vista Ave. Walnut Creek, CA94596．請弟兄姊妹踴躍

參加是次聚會．直至現在共有七位弟兄姊妹申請受浸： 
  弟兄：劉文輝，杜家貴，李憲寧 
  姊妹：鍾淑嫻，趙翠雯，黃德茵，郭安妮 
弟兄姊妹若發覺有任何申請者由於某些理由而反對其受浸者，請在五

月中之前通知牧師． 
 



肢體相顧 
*凌美姊妹父親已於四月廿六日安息主懷，老人家彌留時，雖然忍受了很大 
    苦楚，感謝主，賜他有足夠信心面對，他帶著喜樂及盼望歸回天家，求主   

    安慰他的家人． 

*鴻舜弟兄健康恢復得很快，五月開始接受電療及化療，弟兄有絕對信靠主  

    的心，雖有病在身仍參加四月底的聯合團契聚會，且在會中為主作見證． 
    請多為弟兄禱告，求主讓他早日康服． 
*志明弟兄五月底將回港覆診，弟兄決志信主後，信心大增，除參加主日崇 
    拜外，更參加教會的祈禱會． 
*本月仍有若干弟兄姊妹來來往往：應謙弟兄一日回港；思恩姊妹，玉蓮姊 
    妹下週回來；錦棠及愛蓮伉儷月底返美等． 
 

五月／六月份主日事奉人員編排 

日期      5/1         5/8       5/15     5/22      5/29         6/5         
擘    餅   陳錫安   李振權   陳錫安   陳允聰   陳錫安   劉偉豪 

司琴 擘餅 陳陳慕慈  陳陳慕慈  陳唐若彤  陳陳慕慈  朱王凌美  陳陳慕慈 

   講道  陳陳慕慈  趙芊甫    朱王凌美  林肖平   朱王凌美  黃英傑  

主    席    劉偉豪   陳陳慕慈  林智威   林錦華   陳允聰   朱景漳 

接待司事    陳允聰   朱景漳   伍啟浩   林智威   李振權   劉文輝 

            劉林麗芳  朱王凌美  伍伍少兒  林鄭惠珍  李黃思恩  劉林麗芳 

音  響   陳欽賜   李振權   朱漢銓   劉偉豪   葉錫光    黃英傑                             

            李憲中   黃英傑   杜家貴   黃錦泳   李憲中   陳欽賜  

服務小組   李振權   伍啟浩   陳允聰   劉文輝   李振權   伍啟浩 

劉偉豪   黃錦泳   劉樹良   朱漢銓   劉偉豪   黃錦泳 

陳欽賜   劉灝基   梁志輝   林錦華   陳欽賜   劉灝基 

杜家貴   李憲寧   黃英傑   李憲中   杜家貴   李憲寧 

劉林麗芳  李黃思恩  伍伍少兒  陳陳慕慈  劉林麗芳  李黃思恩 

趙芊甫   陳麗麗   關惠娥   劉 漸   趙芊甫   陳麗麗 

林肖梅   區凱彤   匡 雯   林肖平   林肖梅   區凱彤 

黃雅卿   黃德茵   林 清   趙翠雯   黃雅卿   黃德茵 

嚴麗麗   陳錫安   霍鄭乃明  簡美宏   嚴麗麗   陳錫安 

祈禱會祈禱事項： 

 I．為自己及弟兄姊妹生命的對付，破碎及擺上禱告： 

• 檢討自己是否仍有未被對付的罪． 

• 生命中是否仍保留主所不喜悅的事物． 

• 靈性是否停滯不前，甚至往後退？ 

• 能為主擺上甚麼？立志為主作何事？ 

• 求聖靈大能充滿我們的心． 

 II．為眾人禱告： 
**為軟弱的弟兄姊妹禱告  **為患病的弟兄姊妹禱告 

**為即將神學畢業的兩位弟兄代禱  **為申請受浸的七位弟兄姊妹代禱 

**為急須物色工作的弟兄姊妹代禱 **為凌美姊妹父親及家人代禱 
 

  四月份財政收支報告 

收入               支出 
常費                      8590.00     租金           3000.00 
                                          牧師薪津           2500.00 

     神學生生活津貼            300.00 
     列治文堂建堂            10000.00 
     電話費               52.86 

         購置                 332.80 
         煤電費                432.53 
         電油                             180.00 
         文具                    7.40 
         影印機修理費             563.22 

        影印              119.37                           
總收入                  8590.00  總支出          17488.18  

            本月不敷           8898.18         
          17488.18 
 
上主日(4/24)講道撮要 

 經文：羅馬書八章 16/18 節 

羅馬書到第八章時，讓我們進入一個既新又奇妙的境界，提醒我們己進 

入新的地位，不應再落到第七章時所論到的光景．如今，那些在基督耶 

穌裡的．除了不再被罪牽制，不被律法捆綁，因神賜給我們生命之靈， 

將我們完全釋放，讓我們不但得到完全的救贖，與神建立更密切關係， 

在本章 3/4 節中，給我們看到三一神奇妙作為：神設計，基督成全，而 
聖靈則運作．藉此，將我們的身份完全改變，信仰不再是個人的掙扎， 
也不是消極無奈，而是有一種超脫的能力，有積極而盼望的人生觀，有 
打不倒的毅力．這幾節聖經更使我們領悟到在神裏面，我們不單有新生 
命，更有豐盛尊貴的生命． 
I．貴為神兒女的身份：我們參照約壹三：1/2 節，老約翰論到神與我們 
父子關係，那種密切，寶貴，充滿喜樂盼望的人生，何等令人欽羨．羅 

馬書全章，保羅三番四次闡釋，我們是神兒女的地位，有聖靈的內住， 

使我們有神的靈質及因素，聖靈不但讓我們像神，祂更要引領我們，向 

我們的心保證，我們真是神的兒女．另一方面，保羅勸勉我們既已在新 

的地位中，不再屬肉體，是不再由肉體控制之外，更不受它的控訴與捆 

綁．再進一步提醒我們無須懼怕，我們不是奴僕，而聖靈一定幫助我們， 

連禱告祂也替我們做， 

II．成為神的後嗣：兒子雖多，惟嗣子通常只是長子獨享，然而神讓我們 

每一位信徒都成為繼承者，聖經不厭其煩的重申，我們成為後嗣；不是普 

通人的後嗣，是神的後嗣；且更是與基督同作後嗣，基督是誰，祂就是神． 

III．與基督同受苦，同得榮：基督徒必具的特有標誌，就是在世上我們有 

苦難，因為我們與基督同受苦，基督受苦後得榮，因此我們很有信心，這 

也是合理邏輯，在基督受苦上我們與祂同受，祂得榮時我們也必定有份． 



 

 

 

 

 

 

 

 

 

 

 

 

 

 
 
 

  
 
 
 
 
 
 

 

 

 
 
 
 

 

 

 

 

成立日期：二千零五年四月一日 團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