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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天恩堂 
Evangelical Free Church of China 

Tin Yan Church 
2010 年度水禮暨轉會禮 

日期：二零一零年四月十八日（主日） 時間：下午三時 

地點：宣道會元基堂(康樂路輕鐵站) 元朗康樂路 31 號嘉好大廈 2樓 

水 禮 程 序 
主席：梁丹如執事                                             講員：冼嘉保姑娘 
領詩：謝素心姊妹                                             施禮：雷振華牧師 
司琴：楊恩頌弟兄                                             襄禮：李繼光執事 

【請將手提電話及傳呼機關閉】 

歡  迎 ---------------------------------------------梁丹如執事 

唱  詩 -------《 奇異恩典 》主禮人、詩班及新葡進場------眾  立 

奇異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喪，今被尋回，瞎眼今得看見。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時，我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祈  禱 ---------------------------------------------梁丹如執事 

讚  美 -------------------《讚美之泉》--------------謝素心姊妹 

從天父而來的愛和恩典，把我們冰冷的心溶解， 

讓我們獻出每個音符，把它化為讚美之泉。 

讓我們張開口，舉起手，向永生之主稱謝， 

使讚美之泉流入，每個人的心間。  

《觀看宇宙》 

地與青天，無限色彩璀璨！凝望四方環宇令我驚歎！ 

萬里江山，無盡珍貴妙奇，每一刻皆可親見主匠心！ 

來同唱頌讚因祂手創造，萬有讚頌，感祂恩無限， 

星辰唱和同證天賜真福，一切，天父賜！ 

萬計花果，濃淡香氛飄送，雷、電、雨、霜，明朗日照交替， 

近遠山丘，繁茂蒼翠樹林，地與天一色；山與海融合！ 

來同唱頌讚因祂手創造，萬有讚頌，感祂恩無限， 

星辰唱和同證天賜真福，一切，天父賜！ 



潤暖春天，禾稻豐收秋季，炎夏冷冬，時歲運轉不息。 

萬有生機，按主旨意循環，每一天彰顯祂乃生命主！ 

來同唱頌讚因祂手創造，萬有讚頌，感祂恩無限， 

星辰唱和同證天賜真福，一切，天父賜！ 

願我此刻，明白蒼生可貴！無限愛恩，明證上帝關心！ 

願作管家，愛惜一切創造，全地與空中所有皆屬主。 

來同唱頌讚因祂手創造，萬有讚頌，感祂恩無限， 

星辰唱和同證天賜真福，一切，天父賜！ 

見證分享 ---------------劉桂蘭姊妹(水禮) ---------------- 新  葡 

讀  經 -----------羅馬書 6： 3-13、林前 12:13----------梁丹如執事 

豈不知我們這受洗歸入基督耶穌的人，是受洗歸入祂的死麼。所以我們藉

著洗禮歸入死，和祂一同埋葬，原是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像基

督藉著父的榮耀，從死裡復活一樣。我們若在祂死的形狀上與祂聯合，也

要在祂復活的形狀上與祂聯合。因為知道我們的舊人，和祂同釘十字架，

使罪身滅絕，叫我們不再作罪的奴僕。因為已死的人，是脫離了罪。我們

若是與基督同死，就信必與祂同活。因為知道基督既從死裡復活，就不再

死，死也不再作祂的主了。他死是向罪死了，只有一次，他活是向 神活

著。這樣，你們向罪也當看自己是死的，向 神在基督耶穌裡，卻當看自

己是活的。所以不要容罪在你們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們順從身子的私

慾。也不要將你們的肢體獻給罪作不義的器具，倒要像從死裡復活的人，

將自己獻給 神，並將肢體作義的器具獻給 神。 

我們不拘是猶太人，是希利尼人，是為奴的，是自主的，都從一位聖靈受

洗，成了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靈。 

證    道 -------------「去舊迎新入神家」------------- 冼嘉保姑娘 

新葡介紹 -------------- 水禮及轉會者 ---------------- 雷振華牧師 

拍    攝 ----------- 與水禮及轉會者合照 --------  教牧同工、執事 

水    禮 ----------------- 《快樂日》 --------------- 雷振華牧師 

快樂日，快樂日，救主洗淨，我眾罪孽！ 

見證分享 ------------陳美玉姊妹(轉會禮) --------------- 新    葡 

轉會禮 ---------------------------------------------- 雷振華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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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    唱 ------------《 慈繩愛索 》---------- 新葡與轉會者及詩班 

來到祢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 

祢配得一切榮耀尊貴，祢是王掌管明天。 

來到祢施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 

惟獨祢愛我天天不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祢。 

慈繩愛索緊緊牽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 

護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裡能得安穩。 

我願一生歇力同行，讓我的心每天讚頌，徬徨人生不擔心， 

因有祢伴我行，靠著祢能走出黑暗。 

致送禮物 -------------- 給新葡及轉會者 -------------- 陳麗嫻姑娘 

讚 美 詩 --------------- 《三 一 頌》 --------------- 眾      立 

讚美聖父愛世慈仁，讚美聖子代贖洪恩，  

讚美聖靈開我茅塞，讚美三位合一真神。阿們！ 

祝    福 -------------------------------------------- 雷振華牧師 

∞∞∞∞∞∞∞∞∞∞∞ 禮成 ∞∞∞∞∞∞∞∞∞∞∞ 

《 拍照留念 》 

水  禮：黎婉芬姊妹、楊秀粒姊妹、劉美麗姊妹、劉桂蘭姊妹 

轉  會：陳美玉姊妹 

攝影程序： 1 教牧同工及執事與新葡      2 天恩全家福 

3 長青團契與新葡            4 職青團契與新葡 

5 Koinonia 青年團契與新葡  6 約瑟團契及青少年與新葡  

7 婦女團契與新葡            8 蒙恩家庭團契與新葡   

9 其他親友與新葡（在大堂自選位置） 

備    註：請各位來賓留意，為確保程序能順暢進行，除鮮花外，請觀禮

親友待大會拍照程序後才致送禮物。 

鳴謝：所有工作人員   

統籌召集人：陳麗嫻姑娘、黃帶妹執事 

總務統籌：田偉倫弟兄         攝影╱攝錄：鄧祖德弟兄、張植明弟兄 

兒童事工：雷唐寶珍師母         接待統籌：伍美玉執事  

詩    班：天恩堂聯合詩班     水禮見證集：資訊部 

由於事奉人員眾多及編幅所限，不能將事奉人員名單盡錄，在此謹代表

教會多謝各位參與事奉的弟兄姊妹，並你們的勞苦，主必親自報答。 



    我是劉美麗，未信主前，是一

個事事緊張，人生方向迷失的人。 

在一位親戚傳福音下，參加一個佈

道會而決志信主，亦到過元朗教會

聚會，但當時對信仰模糊不清；在

天恩堂這幾年間，得以清晰自己的

信仰：知道神愛世人，然而世人都

犯了罪，使我們和神的關係隔絕，

將祂的獨生子耶穌賜給我們，道成

肉身來到世界，擔當我們的罪，被

釘十架，流下寶血，洗去我們的罪，使我們得永生，得以和神的關係

和好，祂是要我們有豐盛的生命。 

上年爸爸的離世，雖然有一段時間的失意，但主並沒有離開過

我，有教會牧者和傳道人的關心、有弟兄姊妹的代禱，讓我更加懂得

透過祈禱去倚靠祂，在讀經中更有神的話語幫助自己，祂幫我走出了

情緒的低谷，腓立比書四：六「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藉著禱告、

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神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

督耶穌裏，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神的話語是真實而實在的，它會

安慰和醫治人的心。 

只要我們按著祂的心意而行，不倚靠自己的聰明，心裡認定祂為

自己個人的救主，祂必幫助我們。正如聖經馬太福音六：三十“野地

裡的草今天還在，明天就丟在爐裡，神還給它這樣的裝飾，何況你們

呢? ＂ 所以我會將一切的憂慮卸給神，讓祂來掌管，便會輕省，不會

那麼容易處於緊張的狀況了，因為人所能掌握的事情是有限的，神是

無限的。 

而且信主後，自己的價值觀亦改變了，自己比較內向，現在懂得

多關心別人，對物質的追求亦慢慢改變過來，這些改變不是人能成就

的，是神的幫助。 

願將榮耀歸予主。 

    

  

 

 

 

水禮見證 — 劉美麗 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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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禮見證 — 楊秀粒 姊妹 

    大家好！我是楊秀粒，是

領取雙程證來港的。 

    在 2006 年 8 月 27 日決志

信主，未信主之前是拜偶像

的。2006 年 8 月 1 日到同學家

裡幫忙時，認識了她的家婆鄭

太。當時她得知我為了一些事

而不開心，隔了幾天她在電話

中，問及我不愉快的事情是否

已纏繞了一段時間。她鼓勵我

到教會去，還教我祈禱，亦告訴我神愛我。我沒有考慮便馬上答應

她，我會跟同學一起去教會。 

若果沒有人向我傳福音，我也不會有機會信主，鄭太還向我講述

以前神對她的恩典，現在回想起來是神安排鄭太，這位天使在我身邊

保護我、安慰我、關心我，感謝神的大愛。 

在信主期間，因軟弱而受到撒旦的誘惑，做了些神不喜悅的事

情，更有想過離開神，但神仍然愛並我沒有離開我，神時常透過像我

媽媽一樣愛我的鄭太，用話語鼓勵我。信主前後的我，態度有都很大

的改變，我本來很自卑，是個沒自信又記仇的人，但得到神的眷顧，

回復自信，學懂包容。現當做甚麼事情，主的靈都會與我同在時刻提

醒我。近日有位信奉佛教的朋友問我，信耶穌有甚麼好處？我可以肯

定的回答她：信主有平安、有永生、有神的愛、生活充實。 

2007 年 1 月靜儀姊妹帶我來到天恩家直到如今，現在的我滿有

信心，並努力學習神的話語。以前讀一、二頁書精神上都感到吃力，

故要感謝神給我精神於去年讀畢整本聖經。上主日學、參加婦女團契

及閱讀聖經釋義，神使我有很大的得着。 

我決定一生跟隨神，做神的好女兒！ 



    

  

 

 

水禮見證 — 黎婉芬 姊妹 

 

 

從小就在秀茂坪居住，周邊的人

和事都談不上有甚麼成就，由於

公屋林立四周罪惡頻生，例如有

人吸毒、黑社會聚集及色狼出

沒。最令我難忘的事，就是曾遇

到色狼，當時我 12 歲，兩個女

同學和我一起回家時，其中一位

女同學被一名男子用刀片架著頸部，當時我好驚不停地叫救命，但沒

有人來幫忙，後來那男子聽見好像有人來便逃去。 

所以我覺得這世界很可怕，心靈總有不安的感覺，後來因朋友介紹下

返了佛堂食齋和聽佛經，每當聽完佛經都覺得心裏似乎有了平靜感

覺，但當要面對生活、工作、人際關係時自己總覺很不安的感覺。 

後來向母親說想食長齋，母親極力反對之後就沒有返佛堂了。 

後來妹妹帶我到教會，聽了牧者說：「世人都犯了罪，只要認罪和悔

改，神必赦免我們的罪。」當時我感覺這位神是真的，因為知道自己

有罪的，應該要悔改信主，這時我便決志信了這位真神(耶穌基督)。 

當信了主之後，每日都向神禱告，在聖經看讀神的話語，跟從神的話

而行，真的是有出人意外的平安，使我不再有害怕和不安的感覺。 

因為聖經腓立比書 4 章 6-7 節，告訴我們「應當一無掛慮，只要凡事

藉著禱告、祈求，和感謝，將你們所要的告訴神。 神所賜、出人意

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穌裡保守你們的心懷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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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禮見證 — 劉桂蘭 姊妹 

 

感謝主，讓我有洗禮的機會，正

式成為 神的兒女及播道會天恩

堂教會的一份子。在此能與大家

分享我的得救見證，實在是 神

的恩典。 

 

信主前 
在我讀高小的時候，已認識基督

教，因我的二家姐是一位虔誠的

基督徒，常帶兄弟姊妹們往教會及福音夏令營等；之後亦就讀於基督

教中學，所以對基督教並不陌生，也不抗拒。 

雖然，讀書時聽及不少聖經故事、耶穌行神蹟等，但年少的我從

沒思想其中的真正意義。隨著一路長大，完成學業後投入社會工作、

拍拖、結婚、買樓及生兒育女，過程都一帆風順。 

直至小兒一歲多，發覺有別於一般小孩，又非常活躍，最後證實

他是自閉症兒童。為著讓他接觸多些小朋友，於是星期天開始重返教

會陪他上兒童主日學。 

與此同時，為了全面照顧他，決定放棄工作，接著又與丈夫分

開。雖然，我的性格很樂觀，並沒有因此而怨天尤人，總覺得人生不

如意事十常八九屬正常的；但置身於當時的環境中，只得我一人揹負

重擔，實在感到很大壓力，身心疲憊。 

在 2001 年 9 月 2 日的主日崇拜中，牧師向會眾呼召：凡擔重擔

的人，願意讓上帝作你的救主，並進入你的生命………，當時正在低

頭禱告的我，心裡浮現了許多上帝在聖經裡的說話： 祂無條件的愛

我們，賜下 祂的獨生子給我們，捨身犧牲救贖世人；當我承認自己

是一個無力、軟弱的罪人，求主赦免我的罪，並進入我的心中，這時

我的心情即時釋放，心裡很感動，就舉手決志信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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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主後 

困難及挫折並沒有因信主後而減少，但當我堅信是天父給我磨

鍊，要我從過程當中學習勤勞、耐性、謙卑及順服等；當我讓 祂掌

管我內心，藉著信心的禱告，一切事情交托並倚靠 祂，在 祂引領我 

腳步，心裡就沒有懼怕，因為「我總不撇下你，也不丟棄你。主是幫

助我的，我必不懼怕。」希伯來書(13:5-6) ，並得到「上帝所賜出

人意外的平安。」腓立比書(4:7)  

回顧這些經歷，實在是 祂的精心安排，當我抓緊 祂的手， 祂

已應許我，即使在最壞的情況下， 祂也會讓我得著益處，當中沒有

詛咒，只有祝福，因為 神的話 「我的恩典夠你用的。」哥林多後書

(12:9) 「我來了，是要叫人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翰福音

(10:10) 

感謝主，讓我看到自己的不足。感謝主，透過我的家人、朋友、

老師、主內肢體、社工及同事來幫助我。 

感謝主，聽了我很多禱告，讓我經歷到 祂是一位又真又活的 

神。我的喜樂和平安都不在別處，而是在耶穌基督裹。 

盼望往後的日子，更親近 祂，能成為一位健全的基督徒作 神的

見證及器皿，直到主再來。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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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會禮見證 — 陳美玉 姊妹 

 

 

  感謝我的天父，能夠給我機

會在這裡和大家分享我的得救

見證。 

  在小學六年班那年，我的姊

姊帶我返教會，在主日學裡，

我決志接受主耶穌基督作我個

人救主，並願意認罪悔改。升

上中一那年便接受了水禮。但約在十多年前我離開了神，過著自己的

生活，結了婚後，沒有返教會、看聖經和祈禱。大約四年前丈夫要和

我離婚，那時我很傷心，覺得在世界上什麼都沒有了！感覺無助。但

感謝神，在衪的帶領下，我到了播道會天恩堂聚會，當時幸好有教會

的牧者各弟兄姊妹鼓勵我，凡事不要灰心，只要倚靠神和多禱告，神

必看顧我們，神是信實的，是公義的，是不會離棄我們。 

現在我決定轉會加入天恩堂，成為天恩堂之會友，與弟兄姊妹一

起配搭事奉，盡上會友在敬拜、奉獻和服侍上之責任，共同努力，建

立基督的身體。 

願一切榮耀、頌讚歸予我們在天上的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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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禮的意義          雷振華 牧師   

水禮乃是主耶穌昔日在世時所親自設立的聖禮的其中一個禮儀。其意

義主要包括三方面： 

一﹒水禮的最基本意義乃是在屬靈上與基督聯合 

    始自初期教會，人在施行水禮的時候乃是奉主的名或奉三位一體

的方程式而行。因此，參與水禮的人有象徵「進入主與主聯合」的意思。

這聯合最少包括兩方面：第一，就是與基督的死聯合。既所謂受洗歸入祂

的死，而當我們在死中與基督聯合的時候，我們就能成為其中「好處」的

共享者 —— 向罪死。第二，就是在基督的復活上與祂聯合。因為基督在

十字架上的死並不是最終的目的與結局。基督的死與埋葬就像基督徒參與

在水禮中進入水裏只是一個過程，為的是要表明整個福音的目的 —— 

「叫我們一舉一動有新生的樣式」。因此，水禮其中一個意義就是基督徒

向神表明向義而活的委身。 

二﹒水禮另一個意義就藉著聖靈的幫助向基督效忠並與祂建立一個團

契的關係 

    林前 12 ： 13 節保羅指出：「我們不拘是猶太人、是希利尼人、

是為奴的、是自主的，都從一位聖靈受洗，成了一個身體，飲於一位聖

靈」。從這節經文的三個一字，我們可以看見這節經文所要表達的三個意

思。第一，「從一位聖靈受洗」的意思是代表在聖靈裏，參與水禮的人藉

著聖靈的工作被帶入聖靈的範疇中。第二，「飲於一位聖靈」是代表生命

的改變不單只是外在，更是內在的。顯示聖靈要進入我們存在的最深處。

最後，「成了一個身體」是指我們進入了一種向所有認信主耶穌為主的群

體的一種嶄新的關係中，與整個基督的身子聯合，成為其中忠心與委身的

成員。 

三﹒水禮乃是有確立我們與神立約 —— 過聖潔生活的約的意義 

    彼前三章廿一節彼得指出：「……這洗禮本不在乎除掉肉體的污

穢，只求在神面前有無虧的良心」。在這節經文中的「求」字其實是有一

種信約或承諾的意思。換言之，彼得在此指出，水禮的意義並不是要除掉

人肉體上的污穢，乃在乎受洗者在水禮中向神所作的信約或承諾，就是立

志在神面前委身過一種清潔，無虧良心的生活。             續後頁 



12 

水禮的施行： 

一﹒公開的敬拜 

    水禮既然是人在神在人面前所立的約，因此水禮除了在特別的

情況下，例如受禮人是患了重病或其他合理的原因，否則在一般情況之

下都會在公開的敬拜中舉行。 

二﹒在地方教會施行水禮的意思 

    由於在大使命中（太 28 ： 19-20），教會承受了給人施洗的責

任，因此水禮的施行大多在地方教會的處境下執行。因此水禮除了上述

三方面的意義外，水禮亦有加入地方教會成為會友的意義。 

三﹒全水禮的施行 

    為了要乎合羅馬書 6 ： 3-5 節中所說的水禮是藉著洗禮「與基

督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象徵意義，本會在可能情況之下都會用全

水禮，換言之是將受禮人全身浸入水中，然後讓受禮人在水中上來，以

表明與主同死、同埋葬與同復活的意思。 

四﹒灑水禮的施行 

    遇上老弱或身罹重疾的決志者，若不適合領受全水禮者，本會

會為受禮人施行灑水禮以作象徵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 

五﹒轉會禮的施行 

    遇有信徒原本已在別所信仰純正的教會接受水禮，但若因搬

遷，或跟隨親友或其他理由而願意加入本會，則申請人在經過新會友班

與分享信德，又經本會同工、執事同意之後，可於水禮敬拜中與其他受

禮人一樣被接納加入本會。由於表示對受禮人原先所領受的水禮的尊

重，在一般的情況下，本會不會要求申請人再次接受水禮。惟轉會儀式

亦極具重要的意義，因此禮儀乃表達申請人願意全然投入本會的教會生

活中，盡肢體彼此分享、分擔之責任。 

水禮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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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禮一詞「Βάπτισμα」(Baptisma)，原文上的意思是進入水中或沉在水

中。主耶穌在世時，設立了浸禮和聖餐禮。目的讓每一個相信主耶穌的信

徒在施行水禮的過程中，經歷信仰的真義，『所以你們要施去，使萬民作

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洗（按原文宜譯為施浸），凡我

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在，直到世界的末

了。』（太 28:19,20）。 

浸禮的重要  

主耶穌雖然是聖潔無罪的，卻為我們留下了受浸的榜樣。如經上所記：

『耶穌從加利利來到約但河，見了約翰，要受他的洗。約翰想要攔阻祂

說，我當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這裏來麼。耶穌回答說，你暫且許我，因

為我們理當這樣盡諸般的義（或作禮）。』（太 3:13-15）。 

真正相信耶穌基督是上帝的兒子，是我們的救主，這是受洗的最基本的條

件。但真正的信主是必然有悔改的果子和行為的表現的，人若愛我，就必

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愛他，並且我們要到他那裏去，與他同住。不愛我

的人就不遵守我的道。你們所聽見的道，不是我的，乃是差我來之父的

道。』（約 14:21,23-24）。 

浸禮的意義  

（一）我們受浸時，先停止呼吸，隨即全身浸入水中，是表明我們的舊人

和基督「同死同葬」；接著從水中上來，是表明我們的新人和基督「同生

同活」。 

（二）浸禮也是信徒在眾天使和弟兄姐妹面前，和天父上帝、主耶穌基督

並聖靈立約。在受浸前，牧師會鄭重地公開問預備浸禮的肢體，是否願意

相信耶穌基督為救主，是否願意一生跟隨主耶穌基督。   

（三）受浸者願意在神、眾天使和眾親友及眾弟兄姐妹面前，公開承認自

己是上帝的兒女和基督徒的身份，並願意將自己信主的經歷與人分享。 

                                                                  續後頁 

 

 

水禮分享          陳麗嫻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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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禮的儀式  

（一）牧師會『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浸。』。（太 28:19,20）。 

對受浸者說：『某某弟兄（或姐妹），你已經信從主耶穌基督為你個人的

救主，我現在奉聖父、聖子、聖靈的名為你施浸。』    

（二）牧師將受浸者按入水中，受浸者只需短暫地止住呼吸，臉面向下頭

部沒入水中，牧師隨即將受浸者托起水面，由肢體協助下只要注意身體在

水中保持平衡站穩便可。  

 

浸禮的回憶 

  每次出席浸禮的時候，心中都充滿感恩，因為看見一個又一個的生命

經歷了神的救恩，成為神的兒女，每個生命的背後都有神的作為，想起自

己水禮的日子，不覺已經是很多年前的事了，那是 1983 年 12 月 21 日，一

個特別的日子，我在眾人面對宣認自己基督徒的身份，時間過得很快，不

覺已度過了廿六年，我能夠事奉都是神的恩典，只有感恩，今天慶幸能出

席今次的浸禮，看見人生命的改變背後那位奇妙的神，實在令人讚嘆佩

服。 

水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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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誠邀未信主的朋友出席 2010 年 6 月 6 日 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行之

『紅黑皇佈道會』，好讓更多人明白基督信仰能帶來出路及平安，使

人歸主。 

「藝人之家」、「基督教互愛中心」及「警察以諾團契」於一九八九

年，在紅磡體育館舉行了四場之『紅黑皇佈道會』見證主名、領人歸

主。當年香港正處於政治不明朗時期，人心惶惶，而佈道會正帶出人

生的方向，也為基督教佈道運動帶來新的刺激。 

二十年後的今天，全球因受金融海嘯之影響，人心虛怯，前路茫茫。

適逢三個團契再次聚首，本著上帝賜予三個群體的特色及經驗，我們

再探討舉辦『紅黑皇佈道會』的可行性。經過禱告與共識，我們憑著

上帝給予的信心再去迎接這項巨大的挑戰。 

當天教會有旅遊巴接送及晚飯款待，詳情可向教會查詢。 

2617-3401 陳麗嫻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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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平安！ 

今期已是天恩家訊第三年嘗試和水禮見證集一同刋載，回望以往

的水禮新葡都會有弟兄和姊妹，但今年很特別的全都是姊妹們，轉會

的也是一樣！ 

從這幾位姊妹的見證當中，給我另一個發現，原來她們(桂蘭、婉

芬、美玉、美麗)大多數都是由家姊、細妹、親戚帶返教會或傳福音之

下信耶穌，而秀粒姊妹就因為認識了同學的家婆，得到關心和鼓勵而

返教會。 

總括來說，得出一個很有趣的小小結論，從她們信耶穌開始至到

接受教會水禮的進程，好像都只是姊妹的事宜，完全看不見有弟兄的

參與。 

看來，弟兄們真的要加把勁！無論係帶人信主抑或傳福音。相

信，愛我們的主耶穌都會同意！ 馬太福音 28 ： 19 「所以，你們要去

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靈的名，給他們施洗。」 

最後，在此祝福今年接受水禮或轉會禮的姊妹們，願主耶穌基督

的恩常在妳們心裡，阿們 ！ 

 田偉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