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姓名: 秦樂心

得救見證
信主之前的我
自我岀生以後, 父母每逢星期日, 也會帶我返教會崇拜和主日學, 當時我對信
仰沒有追求, 返教會的目的只是回教會找朋友玩耍。
真正信主之前, 我間中也會向家人說謊, 也會偷爸爸的錢, 做人沒有方向和意
義, 只是渾渾噩噩的渡過每一天的生活。
如何遇見主?
當我小四上學期的時候, 我的數學成績一落千丈, 心裏十分害怕, 沒有勇氣
去面對我的家人, 於是我便作了一個簡單的禱告, 求神幫助我。結果, 我父母雖
然有責備, 但他們也幫我找補習社, 我也放心下來, 感覺是神的幫助, 讓我相信
有神的存在。
後來, 在小四的下學期, 我的成績有很大的進步, 我更相信神的同在。於是
我便決定要了解神更多, 我在家中的書櫃上看見有一本屬靈書籍《深入非洲三萬
里》, 看完後, 我更讚嘆神在李文斯頓宣教士經歷中所作的奇妙神蹟。
如何相信主?
之後, 在升小五的暑假, 爸爸觀察到我屬靈上的改變, 便認真的與我討論信
仰, 他說了一次完整的福音, 我想起自己所犯的罪, 心裏很內疚, 同時, 感激耶
穌為我的犧牲, 祂的愛讓我很感動。於是, 爸爸便幫我決志信主, 求主赦免我的
罪, 並立志歸向祂, 從那一天起, 我便清楚得救, 正式相信主。
信主後改變
信主後, 我對罪更加敏感, 沒有再偷錢, 亦甚少不誠實, 若犯了罪, 也懂得
求主原諒我的軟弱, 並改變我, 叫聖靈提醒我, 以聖潔生活為目標, 我的生命從
此不再一樣, 有了目標, 有了生命意義, 為主而活。

蒙召見證
第一次蒙召經歷
在 2013 年的夏令會第二個晚上, 陳牧師講道之前, 我作了一個祈禱: 神啊,
如果一會兒的聚會, 牧師呼召全時間侍奉者, 我一定會第一個走出去, 因為我真
的很渴慕作為你的僕人。在講道時, 牧師分享了她的蒙召經歷, 就是無論如何,
她也要立志做主的僕人, 當時, 我心裏十分認同, 我也想像牧師一樣跟隨主: 無
論如何, 我也要做主的僕人。牧師講道之後, 果然, 牧師呼召全時間侍奉者, 我心
裏感到喜樂, 因神聽了我的祈禱, 於是, 我第一位坦然無懼地走出去, 回應神的
呼召。
第二次蒙召經歷
在 2014 年三月, 爸爸邀請我参加平安福音堂聯堂培靈會, 我毫不猶豫地跟
他去培靈會。在培靈會中, 牧師講道的主題是: 天國近了, 你們應當悔改, 講道的
內容令我深受感動, 我當時在想: 在這末世的世代, 神需要僕人, 而我是十分願
意為神作工。在牧師講道之後, 他作了一個呼召, 呼召全時間侍奉者, 聽過呼召
後, 神再次問我:「樂心, 你願意嗎?」, 我按著神的感動走出去,回應神的呼召。
雖然當時人數眾多, 但我並不畏懼回應主的呼召。
第三次蒙召經歷
在 2014 年 8 月, 陳牧師以耶利米書第一章去祝福我 18 歲生日, 我覺得這段
經文很有紀念價值, 便將經文下面劃線, 但當時對這段經文沒有一種切身的感
覺。
在 2015 年 3 月 21 日, 陳牧師約我傾談事奉的事, 也告訴我今年基督中心神
學院會重開, 呼召我今年讀神學。當時我心裏很興奮, 但有兩個問題我需要問天
父, 首先, 是否要今年讀神學? 第二, 是否要讀基督中心神學院呢? 所以我沒有
即時回應呼召, 心裏知道要好好為此事祈禱, 尋求神的旨意。
見過牧師後, 我每一天也為這件事祈禱, 很想知道神的心意究竟如何。
之後, 有一次的聖樂練習後, 牧師講道, 傳道書第三章, 就是說凡事都有定
期, 聖靈問我:「在這時候, 你該作什麼?」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為你讀書!」所以,
我肯定神要我把握今年的時間去讀神學。然後, 我還做了一些資料搜集, 感謝主,
因我年齡未夠 21 歲, 其他學院根本不需要考慮, 只需考慮基督中心神學院, 因祂
只開了這道學院門給我報讀。
見過牧師一個月後, 我剛讀完詩篇, 祈禱尋求神究竟應閱讀那一卷聖經, 於
是, 聖靈感動我去讀耶利米書。當我讀耶利米書第一章時, 我被神的說話感動了,
特別是耶 1:5-8, 1:18-19。看過這段經文後, 我知道自己就是耶利米先知, 雖然年

幼, 但神差遣我到誰那裡去, 我都要去, 我便知道神要我去讀基督中心神學院,
我沒有別的疑慮了。
有一天, 當我正為三福課堂預習時, 神又以耶利米書一章跟我說我就是耶利
米先知了, 這是第三次用耶利米書一章來呼召我讀神學。我已決定去報讀神學院
了。
在 2015 年 5 月 15 日, 牧師再次約見我, 問我是否決定今年讀基督中心神學
院, 我也毫不猶豫的說:「是, 我願意!」
感謝主透過三次的呼召去堅定我, 使我今天有信心去走神學的路。

學生姓名: 吳燕

得救見證
我第一次接觸教會是小學的時候。當時, 我爸爸其中一位學生帶我上教會主
日學，後來因為星期日要很早起床, 所以爸爸就不讓我去了。我在香港上學直至
小學畢業, 我到上海音樂學院附屬中學去學鋼琴。記得在我中二那年, 我爸爸突
然病倒了，他要到廣州治病。後來, 他病好了，那年的暑假, 我是在一個星期六
的晚上回到香港。
在臨睡前, 爸爸告訴我翌日早上, 我們一家要回教會，這個消息雖然奇怪，
但因為我從小也很聽爸爸的話，所以也沒問原因就跟著回家。之後, 我又回到學
校上課，不過多了一個身份就是基督徒，爸爸想我不要因不在香港而停止崇拜，
所以經過閻老師的介紹, 我在王明道先生的教會聚會。雖然是一所平常的學校,
也有一位基督徒老師常常為我祈禱和帶我祈禱。其實那幾年來, 我一直還沒有真
正的相信主耶穌基督，直到 1988 年的夏令會，我在夏令會中, 聽了導師仔細向
我傳講主為我的罪而被釘十字架，救恩的真正意義後，當時是我第一次決志要相
信主耶穌基督成為我個人救主，因為我才 18 歲，那年我還受感一連立志 3 個心
（信主，為主活，奉獻一生給主用）。
過了那一年的夏令會，我爸爸突然說神感動他要叫我回香港了，所以我沒有
繼續留在上海上大學，就回香港開始教鋼琴的工作，回港半年後, 國內也發生了
天安門六四事件。回港後, 我也開始了基督徒的信仰生活，有團契，查經，崇拜，
也開始有司琴的事奉，但由於靈命沒有好好追求，加上爸爸在 1995 年開始, 得
了柏金遜病。為了養家的需要，我的心只忙著追求世界的物質，雖然我的肉體沒
有離開教會，但我的心卻離得很遠的。神沒有放棄我，祂在 2001 年, 把我的心
一步步領回家，在那年開始, 我爸爸的病開始出了很多問題，讓無助的我終於降
服在主面前，把主權真正的交給主耶穌，由主領我走人生路，之後, 我的靈命走
向另一個階段，雖然走到今天也有很多不同的高高低低，我再也沒懷疑過我是否
信主，耶穌基督是否我唯一救主，無論靈命低或高的時候也沒有了。

蒙召見證
回想在廿十多年前，在夏令會中我受感動奉獻一生事奉神，那時初信，靈命
初淺，年齡小還不清楚，所以奉獻完不久就忘了。神卻聽了我的心意，二十多年
來也繼續有奉獻的感動，雖然一直沒走上，也已經開始有放棄這想法，神卻記得，
沒放棄我。直到 2015 年李院長與我傾談，讓我重新追求是否願意走上一生事奉
神，一生作衪侍女，一生不回頭的路。在反思的日子裡，神讓我回想祂的應許和
恩典。每次聽道，我聽見主的聲音說：「我可以差遣誰呢？誰肯為我們去呢？」
我說：「我在這裡，請差遣我！」 (賽 6:8)》
神問:「誰肯為我去?」我的心總是回應: 我在這𥚃，請差遣我。在 2008 年,
我向神祈禱, 因為我想自己的居住地點能就近神學院，當時我也跟陳牧師分享
過這個想法。禱告後兩天, 神給了一所房子給我，我就在爸媽同意下搬出，入
住了教會和神學院的大廈樓上。從那時開始, 我學習獨立的生活。
住在教會樓上轉眼間已過七年，在這七年間, 神幫助我這個教了快二十年的
鋼琴老師, 在七年中不斷鍛鍊我不成熟包括思想, 處事等的地方。神從來沒有
放棄過我，讓我看見什麼才是真正有價值，不是依靠自己，依靠人，唯有主才
是我真正的依靠。
約見各學院的負責人後，我在幾個月中經歷了很多各方面的學習，看到主一
步步引導我更清楚要交出主權，任主差遣，身心靈要靠主堅強，一生事奉祂，把
福音帶給未信的人，愛主愛的人，作主要我作的工。
今天, 我看到一個姊妹美好的見證，那位姐妹說: 雖然我 60 歲才神學畢業，
我深感我還年輕，好好作主工，我也不算遲，感謝神！

學生姓名:麥耀強

得救見證
自我出生以來，神已經預備了如何讓我認識衪。我就讀信義幼稚園，每天早
上，我跟同學也會在禮堂中唱馬槽歌，今天我還記得如何唱這首歌。直至我小學
一至三年級，當時, 我就讀一間天主教小學。那時我便認識了: 恩父，及子，及
聖神，知名者阿門。
我從小就患有哮喘，所以從小我也是和媽媽一起睡覺。直至十歲，我才學習
自己獨立睡。有一晚，我第一次一個人睡時，從我耳中, 我聽到有一把聲音呼叫
我的名字，這把聲音不斷地呼叫我，而音量是由小至大，聲音大得令我很恐懼。
在這驚惶的情況下，我便走進媽媽的房間, 想跟她一起睡, 但是, 媽媽以為我是
怕洗衣就拒絕了我。然後, 我便回房睡覺, 就沒事發生。在那一夜之後的第二個
晚上, 同樣的事情又再發生，我又再一次聽到一把聲音不斷呼喚我的名字，跟上
一晚的聲音相同，但之前我已經給媽媽罵了一頓，所以我蓋著被, 假裝聽不到聲
音, 便繼續去睡覺了。自此之後, 我就再沒有聽到這樣的聲音了。後期, 我發現，
在聖經中, 有一位先知，神也會這樣呼喚他的僕人。當時我還年幼，不懂去回應
說: 主阿我在這裏, 請吩咐我!
在我十二歲的時候，有一次的交通意外，我給一架輕型貨車，撞至兩層樓
高, 然後, 在高空, 我再墜下，在地上打滑了 20 尺多，目睹意外的旁人也紛紛來
到我面前, 看我究竟有沒有事，而我只能躺在地上, 等著救護車的來臨。到了醫
院過後, 給醫生檢查, 結果, 竟然只是擦傷皮膚。我的父母聽過我的消息後, 他們
也放下手上的工作, 趕來看看我。當他們知道我沒有大礙, 就說是我撞傷別人的
貨車。我當時正擔心究竟是否要賠錢給人。究竟意外為何會這樣的呢？這埸意外
是神保守著我，祂用一個好像龜殼那麼堅固的書包保護我。可惜, 當時的我把榮
耀頌讚歸了給偶像。
我真正認識主耶穌, 是在我 27 歲時，有一次公幹, 我乘飛機到國內工作。
在四川，那兒的山勢很密，以致飛機經過那裡就會發生氣流。由於我常有坐飛機

的經驗，已經知道這是必然的事。當我從四川塔回港的時候，因為遇上很厲害的
氣流, 以致飛機翼也快分裂, 機上的工作人員也緊張起來。整架飛機的氣氛被恐
懼籠罩着，那時我在想，我要怎樣穿好降落傘，要爭取逃生門最有利的位置，希
望可以在一個意外中得到最高的生存率，但當我這樣想的時候, 有一把聲音對我
說: 不要怕, 你會有平安。我聽過那一把聲音之後, 我整個人也很安詳和平靜，
我環看四周的人, 他們也很徬徨和驚慌。我感到很奇妙, 環境沒有改變, 也是相
當危急，但我整個心態已經不同了。
最後, 當我回到家裏, 正想跟我太太說: 我僥倖能渡過空難, 並且平安回到
家中! 我還未開口說話的時候，太太就責罵我, 叫我不要那麼嘈吵，因她正看
著電視。她投訴我嘈吵, 其實是因為我的行李箱的輪子磨擦地下而產生的聲
音。
那時, 我和太太的關係很差，我從來也不認識什麼是婚姻, 不知道是主所賜
的。
我在飛機僥倖生還，所以也沒有力氣與她爭論了。那一天，我沉思了一整夜，
我不知道做人的意義是為了什麼，若果剛才沒有空難，現在我回到家中又如何
呢？幸好, 我坐著的地方附近有一本聖經，於是我翻開來看，我的眼淚不斷地
流。我問自己: 在聖經的標準中，這十年我有沒有做過一件對的事呢？答案是沒
有，我感到很慚愧和辛苦，因為原來我是一個那麼差勁的人。然後，我開始自己
讀經和靈修，但聖經的奧秘, 我是沒有辦法自己能夠明白的。最後, 神牽引我，
將我帶到基督中心堂中被牧養。
蒙召見證
感謝院長、師母、牧者的帶領和照顧，好讓我能一步一步的跟隨神，也能
從他們身上具體地看到主耶穌的樣式，他們神的僕人和使女，能讓人蒙福。我最
感動的是神的僕人和使女是要鼓勵人去恢復神和人的關係。
在 2007 年的夏令會，我聽到主的第一次的呼召，那一年, 我們查經的經文
是腓立比書，我的組員全傑、海瀾與我一起交談、一起讀經、一起分享，而當我
們讀第三章七至八節時，我的靈便對此兩段經文有很大的反應。只是我先前, 我
以為與我有益的，現在因基督都當作有損的。不但如此，我也將萬事當作有損的，
因我以認識我主基督耶穌為至寶，這兩段簡單的經文能給我無比的力量，將我整
個人的價值觀改變，因為我心裡的靈是十分渴求自己能如此行。院長、師母及牧
師，不就是如此行嗎？而我又能怎樣呢? 我又如何回應主呢？腓 3:9 節便告訴我
答案：我們一生所得的也是虛空，唯有得著基督，並且祂就是至寶，我要像牧者
般, 能將這至寶得到，更能具體地帶給別人。

這是我第一次清楚明白神呼召我的經文。
之後, 我入讀了神學院, 在神學院的受訓中，我獲益良多，對師長們的教訓
深受感動，在與神相交，屬命的增長，以及自我生命的改變，漸漸地我也跟上了
教會的軌道。
可是, 我在不健康的婚姻問題下，不能完成當時的學業，而後來的日子，因
自己婚姻的失敗，更不能面對教會牧者，因為我覺得失敗的婚姻令教會蒙羞，弟
兄姊妹的關懷問候又成了壓力，最後我便離開教會，走上孤單的路。
感謝神，也感謝教會、神學院和牧者們的教導，在我孤獨一人的時候，有了
神學院的生活方式，以致那段時間，我更能親近神，重新被塑造﹑被祝福，讓枯
死婚姻被祂再建立。衪所堅立的，才穩健長存。之後, 我和太太和好了, 日子也
是一天一天的過，但那份為主作僕人，要跟隨主及牧者的心志從未減退，仍放在
心中，因為我明白神有祂的旨意。
在 2015 年, 我得牧師邀請再次去當主的僕人，而我的心情沒有第一次那麼
震撼，反而是用一種平和的心領受，像是要償還以往未完成的承諾般。
我和師母見面時，師母吩咐我要再次確認神的呼召，那一刻, 我才發現我忘
記了我的呼召經文。因此我再次需要求問神，再次問神我是否真的要求此此路？
以往我願意，卻不能完成，如今我也願意，但卻忘記神祢的呼召及原因，這樣看
來，我需要再次確認為何神要我走上傳道的路。
在 2015 年 5 月到 8 月期間，我常常尋問神，可是我卻聽不到祂的回應。當
距離神學院開學的時間很接近時，我很害怕自己的心志是否已被神否定。在這危
急的情況下，我嘗試尋回 2007 年蒙召的見証，希望能記起當時的心態，但很可
惜我如何找也找不到，因此我在那段時間，既害怕也傷感地接受了神已不再選用
自己。
直至今年的青年夏令會，我被邀請做生命師傅事奉人員一職，在營中與同工
一起建立、一起奮鬥，為主為教會出力，真是好得無比，不能與世上的功績相比!
當時我在想: 我當生命師傅已足夠，雖然很想還神的願，渴求跟隨牧者的足印，
領受他們親自的教導，可是沒有呼召經文。我不敢欺哄神、教會及牧者。那我只
能承認，我生命的質素不夠好去當傳道人吧。
神的說話終於臨到：在青年營的第四天早上, 我與組員查經時，查到腓立比
書 3 章，那時候, 我的靈、我的心有說不出的感動，神在這短短的章節中, 讓我
回想起 2007 年的心志，祂的話就如當初第一次呼召。經文使我很感動和被鼓勵,
並且使我得到認同。今天我再回看，我實在沒有被神嫌棄，祂用最合宜的時間來
成就祂的旨意。感謝神和感謝牧師的接納，讓我這個不才的人也可接受訓練，為

主作工。

學生姓名: 藍以謙

得救見證
我因自小返教會，較為認識基督教信仰，但當我在中學時期，長期接觸無神
論的觀點，例如：宇宙大爆炸理論，宏進化論，哲學等等的思想，在根本上動搖
對神的信心，變成一個僅僅口裡信，心裡信的掛名基督徒，但矛盾的是偶然會公
開質疑和諷刺聖經。
直到中六的某天，在讀書時猛然醒覺我內心的空虛，在不久以後發現當人生
的前設有了上帝以後。人生的意義，我存在的價值呼之欲出，才慢慢的感覺到人
生是連於神，當我認真思考學過的聖經、科學、哲學的知識，從此在信仰上有一
個更明確的確據，並在信仰上更能應對無神論者的質疑。
蒙召見證
我自小就在嶺南大學夏令營中獻心作傳道人，但我之後一直未有獻心，直到
中六時重新認信時才立志獻身作傳道人但我一直都想着事業有成才會讀神學,但
是我在今年的的獻心會卻有不一樣的經歷。
在八月七日時，晚上因為我需要離開營地回家,我藉詞收拾行李逃避聖靈的
呼召,因為我不想讀神學，但是當我回到獻心會場地時,獻心會竟然未開始,我心知
聖靈的感動不能消除，當呼召全時間事奉時,提及將青春獻給主和每日都有許多
靈魂的失喪,我便再次站到台前獻身全時間事奉
回家後，我立即翻開聖經,尋找讀神學的確據,按照靈修次序讀提摩太後書二
章，提到要作一個無愧的用人，我當時便想起小時獻身和中學時屬靈景況,預期
讀神學的時間的對比，立即感覺到自己如何愧對神的呼召，我便知道神的心意,
我立即下決心戒除所有的惡習,以準備讀神學,做一個無愧的用人。同時，所有後

路在神學取錄後便不會考慮
在立志讀神學後，我的確據亦越來越多，例如提摩太後書四章告誡我務要傳
道，無論得時不得時。這些都堅固了我要讀神學的信心，即使不被神學院取錄，
都要終身傳褔音,自此我意識到我擁有的所有物品錢財不再屬我,無論神學取錄我
與否,我人生唯一的目標是傳福音。無論付出多沉重的代價，都必須無條件服從。

學生姓名: 陳雅莉

回想起來, 今天的我跟未信主的我真的很不一樣了。
我的人生, 在很多人眼中算是很幸福。我生長在一個小康之家, 家境算不上十分
富裕, 但經濟上並不致於缺乏, 學業順利, 工作順利, 身邊的朋友也待我很好,
及至拍拖、結婚, 婚姻也很美滿, 人生可說是平平順順。唯一最大的波折，就是
在我 17 歲的那年，我爸爸的離世。失去父親的心雖然非常傷痛，但是我一直告
訴自己，人人都有不愉快的人生經歷，我的沒什麼大不了，亦不用去提及。
雖然表面上看似很幸福, 生活條件和環境看似很不錯, 但心底裡卻是不愉快, 常
常會想, 究竟我為甚麼而活? 我生存的意義在哪? 人生總有一死, 如果人生沒有
意義, 我為何不早點死? 也常常想, 我曾經做過很多錯事, 或說錯了不少錯的說

話, 卻無法挽回了, 就好像一張白紙塗污了, 擦不去那些污穢。我感覺人生很沒
趣味, 只是過人生必經的階段, 讀書、工作、拍拖、結婚、生兒育女、退休, 最
後離開世界。
直至 2009 年, 我姐姐信了主, 她一次又一次邀請我到教會去, 但我一次又一次拒
絕她。那時我跟她說, 我一切都很好, 我不需要神。及至有一次, 我終於因為姐
姐的熱誠被邀請來教會, 很奇妙的天父透過牧師的講道, 解答了很多我心中的問
題, 教會的弟兄姊妹又對我很好, 讓我覺得在教會很開心、很舒服。之後每逢星
期日, 我也來聽崇拜, 只是還沒有信主。
直至有一次崇拜, 當天有聖餐, 我在大家領聖餐後聽到執事的一個祈禱, 說到我
們從前是罪人, 但耶穌用寶血洗淨了我們的罪, 從前的罪可以抹去, 可以既往不
咎, 可以從新開始, 可以被寛恕, 可以被愛…… 就在那一刻我就不停的流淚了,
那刻耳邊彷彿聽到聲音, 跟我說:「要相信, 就在這一刻!」於是我在那天決志信主
了。
在信主不久後, 我已深感神的恩典太大, 白白領受了這救恩, 怎能不回應神的大
愛? 因此我早已有全時間事奉神的心, 好幾次的培靈聚會、獻心會上, 我都有感
要為主終身奉獻, 但一直感覺不到神有特別的呼召, 所以一直做個忠心的基督徒,
在教會努力學習, 用心追求, 上主日學和學習事奉。
在 2012 年年底, 我因第二次懷孕而從辭退了工作, 直至 2013 年,第二個女兒出生
後不久, 便決定重回工作。2014 年年初, 我開始嘗試找工作, 但過了幾個月, 也沒
有任何公司的回覆。我從前都是很容易便找到工作的, 甚至很多次都是工作找我,
而不是我找工作的, 久久找到不工作讓我開始感到不安。終於有一次, 有一個很
好的面試機會, 甚至該公司已經說一定會聘請我, 安心回去等消息。當時我滿有
希望, 以為神終於開路了。但兜兜轉轉, 最後又落空了, 感覺就是神好像一直在
跟我開玩笑似的。我求問神, 究竟神要帶領我去什麼地方呢? 我一直等候神的回
應。
在 2014 年 5 月的一個主日崇拜,牧師在講台上分享信息,指出神的家很需要工人,
但真正獻身做傳道的很少, 求神興起更多願意獻身的人。那刻我心裡受感, 但只
是在心底暗暗回應一句:「天父, 我的孩子年紀還小, 小女兒還未夠一歲，我還要
供應我家的需要, 待她們大一點吧，我會盡心事奉你的!」 誰不知, 牧師立刻在
講台上回應說, 現在有很多人奉獻, 都等退休了, 兒女都長大, 生活無憂了, 才
出來讀 part-time 神學…… 我們應該趁年輕, 將最好的獻主…… 那一刻我心很震
撼, 我立時在心底問: 「神呀! 你在對我說話嗎? 好的, 若是袮的旨意, 請給我印
證,請給我明明的印證, 讓我知道袮真的呼召我, 讓我看見你真的會照顧我的

家……」
2014 年 6 月的一個主日崇拜, 崇拜前十分鐘, 導師拿著一個白信封(內裡裝著奉獻
金) 來到我跟前, 跟我說:
導師:「這是給你的。」
我問:「是 claim 的錢嗎? 但我沒有為教會預付。」
導師:「不是, 是有人給你的!」
我很驚訝: 「有人給我? 是誰呀? 怎麼可能?」
導師:「你不會知道是誰給你的。但神知道你的需要, 這是從神而來的!」
那一刻, 我看著我的導師, 兩行眼淚, 手不停震, 說不出話來。我心想:沒有可能
的，沒有人會知道我的需要，除了神。那刻，我知道我手上拿著的不只是金錢, 而
是從神而來的請柬。神藉著這信封, 給我應許, 祂知道我的需要, 祂會供應我的
家, 我認定這是神呼召的印證。
那天我還要負責領唱詩歌, 之前練習唱詩時, 我一直不明白當中一句歌詞: 「主
呀! 我真的要求, 作袮的奴隸, 一生不回頭。」曾聽人說期望、希望、願意…做
神的奴隸, 但我真的不能相信, 詩人竟然會寫「要求」做奴隸。到我站在台上唱
的一刻, 我終於感受到詩人為何會這樣寫了, 我才用心真正唱出那詩歌, 我真的
要求做主的奴隸。
當天的崇拜上, 神也給我呼召的經文。自那天起, 這段經文往往在一些特別的時
刻就會出現。有一次, 當我很懷疑我有否聽錯呼召時, 我屈膝祈禱，祈禱後，我
一翻開我正閱讀的屬靈書，經文就立時在下一頁出現。又一次, 在夏令會的獻心
會上, 我猶豫是否要走到檯前, 在眾人面前承認神的呼召時, 當天的主席的禱告
中, 第一句就是神給我的呼召經文。每每看見、聽見經文在最關鍵的時刻就出現
了, 心裡不得不立時俯伏, 不禁讚美神的無所不知，並知道我、體貼我。
呼召確定了, 可是丈夫一直沒有正面回應, 沒表示支持, 也沒有反對, 只是沈默
的不作聲。我內心很焦急, 想要問神下一步當怎樣行, 但神卻要我安靜等候。
等候八個月，終於丈夫答應與我一起參與了某神學院的事主獻身營。離開營會時,
丈夫終於被神感動過來, 他開始表示支持我讀神學了, 但只是 part time 課程。雖
然我心知神不是呼召我報讀 part time 課程,但想到,丈夫已經讓出了一大步, 就繼
續安靜等候神的安排。
2015 年 3 月 15 日, 那天崇拜後, 下午回家與丈夫再次商討報讀神學的事。當天，
神終於扭轉丈夫的心, 他轉向表示支持我全時間讀神學。當時我真的不能相信這

是事實，心裡祈禱感謝神。同日晚上, 大女兒與我有特別的對話。自從她兩歲開
始讀兒童聖經,她每晚都能準確地記得前一晚的故事, 並知道今晚該翻去那一
頁，她從來沒有翻錯過的。當時四歲的她，看著自己每晚都會唸的兒童聖經，把
聖經翻至最後的空白頁, 請我讀給她聽。
我問她: 「那頁是空白的, 沒有內容怎麼讀? 」
她堅持: 「今晚是讀這一頁!」
我說:「囡囡, 這是空白的, 媽媽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她竟然說: 「你不知道嗎? 那麼讓我來說。」
她便氣定神閒地開始讀，她讀的內容大概是, 她看見耶穌、白馬和白鴿, 耶穌回
家了, 那地方很美的、非常閃爍的、有很多寶石的……是很美的家。
我問她:「是誰教你的? 是主日學老師? 是學校的聖經科老師?」
她搖搖頭，說:「是耶穌教我的」
我驚訝地問: 「耶穌? 衪怎麼教你? 衪向你說話嗎?」
她平靜地說:「衪不是講給我聽的, 沒有聲音的, 是教我。」
我問:「那麼耶穌還教了你甚麼?」
她回答: 「要告訴人這世界有耶穌, 要叫人信耶穌，要告訴人耶穌是很重要的。」
那刻, 我看著她,我的心靈非常震撼, 丈夫在旁聽著也覺得很驚訝。就這樣, 我和
丈夫都堅定相信這是從神而來的話語, 並再一次印證著我的呼召。
2015 年 3 月 18 日, 我約見牧師，並求神帶領基督中心神學院一事而祈禱。當天
晚上，女兒與我有以下一段對話:
女: 媽媽, 耶穌叫人來, 人就來了!
我: 是呀! 人們想得醫治, 或想聽道理…
女:
我:
女:
我:
女:
我:
女:
我:
女:
我:

不是呀! 我意思是, 耶穌叫門徙來跟從祂, 他們就來了!
那麼, 媽媽去跟隨耶穌, 上學去學習如何叫人信耶穌, 好嗎?
好! 你在那裡返學?
我不知道呀!
在我們平常去那裡。
哪裡是『我們平常去那裡』?
我們平常上主日學那裡。
我們的教會? 我們的教會有書讀嗎?
有!
誰告訴你有的?

女: 天父爸爸。
她肯定而冷靜的語氣和神情, 讓我更堅定相信這是從神而來的話語。
隨後半年，在報讀神學院和尋找獻身事主的路上, 都讓我一次又一次經歷神, 亦
讓我一步一步踏上跟隨主的路。主的呼召何等真實，使我堅定不移的走下去。深
知我是個不配的人,感恩神不嫌棄，唯願安靜在主跟前,謙卑俯伏, 在主所差派的
崗位上盡忠, 甘願作神的僕人, 一生不回頭。

學生姓名:麥倩明

得救見證
感謝神!「天天事奉主真蒙福」這歌詞是我信主以後所認定、渴想和羨慕的，
我願意一生跟從神作祂所吩咐的，而全時間作傳道便成了我信主後的人生方向，
並在多年來尋求神引領。經歷十多年，自以為已經錯過了不少全時間事奉的黃金
機會，但當我回看，便看見天父用忍耐去等候，預備那一個軟弱無知的小子….
1997 年因著家母離世，我認識了基督教信仰。了解了人死後的去向，尋
得人生最終的盼望。自此，我在信仰中不斷經歷神；透過學習、聽道、個人追求、
傳福音等，深深被主耶穌的愛所吸引。 生命聖詩 329 首「偉大的愛」中歌詞正
是我人生中對神屬性的歌頌，以致我不得不回應主的愛。
蒙召見證
第一次 燃起傳福音的火
透過參與佈道隊和約翰團，我體會和明白傳福音的重要、救人靈魂的迫
切。在一次深刻的短宣見證會中，便成為了我蒙召的基礎 ..…
在十多年前，初次參與獻身者團契 - 約翰團，當時弟兄姊妹從澳門短宣回
來，分享監獄佈道的情況。他們分享在獄中的一位重犯，他參與聚會時帶著手銬
腳銬，在聚會地方獨坐在一處，團友分享「神看我們的罪與這班犯人一樣、神愛
我們與這班犯人一樣 …..」
。 真的! 十字架的救恩正臨到那重犯，要拯救他。在
神眼中，我的惡跟他沒有分別，這句話一直在心中不能忘記，我每次想起仍非常
激動，神竟是這般愛我。因此，我更體會神的救恩要臨到絕望的人之迫切，即使
被判刑的人生很絶望，但神的恩能使人重生。我愛人靈魂和盼望人得救的熱誠也
因此點燃了。

第一次 聽見呼聲
在不同的聚會如培靈會、夏令會等，看見不少的肢體受感奉獻作全時間傳
道。特別是當我看見伴我成長的姊妹蒙召作傳道時，我深深受感。之後還陪伴著
她走過蒙召並裝備的日子，雖然一點也不容易，但非常蒙恩，看著她能如此回應
主的愛，令我很羨慕。於是，我為著能蒙召被神用並作主工人祈禱。2001 年夏
令會，會歌是 「異象與使命」
，每次唱會歌總有一種呼召的感動，我不禁問「是
我嗎?

是叫我勇敢前行? 是叫我去喚醒沉睡心靈? 是叫我將福音傳世界每個角

落嗎? 」這些歌詞在腦中揮之不去，我便求神給我祂的話語作印證。
第一次 聽見呼召
使徒行傳 1:8「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
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
夏令會之後，有一次在聚會中講員講解使徙行傳這段經文，雖然曾讀
了多次，但這一次非常深刻感動，像天父單單對我說要去作得人的漁夫。「異象
與使命」的歌詞正與使徒行傳 1:8 類同。我感到祈禱得回應，並成為被主呼召作
工人的印證。
2003 年夏令會的主題是「心裡火熱常事恩主」。我心渴慕被主所用，夏令
會前已準備好奉獻一生，求神使用，我領受了神的呼召，並把對神的回應寫在獻
心咭上:「行事為人與得救的恩相稱」、「作神無愧的工人」。 同年 8 月，在港九
培靈研經會，講員在其中一次聚會中也用了 《使 1:8》，呼召人向普世傳福音，
並說無數靈魂正等待著，還記得當時我激動非常，帶著激動的心情走到台前回應
呼召，對神說:「我去，領我」
，並在我的筆記中寫了「一身事主，主，我在這裡，
為主所用，請差遣我」作回應。往後，我在教會裡受栽培和事奉，並等侯神帶領
走上全時間作神工人的路。
十年人生
過了不久，便開始談戀愛，對蒙召作神工人一事漸漸淡忘了。十年很快便
過去了，經歷談情說愛、結婚、進修、為家庭努力工作，蒙召的心一日比一日冷
淡下來，感動也慢慢減退消失了。
在 2009 年結婚，走進了人生另一階段。但在甜蜜的新婚生活過去之後，
婚姻走進了幽谷。自高自大的我，憎惡並忽視丈夫，但為了維繫基督徒婚姻，便

不作離婚的選擇。而那些日子因著丈夫也自覺有愧於神，他便停止了一切屬靈的
追求及逃避事奉神。
被光照回轉
2014 年 4 月在公司團契查經聚會，查考約翰福音，耶穌在迦拿的婚宴上將
水變酒的故事，牧師領我們思考六口石缸；那些石缸是放洗腳水的，是平凡的，
是髒的，但主用它行了第一件神蹟。心中問神祢還會用我嗎? 牧師在祈禱中問有
誰渴望自己的生命如六口石缸般為主所用，要為他禱告。那本是個很平靜的祈
禱，但我卻是很激動，不停說「我是髒的、我是髒的，我不配被祢用」
。 就在禱
告後即被釋放了。這一段非常熟悉的經文，神再次讓我這軟弱的小子被釋放，成
為回轉的開始。
2014 年教會辦澳門短宣，因著團契導師尋求澳門工場服待，於是祈禱求
神給我短宣的機會。在街佈中，我看見弟兄姊妹對福音的熱切和人的靈魂的需
要，並三福佈道法的吸引，再點燃了我傳福音的火熱。
在一次跟牧師傾談中，發現我的婚姻狀態正處於非常自我中心的情況，並在
婚姻關係中缺乏了配偶，這不是神悅納的婚姻。在牧師鼓勵下，我決定重建家庭
祭壇，並修補跟丈夫的關係，慢慢地學習和改善。
軟弱
過了不久，我發現自己的軟弱，並體會罪惡的可怕，深深感受人對罪的無
能為力、人的限制、神憐憫大能、因此人真的需要福音。這使我重新學習定睛在
神的身上。
第二次 聽見主的呼召
2015 年 3 月 跟牧者分享前景及事奉的方向，並有意轉換工作行業，學習
一門手藝，往後能全職去作，並可以間接地向人傳福音。分享過程中，牧師建議
我要好好尋求，並重提十年前奉獻作傳道的心志，囑咐我好好禱告尋求。一直認
為自己對神有虧欠，更不配重提作傳道一事，原來這只是自己的自大，不相信神
赦罪之大能。
馬可 9:23 「耶穌對他說、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 。」

2015 年 3 月 18 日星期三，在靈修中，天父用《馬可 9:23》對我說話。同
日，公司團契牧師透過書簽給我鼓勵，正正寫著此經文；很特別，我認定這是天
父聲音，祂對我正尋求的方向作出回應，被堅固後的我加倍留意神引領。
不久，收到神學院會再次開課的消息，感到是一個好機會，在禱告中積
極尋求。於是重尋昔日蒙召作工人的負擔與熱誠。一如往昔，只是內裡再沒有半
點以往從人而來的激情，只有一個單單被主用的心。過去十年的經歷，令我更體
會這世界需要耶穌、同感人性和軟弱、要珍惜可作工的日子時間。心中有一股超
級的真平安，對神只有一個回應 : 我是祢救贖的，主若是祢的旨意，願意接納
使用我這個蒙大恩的罪人，我在這裡，請一生差遣我。
加倍堅固
當我不斷尋求環境的印證，但結果總剛好與我假設的相反；心中充滿憂
慮，直至一次靈修；神用《林後 5:7》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
見」解開我心中的憂慮，對神有信心，不應該是眼見才有的信心。當我清楚自己
落在自大自高裡，才發現我所定的印證是我定給神的。還有，在不少聚會和靈修
時，神都用不同的話語堅固、調整我的需要，在祈禱時，神常常適時適切地回應
我，這是信主以來未曾經歷過那樣的頻密，深相信是神給我印證，便堅定前行。
在寫見證的過程中，得見神的恩從沒有改變，沒有可回報主，只願如蘆葦
草般謙卑彎腰作主工人，進到學院裝備學習，尋找並牧養主的羊，服待這世代。
阿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