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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聖 教 會 

洗禮暨過會禮程序 

 

 

   主  席：唐灌球執事                   主禮及證道：周志豪牧師 
 

   統  籌：劉卓輝傳道                   司     琴：鄧淑儀執事 
 
 

唱 詩 -------------------------------- Celebrate ------------------------------- 會 眾 

同頌慶主恩典，救主深恩今已彰顯， 

賜與新生的愛，全屬我們。 

王啊我要高歌，你賜歡欣使我要高歌， 

歡呼歌聲全獻給你，高聲歡慶頌讚。 

同來共 Celebrate, Celebrate，歡呼都歸你， 

歡呼都歸於我的主； 

同來共 Celebrate, Celebrate，歡呼都歸你， 

歡呼都歸於我上帝。 
 

祈 禱 ---------------------------------------------------------------------------- 主  席 
 

唱 詩 ------------------------- 獻給我天上的主 ------------------------- 會 眾 

在我心中有千百萬心聲，來呈獻給我天上的主。 

願讚美崇揚都一一歸給你，主你是偉大完美。 

在我心中有數不盡感恩，來呈獻給我天上恩主。 

願見證傳揚主恩典多麼美，感激你常顧念扶持。 

齊真心呈獻讚美給你，盡我心意頌唱每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敬拜永遠歸給你，為你我獻上頌讚。 

為你我獻作活祭。讓我永化作活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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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經 ----------------------《歌羅西書 2 章 6-7 節》--------------------- 會 眾 

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

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

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訓  勉 ----------------------------「遵主而行」---------------------- 周志豪牧師 
 

唱 詩 --------------------------- 十架為我榮耀 --------------------------- 會 眾 

1) 求主使我依十架，在彼有生命水， 

由各各他山流下，白白賜人洗罪。 

2) 我與主同釘十架，和祂同葬同活， 

今基督居住我心，不再是我活著。 

3) 我立志不傳別的，只傳耶穌基督！ 

並祂為我釘十架，復活作救贖主。 

4) 我願意別無所誇，但誇救主十架！ 

世界對我已釘死，我以死對待它。 

副歌：十字架，十字架，永是我的榮耀， 

   我眾罪都洗清潔，惟靠耶穌寶血！ 

 

過會禮---------------------------------------------------------------------- 劉卓輝傳道 

「 陳國樑、歐陽敏儀」 

(受洗教會：宣道會北角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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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徒信經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 

創造天地的主； 

我信我主耶穌基督，上帝獨生的子； 

因聖靈感孕，由童貞女馬利亞所生； 

在本丟彼拉多手下受難， 

被釘於十字架、受死、埋葬、 

降在陰間；第三天從死人中復活； 

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邊； 

將來必從那裏降臨，審判活人死人。 

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會； 

我信聖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體復活；我信永生。阿們。 
 

施洗禮 --------------------------------------------------------------------- 周志豪牧師 

(受洗次序：林凱燊、高子晋、宋佩恩、 

黃惠淇、徐美蔚) 
        

見證分享 --------------------------------------------------------------------- 受禮肢體 
 

致送紀念品 --------------------------------------------------------------- 鄒振國執事 
 

唱 詩 ------------------------------ 全因為你 ------------------------------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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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人生像演戲，回看這生精彩，因有你， 

人在世永恆何在？或如流星閃耀掠過， 

是你令我人生找到靠依。 
 

死蔭幽谷中，你伴我過渡，歡欣裡，風光裡你共我同在； 

當身處孤單傷痛，來擁我入懷，你是我神，是我奇妙救恩。 
 

全因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 

無論我壯如紅日，或如黃昏般漸漸老，是你令我如鷹般高飛。 
 

全因為你，令我一生都佳美，你令我生命從空虛，化做傳奇； 

唯獨你是我拯救，我總不至死，直到永遠，從心底讚美！ 

 

祝  福 --------------------------------------------------------------------- 周志豪牧師 
 

報 告 --------------------------------------------------------------------------- 主  席 

 

~ 禮 成 ~ 

（道賀、拍照） 

 

 

 

 拍照程序  

1) 受洗肢體與主禮人及執事同工合照 

2) 過會肢體與主禮人及執事同工合照 

3) 所有受禮肢體與主禮人及執事同工合照 

4) 自由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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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凱燊 
  

  大家好，談到我的信仰，我從

小就已經開始返教會。但論到真正

認真思考信仰，就應該是升上了中

學的事。有時候回望自己的生命，

都會發現上帝一直以來有很多的工

作⋯⋯ 

話說在今年六月，我學校很難

得地可以有全個中四的遊學團，老

師們很好，讓我們晚上都可以跟其

他人玩樂，只是定下規矩過房只可以到十點半。不過人總是不喜歡聽

從規矩，最後到了十一點仍多有偷偷地過房，可惜紙包不住火，訓導

主任突然查房，害怕的我立即躲起來，幸好沒有立刻給發現，然後我

偷偷找避開老師的路線，最終安全返回房間。在這過程中，我的心十

分慌張，害怕到就算返到房間也冷靜不了，第一次做錯事有那麼大的

罪惡感。突然，老師按鐘，問我們剛才到哪，開頭我的同房為了保護

我，就自己扛下罪名，說我沒有參與，我只沉默點頭，後來老師再三

追問，在十分嚴厲的環境之下，我害怕得將所有真相都告知。 

之後老師就與我們有一段訓話的時間，因為我犯了規，暫停了我

在學校制服團體的職務，甚至建議學校團契把我團長的職位除去，那

刻我開始明白犯下罪的嚴重性。我身為一個基督徒，更不要說是團契

受洗見證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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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長，在部份同學都有遵守規矩的時候我竟然沒有聽從老師的指示，

覺得自己根本就很壞，愧對神。這時訓導主任說了一番話：犯錯不是

問題，而更重要的是面對犯錯時候的態度。我忽然覺醒了。其實每個

人都會犯錯，即使信了主亦會做錯，而一般人面對犯錯都很怕承擔責

任，又或者一次又一次放縱自己，容讓自己去犯罪，就像我犯了規後

都很怕被人發現，想盡辦法去隱瞞，希望經過今次只是勸勉自己不要

再犯就算了。但主不是這樣教導，他是公

義的神，犯下罪的工價乃是

死，經過今次的犯錯，我學會

了要認罪，這才是真的悔改，

犯下罪並不要緊，因為上帝很

愛我們，願意饒恕我們的過

犯，但最重要是向神認罪，然

後勇於承擔責任，願意悔改，這

才是上帝的心意。 

第二件我很想分享關於學校福音週的經歷。上年學校福音週的主

題是"in him we can"，記得有一次早會，台上的老師帶敬拜，唱"勇敢

走出去"，我還記得當中的歌詞是這樣：「主你要往那裡走，我就跟你

走，讓世界聽到我們敬拜，我們的禱告，讓復興從我們開始，將主愛

帶到人群中」。我深深被歌詞所感動，而台上的老師都很大膽地邀請

願意認耶穌為主，一生跟隨祂的同學勇敢站起來，當時我的心跳得停

不下來，心裡在想，是時候了。但原來要在一班未信的同學面前站立

真的需要很多勇氣，經過連番的掙扎，我忽然想起彼得三次不認主的

故事，感受到主好像問我：你愛著我比這些更深嗎？最後我決定站起

來，還成為禮堂中第一個站起來的呢！ 

其實經歷神的事情還有很多，每一次當我遇到挫敗或不開心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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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是靠上帝的開解。曾經有問我：「你那樣堅信上帝，不怕現實的生

活把你的信仰磨蝕嗎？」我會這樣答：「信仰是要靠生活去經歷的，

縱然信主的路不易行，而且很容易犯錯，但無論如何，上帝總是最清

楚你，明白你的人，而當你選擇相信，你所得到的是超乎你所求所想

的。而且有很多困境或難關，靠自己真的會感到無力，即使倚靠自己

的聰明或能力只會跌入罪裡，好像葡萄樹的枝子離開神會被掉進火裡

燒了，然而只有靠著我們的大葡萄樹—天父上帝，這人才能夠多結果

子。」 

最後，十分感謝上帝給予一個洗禮的機會，讓我可以更堅定自己

的信仰，雖然在信仰上還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例如都未必勤力去讀

經，未必是一個很好的見證，但經過這次洗禮，我希望能夠跟上帝有

一個承諾，就是盡力愛主去回應上帝的愛，將一切榮耀都歸給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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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子晋 

  

我的家庭成員都是沒有信仰背景的，本來我是沒甚麼機會去接觸

福音的，但幸運的是我小學是一間天主教小學，從小我就開始接觸基

督教信仰的基礎，例如背誦主禱文、謝飯等等。但對於年少的我來說，

我根本就不了解這些行為的意義，只當作是例行公事。 

 直到中學的時候，我進了一間基督教學校，有聖經科，早會亦有

唱詩歌的時候，思想開始成熟的我有想過為甚麼要每天早上唱詩歌

呢？有甚麼意義呢？令我開始對這個信仰有興趣的，是我的一些信主

的高中同學，我當時是一個比較自我的人，大部分事都會以自己的利

益或是想法行先，但我認識的信主同學卻是相反，常常把別人的位子

放得比自己高，可以做到謙虛對人，為其他人服侍，對當時的我來說

他們的無私是一種很大的刺激，對於和自己同齡的少年可以這樣活出

主的道，令我開始注意這個信仰的力量，我很慶幸我可以遇到他們這

樣謙卑的基督徒，感謝你們，感謝神。其間，同學都一直有邀請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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佈道會和教會裡聚會，雖然我都有去過不同的教會聚會，最後我有感

動決定穩定的在中聖裡聚會。 

 一開始在中聖，我是在安得烈組裡成長的，雖然當中亦有同年的

同學，不過大多都是比我年長的組員，本來對我這個比較怕生的人來

說我很容易就會在這種環境裡退縮，但幸福的是我有兩位很關心我的

組長，如果沒有他們對我這個小苗的悉心栽培，我根本就不可能在中

聖裡生根。所以我很感激他們，感謝神你讓他們成為我的栽培者。接

受了他們的栽培後，我便在學校的一次福音聚會裡正式決志成為基督

徒。 

 回顧我一直以來在信仰的道路，才發現自己一直都是靠著別人的

啟蒙和教導才有機會成長過來，感謝主可以讓我在信仰路上遇到他

們。本來我信主就是希望可以改變自己，讓自己可以有他們的影子，

可以甘心去委身服侍他人，所以我希望自己可以有一丁點的進步，亦

願主可以與我同在，令我成為其他人的榜樣，活出你的樣式去感染他

人，正如當初我受人感染而走上你的道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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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佩恩 
  

首先我很感恩，因為

縱使我多麼的不完美，時

常任性和犯錯，但神仍然

會透過許多方面來引導我

走正確的方向，讓我知道

就算我的過失有多大，只

要願意承認是他的兒女和

認罪，他便會寬恕我的過

錯。說實話，上年參與 14 年的洗禮時，真的沒想到自己今年便要洗

禮了，至今還有一點點難以置信的感覺呢！相信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

也認同這一點。其實最初我也覺得只返了 2 年教會，而且在生活習慣

上也不完全活出他的樣式（不會每天讀經、靈修、飯前祈禱），洗禮

這事怎會輪到我呢？ 

所以當初只是受傳道人邀請

參加洗禮班而去的，而且他說了一

句：參加洗禮班又不一定要今年洗

禮的。所以我便抱著一試無妨的心

態去上課了。到真的要決定是否洗

禮的時候，其實我真的非常猶疑，

因為我覺得自己不夠好，還沒到應

該受洗的時機吧，而且教會內比我

好的弟兄姐妹也還沒洗禮喔，為什

麼是我呢？最後我問了許多認識

主比我更久時間的人到底我該洗

禮嗎？得出的答案是只要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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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感受到他的救贖，在生命中經歷到他，你就去吧。這時我終於明

白到神看人，不像人看人的道理，信仰最注重的是你追隨他的心，而

非外在的行為。所以我最後還是選擇踏出了這一步。 

其實自我懂事以來我就知道有耶穌這個人的存在，這當然跟大眾

慶祝聖誕節，復活節氣氛濃厚的關係吧，而我家並無宗教背景的。節

日的由來我就知道，但基督我卻小學才意識到他的存在。然後升中時

自己要在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學校中選一所，我還是選了基督教學

校，感受神的大愛。起初聽學校的早會週會時我還覺得這個神這麼煩

的，那麼多的東西要世人遵從，唉真的囉嗦的。卻沒發現其實一切一

切也有他的安排，若沒有他兩年前會有人邀請我返教會嗎？今天會在

這裡洗禮嗎？所以真的很感謝他，為我預備許多美好的人和事。還有

高低起跌，這讓我知道何時要感恩和禱告，追隨他學習他的樣式。 

最後，透過今天的洗禮，希望可以讓我身邊的家人和朋友清楚我

在信仰中的選擇—我真心真意的選擇耶穌基督為我的救主。在往後的

日子，我希望努力的追隨他，保持單純的心，讓身邊的人能從我身上

看到他的樣式吧！因為能做出基督徒的樣式也是很重要的，這可以令

身邊的人願意親近他，而我知道這是我需要努力的地方（應該許多認

識我的都認同吧？）所以，縱然有許多的問題，我也不能夠放棄。因

為我相信上帝會賜給我勇氣來面對這一切，比如即將面對的文憑試。

在盡好自己最大本分，問心無愧的同時，我會放心放手的交託，相信

他會指引我走最適合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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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惠淇 
  

大家好，我是黃惠淇。比起得救

見證，我更想說的，是我想要受浸的

經過。我是在 2013 年 9 月 30 日決志

信主的，那時的決志是很震憾的，故

我一直堅信，時候到了，神就會再一

次以這種方式，告訴我，要去受浸，

如同當日神叫我信主一樣，我會再一

次經歷這份感動，這種震憾。 

過往，教會許多的長輩屢次邀請

我參加洗禮班，我屢次的拒絕，縱使

他們告訴我，浸禮跟決志不一樣，不

一定會有這般震憾的感動，我卻堅信，既然我是需要一份感動，神若

要我受浸，自然會給我一份感動。 

在大學裡，一位我很尊敬的老師，曾對我說過：「人做一個行動

前，常有很多的顧慮，不敢踏出第一步，但其實一個行為，若沒有甚

麼很嚴重的後果，為何不做?」這位老師說的並非信仰，卻引發了我

的思考，我一直問自己為何要浸，為何不問自己為何不浸？既要做基

督徒，浸禮是很自然的事，我為何不浸呢？ 

往後，在一次崇拜當中，我忽然想到，我一直要一份很震憾的感

動，才願意受浸。我像是在捧着一個盆，我傾斜那盆，要接住從神而

來一份很大很大的感動，感動接得夠多、夠深了，我才願意把盆放平。

可我從沒想過，我若不把盆放平，我又怎去接住更多的感動呢？我若

不先張開雙臂，我要如何捧得住更多從神而來的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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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所說的都是些較理性的領

受，最後，我要說那驅使我想要受浸

的「導火線」。從我信主那刻起，不

管遇到甚麼困難挫折，心裡總是充滿

平安。但在這一年，我跟神的關係很

差很差，不單是沒有讀經、靈修，就

算我有恆常返教會、事奉，我卻只有

軀殼，心已不在了。我感到我的生命

很墮落，找不到那份平安，找不到

神，老是在罪裡打轉，屢次悔改，屢

次犯罪，有時會覺得，再次求神原

諒，是很厚面皮的事，我不再因基督

徒的身份而自豪，反而感到羞愧，我從沒想過，沒了神，我會變成怎

樣。 

但我體驗夠了，墮落夠了，我確實知道我不可以沒有神，我要找

回我的神。當我這樣想的時候，就想起浪子的故事。一個兒子拿了父

親的產業，之後就離家出走，花光所有，後來落得苦況，寧願當個僱

工，也要回到父親身邊，我就像那浪子一樣，離棄了神，令神失望，

但我要像那浪子，縱使厚面皮，很無恥，我也要回到神的身邊，我知

道，並確信神會像那父親一樣，不但不嫌棄我，更會跑過來我身邊，

抱着我的頸項，與我連連親嘴，衪必喜悅我。 

我要找回我的神，我不要因魔鬼撒但的攻擊而離開神，我要因此

而靠緊神。面對這些攻擊，我雖曾軟弱，但我將要變得堅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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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美蔚 

 

我一向很怕決定事情，因為我是一個猶疑不決、三心兩意的人，

常常拿不定主意，又總是在下決定後感到後悔，決定受洗亦不例外，

直至洗禮班完結，我也遲遲未答覆劉傳道。起初我覺得要洗禮首先要

有穩定的教會生活，我未肯定自己是否真的能做到恆常出席崇拜、小

組，但跟弟兄姊妹傾談後，他們告訴我正因為教會生活不穩定，就更

要受洗，回應上帝，讓自己對信仰更有責任，更肯定告訴別人自己是

基督徒。既然我相信上帝是掌管我生命的主，相信祂會安排一條最合

適的道路，我知道受洗這一步也必是祂計劃中的一步，既然上帝已經

幫我決定了，我又何必再自尋煩惱呢？ 

回想起自己的人生，很慶幸沒有在人生中遇過什麼特別大的巨

變，但人生道路也稱不上平坦，跌跌撞撞，不如意不順心的事十常八

九，小學大部分朋友中學考上第一志願，而我只有第五志願，中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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績更是連入大學的最低門檻也未達到，令家人失望。 

灰心沮喪總會有，但全部所謂的難關都渡過了，想起其實只是一

粒微塵，反而靠著這些經歷我可以倚賴神信靠神，更深感到人的能力

的確很有限。「上帝是信實的，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在

受試探的時候，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叫你們能忍受得住。」哥林

多前書 10:13 是一節我很喜歡的經文，相信大家都聽過，這節經文可

以給人很大的支持，試想想，上帝要你遇到危難，但這些危難都經祂

精心計算，祂從不會計錯數，即是所有難題只要靠著神你一定可以戰

勝，這不是很「屈機」嗎？ 

在 人 生 的 二 十 多 年

裏，遇過的人很多，聽見別

人分享的人生經驗也很

多，我明白到人與人之間的

關係雖看似堅固，其實可以

如此脆弱，在所有關係裏你

可以被任何人取替，朋友間

為利益可以互相出賣，伴侶

可以出軌背叛，親人也可以

為金錢反目成仇，這些事都

讓我看清楚我要追求的應

是與神的關係，唯有天父不

會離棄，祂的愛才是永恆。

要回應上帝，要更深入追求

上帝，我知道受洗是最基本

的一步。 



19 
 

 

 過會見證分享  
 

陳國樑、歐陽敏儀 
  

 

不經不覺我同 Kelvin 已經在中聖教會聚會超過兩年半。這刻我對

中聖教會的感受就如詩歌「可愛的家」中的歌詞所寫： 

只要踏進這個家，便覺天倫愛可嘉， 

彼此相體恤語中多關注，愁悶一概拋下， 

可愛是這一個家，愉快溫情滿一家， 

主恩比春暉暖於心窩裡，寒夜不會懼怕， 

有勉勵，沒責罵，不見衝突不吵架， 

沒疑慮，沒埋怨，互愛真誠不虛假， 

溫暖是這一個家，互勉關懷最可嘉， 

縱使多委屈踏進家中去，愁盡解怨盡化。 
 

在這個家中，有我的親友、辛

勤服侍的傳道人、同工及執事、不

同年齡愛主的弟兄姊妹，彼此的關

心都深深印在我心。其實當初只想

來探訪一下姨丈及慧姨所返的教

會，未有考慮去留的事。再者我與

Kelvin 在大教會𥚃成長，會否適應

新環境？是否可以融入這個家庭

中？最重要的是否神的安排呢？ 
 

我記得曾經在一次崇拜中無意

間說出這句話「究竟神要我來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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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甚麼呢？」因此我便祈求天父給我明白祂的心意。往後的日子，我

感謝主讓我的靈命有成長、又能在不同崗位上事奉神、同組員的關係

漸漸加深、與弟兄姊妹也多了接觸。我終於明白這裡是讓我可以同時

領取及付出「愛」的地方。 
 

回想起來，我於童年時曾經有數次跟著慧姨返母會參加崇拜及見

證她的婚禮，亦在三年前陪伴過患病的弟弟到母會參加唯一一次的崇

拜，想不到今天我終於正式加入這個家，成為其中一員。 
 

開始構想這篇分

享時，我腦海只出現

了三個字「愛：回

家」。是天父不離不棄

的愛把我尋回；是主

耶穌犧牲的愛把我贖

回；是聖靈以馬內利

的愛把我重生。感謝

讚美主如此深恩厚愛

這個大罪人✨羅馬書 

5:20 下：「只是罪在哪

裏顯多，恩典就更顯多了。」 
 

今天我心滿載著主無比的大愛踏進這個可愛的家，盼望在往後的

日子我可以跟每一位家人有更深的接觸、更多的付出，亦懇請每一位

家人要多多指教我，特別在我身心疲累、信心軟弱之時。 

 
敏儀（Maria）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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