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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有华弟兄 

我本身是在佛教环境中长大，以前小时候和父母

住在沙巴州。因为我很调皮所以父亲也带我过去，在

那里渡过了 6年的读书光阴。我曾经在沙巴看过基督教

的活动，可惜爸爸不让我去参与，因此就错过了认识

耶稣的机会。六年后我回到西马继续读中学，我读完

中五就出去外地工作。工作上的辛苦大家都很明白。工作了几年、所累积

的经济也好不到哪里去。感觉自己白忙了辛苦了那么久，也找不到人生的

意义是什么，只感觉到生活上的一切都非常虚空。由于城市的工作所带给

我的压力和忧伤，我决定回去自己的家乡，找一份简单的工作好好地生活。

直到我在立卑工作时，由于工作的关系，我接触到某位信耶稣的客人。我

从小就很想认识基督教的信仰，我趁这机会和她分享，之后她就联络某位

弟兄与我联系，并邀请我参加教会的青少年团契。感谢神，我终于有机会

认识了这个信仰。 

透过认识基督教，我终于找到我人生最大的意义。原来在地上的生活

只是短暂的，信主的生命却有永生。我明白原来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祂以祂的宝血洁净了我的罪，三天后已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地活着，

再也没有第二次的死亡。 

我愿意相信并承认耶稣是那位为我罪受死、宝血洗净我罪的神。我也

相信祂已从死里复活，现在任然活着的神。现在我活在这短暂的世上，不

在重视所谓的发财，荣华富贵，一帆风顺等等的情况。因我知道，我们来

到世界是空手而来，最终将会空手而离开世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 

现在，我要藉着洗礼，与基督一同被埋葬，一同与基督复活！从今以

后，我要靠着基督所赐给我的能力顺服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我逃

跑了。愿我的一生可以荣神益人，荣耀主名。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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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有为弟兄 

小时候我不喜欢学习，导致小时候的考试成绩很差，

但是一想到父母辛辛苦苦的供我读书，我很想努力读书，

但是一到隔天又变回原型，当时还很讨厌很讨厌读书，

也觉得读书没什么兴趣，只知道体育课是我的快乐，当

然也不是没学到知识，有时也会专心上课，但是很少时候会专心，有可能

也是要看我的心情吧。虽然偶尔可以专心上课，但是没有回家复习，这也

是导致我学习成绩差的主要原因。  

在美里，4，5 岁曾接触教会，上过主日学。但不了解福音。小时候，

婆婆也教过我祷告神，当时以为这只是一个宗教信仰，和我没太大关系，

我就只是跟着我的婆婆的指示做。到我 6，7岁或更大一点，我就很少接触

教会，但是我还是不会忘记我自己是基督徒。到我 form 3 的时候，我就被

我父母带去忠主堂这个教会，来主日学，到我 19 岁现在，准备洗礼的时

刻。我很幸运又被拉回来了这个大家庭，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上帝赐给我的

一个福气。在忠主堂参与少团，慢慢对耶稣有更多的了解。了解耶稣基督

为我们受难受死，这是我信主的原因。随着我越来越多次在教会听讲道，

我慢慢了解圣经里的故事。慢慢的我就开始信主了。感谢耶稣愿意为我的

罪死在十字架上，受死并埋葬。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因为祂是我的主，我

对未来充满信心。  

以前我的成绩很差，但是我有祷告祈求上帝让我的 SPM能够及格，这

个祷告过后，我回家居然打开了我考试必须复习的资料，那时我感觉有什

么东西在支撑我让我学习，不想放开我手上资料的那种状态。当然这个状

态也只是持续 1 小时半吧，过后就玩自己的手机，后面就没了这个状态。 

过后，到了要考 SPM的前一个小时，我居然还是很放松，我到了我的

课室，我肯定拿起我的书但是没过 15分钟，我就放下了我的书，然后偷偷

的拿我的手机出来玩。我现在想我那时到底有多大的勇气玩起我的手机，

而不是拿起书抱佛脚。到了考试的时候，我不忘为我接下来的考试祷告持

续了几天。过后一天一天的过去，我的考试结束了。 过后的放假，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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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份眼睛店工作。那段时间我一直在等我的成绩。突然有一天，我朋友

在我买午饭的时候打电话给我，和我说考试成绩出了。当时的身体不由自

主的紧张了起来，我一边输入拿考试成绩的资料，一边祷告希望我的国语，

历史和数学能及格就够了。大家都知道国语和历史如果不及格的话是读不

上大学的，所以我一直重复的想上帝请求我能及格。当我手机里的成绩资

料打开了过后，我突然愣住了，我还擦了擦我的眼睛。因为我惊讶的是我

全科及格。这是我信主那么久以来我最记得的事情。过后我就非常开心的

把这个我觉得有史以来最好的消息通知给我的父母，回到家我的父母也觉

得这个成绩他们还满意，我的心中也放下了这块石头，因为我没辜负父母

的期望也没辜负父母一直以来赚钱的幸苦，没有我父母以前所说的把钱丢

进大海没任何用处。  

到了这里我就开始选择我的大学，我选择了 Inti 大学的 Business 科。

其实我也不知道自己要选什么，我向上帝祷告希望可以尽快的想到我想要

选择的科目。到了我躺在床上要睡觉的时间，我还在想这个问题。我突然

间想到未来有什么科目是大多数公司都需要的，那就是 Business。因为没

有商业思维，你永远都做不到老板，你只能做个用时间赚钱的员工。所以

我选择了 Business 这个科。之后我的挑战将是拿下 Degree 的学位。这就是

我信主的改变。虽然现在偶尔还会焦虑害怕我这个大学考试不及格，但有

主耶稣，我不会害怕。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主耶稣的手中。我只要在困难时

透过祷告向祂寻求帮助，祂会应允我并帮助我。 
 

2. 谢譞颖姐妹 

我的家庭有点特别, 因为我妈妈是基督徒而我爸爸是

佛教徒。他们都希望我跟他们有相同的信仰。所以从小

到现在我们在信仰上会有冲突。在我信主之前我是个很

怕黑很怕鬼的人和不相信神迹的人。我第一次接触教会

是因为我妈妈。她一直在寻找适合的教会。所以从小我就去过一些不一样

的教会。在我六年级时我来到忠主堂，我也开始认识主。在教会的这几年

我听了许多神的道，有参加侍奉，但是让我决定信主是因为我参加少年

营。那次少年营的活动中我知道神就是光，祂在黑暗中指引我，而祂能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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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魔远离我。我就相信神是唯一的主。在我信主后我发现我没有那么的怕

黑，也不怕恶魔。 

 

3. 蔡恩环姐妹 

我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里长大，从小参与儿童主日

学。升中学后，我参与少年组并在中学毕业后至今参与

职青组。感谢上帝让我能够在教会里长大，认识祂并了

解基督教信仰。 

经上说：“惟有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罗马书 5:8）每一次观看耶稣钉十字架的影片时，我

都会很感动，也会想，为何神会如此爱我？耶稣基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

上，赦免我一切的罪，且赐我丰盛而永恒的生命。以前的我害怕死亡，但

圣经告诉我基督已战胜死亡，让我可以得着永生的盼望。 

我习惯靠着自己的能力做事或面对困难，但上帝让我知道祂一直与我

同在，并且是我的力量，所以我无需独自面对一切挑战，并且可以时时寻

求祂的帮助、力量与平安。上帝也让我知道在面对难处或沮丧时，我可以

坦诚向祂倾诉，也能在祂面前坦诚自己的软弱，把一切重担交托在祂的手

中。因为信主，我有了倚靠，且时时经历着圣灵的平安。 

2020 年，我是中五 SPM 考生。然而，考试因疫情再三延期，使我感

到迷茫和压力。当时，上帝让我学习在祷告中倚靠祂、仰望祂，也感恩教

会的弟兄姐妹多次为我们 SPM 考生祷告。感谢神赐给我好成绩，并让我

知道考取好成绩能够荣耀祂。感谢上帝使我经历祂的带领，让我清楚知道

祂是垂听祷告的神，并且所有事情的发生都有祂的旨意，也必有祂的出路

与带领。 

 感谢上帝的恩典与同在。愿我一生跟随祂、事奉祂，并过合祂心意

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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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蔡恩卉姐妹   

我从小就在基督教家庭中长大。虽然上过许多的主

日学，也参加过很多届的儿童营，却还是对上帝有着许

多的疑问。我不知道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也

不知道基督教这个信仰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那时

候，我很怕黑，怕鬼怪，常常幻想着电影里的情节会不会发生在我的身

上。十三岁时，我步入了中学时期，同时参与了少年组。我开始在教会学

习服侍，在儿童主日学帮忙。 

有人告诉我上帝比魔鬼厉害，祂有能力赶鬼。那次之后，我开始学习

在害怕的时候向上帝祷告。每当想到上帝在我身旁，我内心就会有平安，

也不再感到那么害怕了。我常常看到一句经文：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

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祂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 3 章 16

节）耶稣为了我被钉在十字架上，祂的宝血洗净了我的罪，使我得救。 

感谢上帝与我同在，让我从小就认识祂。愿我在祂的爱中不断成长，

成为讨祂喜悦的人。 

 

5. 林钰佳姐妹 

      我叫林钰佳, 今年 27 岁, 来自非基督化家庭。因为顺

从的性格, 从小就随父母信佛教。其教导我们多做善事的

人死后会上天堂, 而做坏事的人会下地狱。每次见到老一

辈的亲人离世时, 我便在想他们会去哪里？也很惧怕死

亡。另一方面,  因为小时候鬼故事听多了,  经常害怕独处和黑暗的地方, 尤

其是酒店这种闹鬼的地方, 去哪里都要和姐姐一起。 

几年前有个晚上, 我和我姐去茨廠街吃甜品, 因为很多车, 我们难得找

到后巷的停车位。当我们下车时, 有位印度人要向我们征收停车费, 我姐认

为他是想骗钱的, 就直接走向我们的目的地。可在这个过程中, 我一直都感

到不平安和担心, 也吃不下。我再看看我姐的脸, 一副淡定没事的样子, 就

问她为什么能够那么轻松平静。她马上回答因为有耶稣在心里,  祂是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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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的神。回程中, 我姐就一直和我谈讲耶稣。之后我有幸参与小组的旅行,

在怡保的名宿, 听了黄传道的分享和他帮我解决一些华人传统与信仰问题

后, 我便决志信主。 

信主后, 我依靠主耶稣不再惧怕,  因我知道死后会去哪里,  所以心中有

平安。此外,  透过每天阅读圣经, 提醒我爱人如己,  我学会主动帮助他人,  

人也变得开朗许多。有困难的时候,  可以向耶稣祷告、倾诉,  重获力量。

最后, 因为耶稣,  让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我要永远追随祂。 

 

6. 林世芳 Iveen 姐妹 

我是林世芳(Iveen)，来自忠主堂。我 50 年来都是无

神主义者，自从我小叔和我姐过世后， 让我醒悟到一个

人必须要有宗教,  因最终都要有一个葬礼仪式。唯一基督

教的仪式是最简单,  而且可以上天堂与主相见。我姐也是

基督徒,  在追思会认识了黄传道和弟兄姊妹们,  我就打电话给 Remy 姐妹带

领我，就这样去了教会崇拜。那感觉好像一家人好温馨,  弟兄姐妹们团体

互相关怀与帮忙。肢体的团结也是最好的福音见证,  当初只是抱着一个葬

礼仪式的观念是错误的。 

在未信主前,  我的脾气比较暴躁和太自我为事,  所以都会搞到吵吵闹

闹的生活。但认识了主耶稣,  领悟到属灵生命是需要持续不断悔改和成长

的。不管是顺境或逆境主耶稣都会看顾,  让我有盼望和真正的平安。 

我愿意打开心门让耶稣作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 

 

7. 何健忠弟兄 

我是何健忠，来自忠主堂。我是道教家庭里生长,  但

对于宗教我只是随从家人吧了。没有去注重宗教。直到我

老婆要去教会, 我怕她走向极端 (因听信外人所说的),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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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从她去教会,  但一切都不是如此,  感觉在教会里有主耶稣的一切话语,  肢

体们团结好温馨。  

信主前，我从中学就得了烟瘾。每次家人都劝告,  但都戒不成。总觉

得家人很烦。信了主之后,  靠著弟兄姐妹们的代祷和听了主耶稣的教导,  

让我靠着主耶稣的力量,  让我戒烟成功了。 就这样深深的感动了我的生

命。我愿意跟随主耶稣。 

 

8. 邝滢滢 Meira 姐妹 

        I grew up in Sunday school back in China and Glad 
Tidings Klang.  My parents were Christians and brought us up 
with a belief in Jesus.  I think being in Sunday school helped 
me understand who Jesus was and what he sacrificed along 

with other biblical figures.  So I had already known Jesus was truly the son of 
God and we’re his children.  I enjoyed listening to those stories but as I grew 
older,  sometimes it’s easy to forget especially when you have commitments 
and a multitude of other activities and school assignments.  I think it was the 
lowest point of my Christian life,  but God has helped me in so many ways from 
getting scholarships to ease my family’s financial burdens to always leading me 
towards him with friends and other people in my life. Although I am not very 
experienced and might make mistakes,  God has given me support time and 
time again and have led me to serve in university.     

        Maturing in my faith is my next goal in life and to grow in the spirit of 
Christ as I go through different life stages. Thank you！ 

 

9. 蔡佳妤姐妹 

我从小就出生在拜拜的家庭中。大概 5 岁时，爸爸开

始接触到基督教然后相信主。 爸爸信主后的变化很大，

让我慢慢地相信有神的存在。慢慢地，我也参加儿童主

日学。我觉得在儿童主日学很开心，很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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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四年级时来到忠主堂。 一开始一定很陌生，毕竟没有认识的人。

但是，很值得感谢主的是忠主堂的弟兄姐妹都很好，让我很快就熟悉这个

教会。我也感谢主，一开始来到这里有 EnHuan EnHui 来接触我。 到现

在，我们都是一直玩在一起很好的朋友。慢慢地，我开始在儿童主日学当

小助手小老师， 然后帮手，再到现在当老师。这 一切都是神的安排，让

我可以在儿童主日学有一个机会去帮忙。但是，在去年 MCO 的状况下， 

我们有一个儿童 Fun & Word 的活动，就是让小孩子们线上一起玩的时

间。当下我其实很压力，因为线上游戏真的不容易，再加上我们都是完美

主义者，所以真的很想要把每一次的游戏都做到很好玩，让小孩子可以完

全投入。 每一次的活动都让我们很紧张，所以我们只能祷告靠神来帮

助。感谢上帝都有在听我们的祷告，总是可以让我们有 idea 去完成每一次

的服事，也让小朋友们都玩的很开心、 很投入。 每一次看到他们投入、

很好玩的样子，我都觉得很开心、很值得。 

到了今年吧，有一个很大的计划就是我搬家了！但是，搬家的过程

当然也不容易，因为要一笔开销啊!  爸妈要烦很多东西吧。一开始去看几

间屋子都没有什么让我们很满意的。直到我们看到一间屋子，我们简称 7

号。去看的时候整个设计让我们全家人都很喜欢。但是，因为是全新的屋

子，如果要住就需要一大笔开销，家人也在烦恼这笔钱的同时，我们就去

看看附近的屋子。就刚好 7 号隔壁的邻居有出来与我们打招呼，就发现到 

11 号是空着的，就问问 9 号的邻居。他告诉我们 11 号已经搬走了，我们

就想着搬走里面应该不会空完，就拿 11 号 Owner 的电话号码。结果发现

是我租了 7 年 Apartment 的屋主。很感谢神一切都是那么的奇妙， 现在也

很顺利搬进去这个屋子啦!  我觉得这一路以来上帝是很保护我们家，很保

护我的。祂也会安排好一切的东西给我们 ，真的派了很多天使天兵来

protect 我们一家人。很感恩很感谢可以遇到上帝，祂让我知道其实祂一直

都在，也让我知道认识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伟大，上帝的爱是无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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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陈儆轩 Francis 弟兄 

        大家好，我是陈儆轩，今年 16 岁。我的父母都是基

督徒，所以我从小都在基督的家庭里成长。今天我要分

享的见证是发生在我五年级的时候。 
        当时是 2017 年，我得了骨痛热症，非常严重。一开

始我只是发烧，就去诊所看医生，当时医生以为只是普通感冒，给了我抗

生素和药物就让我回家了。可是过了几天，我的体温还是没有回到正常，

反而继续升高，根据母亲的叙述，我当时的体温至少有 39 到 40 度。也因

为多天的高烧导致我全身酸痛，特别没力气，走几步路就会感到脚酸。当

时母亲会固定给我抹身，希望这样能退烧。即便这样我的病情依然没有好

转。无奈之下母亲只好带我去政府医院，到了那里医生就怀疑我得了骨痛

热症，要求我去验血。验血报告出来后证实了我的确得了骨痛热症，但是

发现的时候已经过了危险的阶段。由于我的血小板偏低，医生要求我继续

来医院验血三天，检查我的血小板有没有上升。当时的我非常害怕抽血，

听到的时候非常抗拒。不过感谢主赐给我勇敢和不惧怕的心，让我能够克

服害怕的心情到医院继续验血。经过了三天的验血后，我的血小板有回

升，不必住院继续观察。感谢主，经过了一段时间后，我的病情终于一天

比一天好。 

          最后，我要感谢神没有让我的病情继续恶化，当时候我也感受到主

的同在。我希望我的见证能够让弟兄姐妹们看见神奇妙的作为，同时能提

醒我们即便我们特别痛苦，特别无助的时候，我们的信心依然要坚定，因

为我们的神是一位医治和赐平安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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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谢永廉 Willie 弟兄 

       我的名字是谢永廉，今年 16 岁，由于我的母亲在我

还很小时就让我接触基督教，所以我从小就开始信主。 

        我小时候是个好奇心挺重的孩子，使得我会对很多

东西产生疑问与质疑，而这也慢慢的导致我对基督教产生

了质疑与对教会的不信任，但感谢神赐予我身边的人有智慧与耐心，让他

们解答我心中对基督教的疑惑与质疑，并给予我考验，让我对我的信仰更

加坚定，不再那么容易被动摇。神在我对未来感到迷茫与对迟早会到来的

生老病死感到绝望时，赐予我智慧让我想明白并感到释然，让我心里不再

如此压抑。感恩！ 

 

3. 陈主恩 Joan 姐妹 

       我的名字是陈主恩， 今年 16 岁。 我是基督教家庭

长大的孩子， 因为爸爸妈妈都是基督徒。感恩今天能与

大家分享我的见证： 

     我其实没有太多的见证要分享， 因为我毕竟是基督教

家庭长大的嘛！ 我只是觉得很感恩因为我觉得上帝真的很爱我。 每次我

有困难的时候，祂总是会派一些小天使来帮助我、安慰我。 

       记得在 2020 年的时候，我有经营我的 IG 抖音，就是一些大众媒体

Social Media 的东西 。那个时候在学校就有很多同学会对我议论纷纷 - 说：

诶 。。那个网红咧 Joan。 当然讨厌我的人也很多。 在学校会有人说我骄

傲，长得很丑，又没有特色。包括我的评论区一大堆都是骂声，说我丑叫

我整容。当时我才 14 岁， 对我而言我就只是做我自己喜欢的事 、分享生

活仅此而已 ，可是却被别人说到好像我做错了什么事情那样。我当时一

直都处于低潮期 ，我也不敢和父母多说， 我就只能祷告求神让我好受一

点。 很奇妙的，就在那个期间我认识到一班要好的朋友。他们不会嫌弃

我，还很常鼓励及安慰我，也劝勉我不要听外面世界的声音，做自己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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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终于有一天我鼓起了勇气向父母说出我内心的想法和不满。 在整个

事件上我发现他们都很爱我 ，给予了我满满的鼓励和爱。 我真的很感恩

有上帝的看顾，让我一直能当一个快乐的孩子。 

 

4. 陈亨智 Aaron 弟兄 

各位主内长辈，弟兄姐妹： 

        主里平安！我的名字陈亨智，今年 16 岁。在这十六

年中，我经历了许多上帝的恩典。甚至我还在母腹里，

神已经看顾我。当时我的父亲在我还在母腹中五个月

时，就患上血癌。如果不是上帝医治拯救，恐怕我就永远无法享受父爱。

这是上帝对我极大的恩典。 

        我从小就对自己缺乏信心，尤其是在众人面前总是抬不起头，不敢发

表意见。学校成绩也只是一般而已，对学习不太感兴趣。但是上帝从来没

有放弃我。祂让我有机会参加扯铃班，并代表学校参加比赛。不但如此，

他还派那时大学刚毕业的 Raymond 表哥，在我非常无助时来帮助我，鼓

励我。他为我补习功课，而且还训练我打篮球，使我的生命被建立起来。 

       当时我也积极的参加少年组。在那里有一帮少年导师不断循循善诱的

引导我，使我更加认识这位爱我，为我的罪钉十字架的耶稣。那时，我深

深地体会到主耶稣对我不离不弃的爱。我也愿意认罪悔改，并一生跟随

祂。 

       我很感恩今天可以受洗，立志一生跟随主。我的见证就到此为止。谢

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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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连景胜 Jason 弟兄 

      我出生于基督教家庭，意味着我从小就接触到了基
督教的教导、特征和行为。在我小时候我却叛逆，不喜

欢去教会，言行举止也不像一个基督徒。长大后因为种

种原因常常没有去教会，我离神越来越远。 

感谢神，即使我没有忠心于祂，祂对我仍然不离不弃。 祂还是把我

带回到祂面前。 

        每当我遇上困难时，父母总是会打电话给我说：放心交给神，祂会为

你开路。也常常提醒我记得祷告把一切都交托给神。 一开始我也是抱着

半信半疑的态度尝试。然而信实的上帝总是用祂的大能为我解决一切问题

来回应我的呼求。 慢慢地，我开始学习基督徒应有的样式、我开始回到

教会参加崇拜、参加课程和小组。尽管如此，我还不是一个完美的基督

徒。在我的人生中还是有很多缺陷，需要努力改进。我唯有透过亲近神、

靠圣灵的能力才能改正自己一些不好的行为。藉着很多的课程、证道和弟

兄姐妹们的见证，我学了很多宝贵的人生功课。也因着教会的教导，当然

还有我家人的鼓励，我才得以改变我的态度。我内心开始更加平安。 

         我已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承认祂和完全让祂掌管我的生

命。并且相信祂会在困难时帮助我、赐我平安。我要把自己的生命托付给

神，以信心寄托于基督，我确信神肯定会让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成为一

名好的基督徒。 

 

6. 陈亨慧 Adriel 姐妹 

我在一个基督徒家庭中长大，而且父亲还是一位

传道人。虽然如此，我不把我基督徒的身份视为理所当

然的事，因为跟随耶稣的选择并不是父母和家人可以为

我做决定的。此外，我不喜欢凭感觉来证明一个信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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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可靠性。人人都有情绪，但以我个人过去面对挫折的经历中，我发现

情绪会蒙蔽人找到真理。 

           那我感觉不到神为何还成为一位基督徒？这是因为我相信圣经是真

实、合理和可靠的。除此之外，我认为遵从耶和华上帝给我们的指示更是

为我们好。 

          人性本恶，我也不例外。但是现在人的不完美却可以透过上帝的救

赎恩典成为完美。上帝的契约让我可以摆脱世界的暂时性、投资于永恒。

我不再怕我的存在是毫无意义的。我也不怕生活始末只有绝望。上帝与我

们全部的人立了誓约，我只要信守承诺就可以经历属天福气。 

          我并没有经历过，也不需要经历什么大事才相信主耶稣。我认为没

有经历过却也能踏出一步信靠神的基督徒才是最有福的。 

因此，我很感恩可以在众人面前洗礼，宣告我的信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