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之一之一之一之一))))    

唐桂成弟兄唐桂成弟兄唐桂成弟兄唐桂成弟兄    

我們唐家一共有七個兄弟姊妹，我是排行最小的。家庭環境非常貧窮，父親在我六歲時就過世了，他在

世時是吸毒的，還曾經帶著我看他吸毒，但我當時並不知道他在做什麼。在他去世以後，我慢慢地知道沒了

父親是會被人稱作〝孤兒〞。所以在學校裡我保守了這個秘密有四年之久，直到有一天我的學生手冊要家長

簽字，我給了大哥簽名，老師一看為什麼簽字的是哥哥？我才公開我的父親不在了的事實。那時我說了這個

秘密，全班同學都〝哦~〞的表示，對我打擊非常的大，我的心也非常自卑。雖然我在中學成績優異，是全

年級第一名，但是一點喜樂也沒有，更沒有平安。當時認識了個基督徒同學，是我遇見的第一個基督徒，他

非常不一樣，十分喜樂。香港當時的會考壓力很大，但是他很喜樂、很平安，他每天還去晨禱、晨更，晚上

也去聚會，我覺得他哪有時間去聚會。他自己有很好的筆記，不是收

藏起來，而是發給大家參考，我覺得很奇怪，就跟他成了很好的朋友。

暑假的時候我第一次跟他去教會聚會就信主了。我第一次聽〝人有

罪〞的時候，非常的有感覺。我是全年級的第一名，所有的老師都說

我很好，代表學校去參加比賽…等等的，但是我自己知道真實的情

形，講到人有罪的時候，一幅幅的圖畫就在我的腦海裡重現。那天回

家我負責丟垃圾，我把垃圾拋到垃圾桶的旁邊，以前我是轉身就走

的，但是那一天我走了兩步之後，覺得不平安，裡頭有個東西，就是

主耶穌的生命進到我裡面感動我，我就回頭把它撿回來好好的拋一

次，拋中了目標心裡才平安。我就知道主耶穌基督活在我的心裡。 

於是我開始了教會生活，與弟兄們一起住在宿舍裡，每天追求、讀經。有時 弟 兄 姊

妹很奇怪為什麼我們的聖經讀得那麼熟，因為我花了很多時間來讀，一放假我就和弟兄們一起讀經。之後，

我考上了香港大學的牙科學系，功課十分繁忙，但是很感謝主，我一方面參加週二、週四、週六，還有主日

的聚會，另一方面應付我的功課還是綽綽有餘。順利畢業後，神給我一個感動：需要去學習傳福音。我花了

半年的時間去臺灣參加一個傳福音訓練班，也訓練我的性格。在這個訓練中，我認識了世界上不同國家的人，

跟他們住在一起讓我人生有一個很大的開啟，學業上也給了我很大的幫助。回來後我就考上了政府部門，成

為一名牙科醫生，各方面都很蒙福。接下來考慮到結婚，誰是我的配偶呢? 感謝主，我順服祂的帶領，結果

我娶了一位愛主的姊妹，這是主的揀選。 

我的家也是靠著聖經所講的，用神的話語、聖經的教訓來教導我的兒女。感謝主，現在因為我全時間事

奉主，我的兒子繼承了我，現在也讀醫科，他也愛主、遵守神的教導，讓我很得安慰。感謝讚美主！我的人

生可以說整個圖畫從信主之後完全不一樣了。如果沒有信主的話，可能我現在不能站在人的面前講話，我還

是那個很自卑、很多傷痕、很多過不去的事、很多心病、很多掛慮、很多秘密無法告訴人的那種人，感謝主，

我信主之後整個人在主裡、在教會裡成長，得到很大的幫助。但主的恩典不能停留在個人身上，(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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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講得很清楚：「當信主耶穌，你和你的一家

都必得救！」如果我自己蒙恩的話，那個恩典還是

有限，必須將這個恩典傳揚出去，這恩典才是最豐

富的。所以在我們的家族裡，主的福音要一直傳出

去。我信主還不久時，我覺得我的哥哥、姐姐們都

很凶，不要說傳福音，連和他們講話都很困難，所

以我就從年齡比較接近的開始傳福音，先是排第六

的姐姐，然後是第五的，再來是我三哥，還有我的

大姐姐，他們都先後得救，然後就是我母親。  

 

    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之二之二之二之二))))    

    唐桂康弟兄唐桂康弟兄唐桂康弟兄唐桂康弟兄    

我的弟弟說我是一個文靜的人，神給我的天性

是不愛說話的，但是祂很幽默，我的工作是靠我的嘴

巴，因為我是一個中文教師。我本來是一個驕傲、自

負的人，自認為我可以憑著自己的能力在社會上得

到一定的地位，有一定的成果，當然結果不是這樣，

我在競爭很激烈的香港會考中沒考上大學，就跟著

我二哥當了警員。以為當了警員就可以很快的平步

青雲、升職加薪，結果當然也是不一樣。在我不斷緝

捕罪犯，扮演一個正義戰士的時候，我看見我的同事

們生活在罪惡裡面。他們下班後喜歡賭錢、喝酒等充

滿罪惡的生活，我雖然自命清高，喜歡書法、畫畫等

等，但是我內心的驕傲卻是拒絕神。我相信有一位真

神存在，但我仍然想靠自己闖出一番天地，所以我不

需要神。 

雖然神藉我的同事和朋友來邀請我參加福音

聚會，我全部拒絕，驕傲自大的阻擋神。後來過了

幾年，我的小弟叫我參加福音聚會，我就去了，然

後就接受了主。信主之後我就在教會裡面認識了我

的太太，人生就是這樣的奇妙。 

俗話說每個成功的男人背後一定有個賢慧的

女人，雖然我不是一個成功人士，我很感恩有一個

賢慧的妻子來幫助我。記得我結婚的時候寫了一幅

字畫：至於我和我家一定事奉耶和華！我和太太

商量除了主日聚會，禱告聚會之外，還需要設立家

庭小組，就是和住在家附近的幾對年輕夫婦一起聚

會，方式十分簡單：大家一起讀聖經，彼此代禱。

我們幾家把生活上、工作上的難事交給神，在代禱

過程中我們看見神在暗中替我們作工。 

我結婚幾年後就辭退員警的工作，和太太一起

半工半讀的完成了碩士課程，最後我取得教師資格

去中學教書。回想當初年輕的時候考不上大學，沒

想到我竟然後來能接受高等教育，而且畢業於名

校，我的同學都是從內地來的尖子和香港的精英，

感謝主。我回想為什麼當年考不上，但現在可以進

去呢? 因為這是神的美意，要我謙卑下來。如果我十

幾歲考入大學，我一定認為是我自己的成功，靠我

的努力。但是神不讓我這樣，好像三歲孩子常向父

母要糖果，父母當然不能給孩子太多，因為有害健

康。我讀大學也是這樣，到了時候成熟的時候神就

給我。 

我在教書時，同事們滿口仁義道德，道貌岸然，

其實裡面也是充滿了詭詐、彼此排斥。後來我離開

了，離開前向所有的學生傳了福音，感謝主當中也

有信了福音的。接下來到夜校裡去代課，那時雖然

艱難但是神顧念我。感謝主，去年一個老同事找我

去一家伊斯蘭中學教書，當時我竭力地拒絕他，但

他也竭力要我去，後來我想到一句經節：神愛世

人。世界上有十幾億的穆斯林沒有聽過福音、沒有

接觸過基督徒、沒有救恩，怎麼辦哪？ 想到這一點

我就去了。那個校長還說我教得好、很負責，雖然

我表明我是個基督徒，他卻很稱許我，還說有機會

一定再找我。我覺得信主之後，神讓我看見: 我只是

個普通人，沒有特別的成就，但是神一直看顧我，

祂沒有使我窮困，我也沒有缺乏。 

在教會的服事方面，我和另一個弟兄負責帶新

約查經班，本來他是主要負責帶領者，我只是輔助。

有天他說他要負責其它的服事，要把這個課程交給

我讓我負責，我聽到後非常緊張害怕，我怕讓別人

受損，因為我看我自己能力不夠，但我也接下了，

在上課前拼命地讀參考書，上網預備所有的資料，

我服事的都是年長的弟兄姊妹，有些得救年歲還比

我長。感謝主，實際最得益處的是我自己，在預備

過程中對新約更加熟悉！這個服事的過程讓我確

實感受到兩千多年前所寫的聖經到現在對我們的

實際生活仍很有用處，不單單是它的預言百分之九

十八已經兌現了，它裡面的指標還是對我們今天的

生活很有用，無論是作丈夫、作父親、在工作中，

都有很大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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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之三之三之三之三))))    

    吳親緣吳親緣吳親緣吳親緣((((唐桂康弟兄的太太唐桂康弟兄的太太唐桂康弟兄的太太唐桂康弟兄的太太)))) 

我的父親很早就去世，所以我在教會長大，總覺

得教會就是我的家。桂成很喜歡和我聊天，有一次他

告訴我他的母親信主了，我就邀請她來我們家聚會，

認識更多年長的姊妹。當時一看到唐師母就有很親

切的感覺，卻不知道她竟成為我的婆婆。結婚後好像

多了一個媽媽，婆婆和我的關係很好。我的先生桂康

是排行老五，上面還有哥哥姐姐，大姐信了主，二姐、

二哥比較排斥福音，而二嫂拜佛拜的很厲害，是拜拜

的專家，我們都不敢向他們傳福音。每年新春佈道會

要拿單張給他們的時候，都是戰戰兢兢地。後來我就

包兩個紅包，一包是有錢的，一包就是佈道會單張。

結果我婆婆就對我說：二哥不高興我們這樣做，以

後不要這樣了。這就好像被澆了一盆冷水，但是我們

沒有停止禱告。感謝主，我們結婚二十年，二哥也蒙

恩了。 

提到我婆婆，她沒有讀很多書，但是信主後一直

讀聖經，每個主日聚會都會參加，尤其是擘餅聚會。

2000 年，她腎功能不好，年初在一次主日聚會裡，

她對我交代了在她安息聚會時要唱的詩歌，我要她

不要亂想，她回答說：〝沒有人知道，你替我記住，

到那天要唱這首詩歌。〞我聽到眼淚立刻流下來，覺

得信主的人面對死亡竟是這麼勇敢、沒有懼怕，並且

滿有盼望。她知道〝在我恩主降臨的時候〞，她會

〝起來、復活〞﹔這真的很棒，她信的那位主是這麼

真又活。晚上我把這件事情告訴了桂康、桂成兩兄

弟，讓他們記住媽媽選了這首歌。2000 年中她開始

洗腎，過了幾個星期就被主接走。因為我婆婆信主，

安息聚會就由我們同為信主的子女們來安排，二哥

沒有出聲。我的先生因為在教會常安排安息聚會，對

程序比較熟，所以由他一手包辦。很奇妙，那次聖靈

已開始在二哥身上作工。婆婆離世後，家裡沒有合適

的理由可以聚在一起，我們就用盡各種方法把兄弟

姊妹聯繫起來，尤其在過年，二姐雖然很排斥福音但

是對我們很好，所以我們總去她家吃團圓飯。兩年後

的團圓飯中，我告訴她：媽媽的最大心願是希望你

們信主，我不停地流淚向她傳講，不知她聽進了多

少，感謝主，後來她也信了。 

我覺得在這個家，我們只有一個信心：〝至於

我和我家，必定事奉耶和華！〞、〝當信主耶穌，你

和你家都必得救。〞，神的應許從不落空。 我結婚

時一直被聖經裡的一個模範−百基拉所感動，我們只

要開放家庭，很多人必會因此蒙恩。神真是滿有豐富

的恩典，我們只要一直跟隨祂，全家就都蒙恩。 

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之四之四之四之四))))    

    馬養如馬養如馬養如馬養如((((唐桂成弟兄的太太唐桂成弟兄的太太唐桂成弟兄的太太唐桂成弟兄的太太)))) 

我相信發生在我們身上的事都不是偶然，都有

神的安排，有神的美意。如果我們是一個認識神的

人，就會感恩，就會覺得神在我們的身上有很多奇妙

的工作，為要得著我們，成為一個愛神、事奉神的人。 

我是在中學五年級的時候信主的，信主後我完

全像著了迷一樣，為什麼呢？在信主前，同學說我是

一個不會笑的人，但信主後我覺得心裡有喜樂、有平

安。信主後我父親很反對，也不讓我們去聚會。記得

當時我告訴他我要受浸，他就到教會找負責的弟兄

理論，告訴他們他不准我們去聚會，而且萬一信主後

我們不吃家裡拜過的食物怎麼辦。當時我們兄弟姊

妹都信耶穌了，我們禱告、不吃家裡拜過偶像的食

物，我媽就很煩惱，因為她每天都拜。我父親去教會

理論也沒有用，我們還是受浸了。我很喜歡去聚會，

如果是主日聚會還好，早一點起床就可以了。我們幾

個常和爸爸比賽看誰起的早，他老是比我們晚一點，

因為我們聽到爸爸起床就手腳更快的起來出去聚

會。但是週二、四、六的聚會是晚上七點半開始，我

必須偷偷去聚會。我不能從門口離開，而是從窗戶爬

出去，再從三樓爬到一樓出去聚會，回來之後也是這

樣偷偷爬回來。每次我去聚會就很歡喜、很滿足，那

時認識了桂成，他就坐在我的對面，但是不知道十年

後會和他結婚。我覺得一切都是主的安排，我真的沒

有計劃，也沒有想過，我來聚會只有一個目的，就是

認識主耶穌基督，祂是我的摯愛。 

結婚以後，我和婆婆同住了七年，我在她身上

看見一個慈愛、良善的榜樣，她很忍耐、任勞任怨。

她對七個孩子都是一樣的愛，最初我以為她最愛桂

成，後來發覺不是，她每一個都愛。我也很愛她，我

常和我婆婆躺在床上聊天，聽她說很多的事。她雖然

年紀很大才信主，但是神很恩待她，她最愛每早晨和

弟兄姊妹一起的晨更﹔她還說她很喜樂，雖然沒讀

過書，但是她會讀聖經，她會唱詩歌，都是神教會她

的。和婆婆住有個好處，就是二哥、二嫂常買海鮮來

我們家，他們買的都是最好、最新鮮的，還負責煮給

我們吃，讓我婆婆高興得不得了。我覺得他們對我們

這麼好，我們實在有虧欠，就要把最好的福音也傳給

他。所以每次有福音聚會，我就會和三嫂一起為家人

禱告。我記得 2009 年特別有感動，整個腦子都是想

著傳福音給二哥，以前邀請他總被拒絕﹔有時候即

使答應來，結果也沒來。不知道為什麼，在 2009 年

8 月，他終於來了，奇妙的事發生了。(請繼續閱讀

〝唐桂坤弟兄〞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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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    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唐家見證((((之五之五之五之五))))    

    唐桂坤弟兄唐桂坤弟兄唐桂坤弟兄唐桂坤弟兄 

我不是很會讀書，所以讀完中學後就在一家很

大的金融證券公司做證券交易，由基層做起，幾年

之間便升做經理，又被調去黃金部門做黃金買賣。

在交易中我就從中漁利，很快的賺到了自己第一桶

金，然後結婚、買樓、買車、生了兒女，建立了很

不錯的家庭。當時我感覺這些東西都是靠我自己的

能力、智慧得到的。為什麼都是我自己賺來的東西

呢？我工作的公司很大，所以每單交易量都非常

大，如果客人要買入黃金，那我自己就先買入，等

到價錢上升就把先買的賣給公司，用客戶的錢賺差

額，是穩賺的。 

賺到錢以後我就開始驕傲、自高自大、看不起

別人，只有我說話的份，別人只能聽。當時覺得我

有錢，錢可以解決許多的問題，因此十分驕傲，常

常沒理由的對人發脾氣，所以家裡的兄弟們就覺得

我很凶，我的太太和兒女們也很怕我。事實上，雖

然我有錢，但我內心並沒有平安。因為在黃金投資

市場裡，價錢常會波動，分分秒秒都是不同的，所

以我所承受的壓力非常的大，常常下班後會和同事

去喝酒、打麻將、賭錢來麻醉自己。有一次因為喝

酒之後發脾氣，而在街上和人打架，於是惹上了官

司，寢食不安。在內心完全不平安的情況下，我曾

試過早上去拜黃大仙，傍晚下班後去求城隍廟(住香

港的人就會知道，黃大仙在九龍，城隍廟在香港島，

是很遠的距離)，但是仍然不平安，每晚都不能入睡， 

整個家庭陷入愁雲慘霧中，有時對我太太講話的時

候都好像在交代身後事。我拜了這些偶像還是不

行，唯有自己再想辦法，就找了一個有名的律師幫

我打官司，結果事件平息，只口頭警戒了事，於是

我又恢復到以前的生活方式，什麼神，什麼仙我都

不要了。 

90 年代初期我媽媽叫我去參加新春佈道會，我

不想答應，因為我很抗拒基督徒，但她是我媽媽，

只能順她的意思，就去聽了一次。在整個聚會裡，

我左耳進、右耳出，完全聽不懂這信息到底是在講

什麼，我只記得我的弟媳介紹了一位林少光弟兄給

我認識，這位弟兄非常好，為我禱告、願神祝福我，

我非常感謝他，到今天我仍然十分尊重他。在那段

時間我和家裡的兄弟姊妹來往非常少，因為他們有

他們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生活方式完全不同。

有時這兩個已信主的兄弟請我到他們家吃飯，我都

會找藉口推辭。那時候我媽媽住在小弟家裡，我怎

麼推辭不去他家的呢？我就說他家裡沒有麻將打，

怎能留得住我。我就是這樣找各種藉口不去。90 年

代中，每年他們都打電話要我去參加佈道會，我都

沒有去，非常抗拒基督徒向我傳講耶穌，因為我想

的只是賺錢。直到 2000 年我媽媽因病過世，在她的

喪禮中，我發現到這些基督徒是不同的，一個在彈

琴，幾百個在拍手唱歌，喪禮應該是悲傷的，但他

們滿心滿身是喜樂，感覺就像是一個告別聚會。我

覺得非常奇怪，為什麼他們和別人不同? 為什麼他

們不是悲傷而是快樂的呢? 從這時開始我就不再那

麼抗拒基督徒，他們有時發福音單張給我，如果是

以前我早就丟進垃圾桶，現在我就會拿來看、拿來

讀，開始願意認識福音。 

接下來幾年，我的兩位弟媳每年輪流打電話要

我參加新春佈道會，我還是有很多理由拒絕。有一

年，弟媳打電話給我，告訴我今年初八的佈道會在

我家附近，我沒辦法推辭就答應了。後來還是沒有

去，還讓她等了我很久。2009 年中，應該是七月，

弟媳又打電話叫我去參加佈道會，那年是由小弟桂

成講道。我想總是要給個面子，因為之前弟媳等了

我那麼久，實在不好意思。那一次我聽得很用心，

原先我以為自己是沒有罪的，但實際身上充滿了罪

汙，講到的罪都是我正在犯的。以前在黃金買賣裡

為了要賺錢而出賣公司、出賣客人，那時我覺得：

我騙了你，是我厲害，是你蠢﹔我不覺得那是罪，

而是理所當然的。到今日我承認了：我是罪人。靠

著我自己是洗不掉我的罪，唯有靠耶穌來作為我的

拯救，才能洗淨我的罪。那一次我是最後一個站起

來，因為我還在想我是不是這種罪人。終於，我承

認我是個罪人，我立即站起來決志。接著我參加慕

道班，努力讀經，追求認識這位主，到了 2010 年

1 月 24 日，我就受浸歸入主名。 

受浸之後，我的生命真的有了改變，我以前的

壞習慣，像：喝酒、賭錢、打架、發脾氣…都沒有

了，我也不再做投機的事了。曾經有個下屬被我罵

得很厲害，有一次我還下手打了他﹔受浸以後，我

就向這位下屬道歉。現在，我和同事朋友之間的相

處有了包容和隨和﹔在家裡和太太、兒女，和兄弟

姐妹之間的相處也溫柔了。之後我太太、兒子和媳

婦都看到我的見證，他們都相繼受浸歸入主名。 

我不再做投機生意，也不再炒股票、炒金、炒

銀，那收入豈不會減少嗎? 2013 年在我快六十歲的

時候，我的公司要我退休，我和太太商量了退休後

的計畫，我們為這件事情禱告，主聽了我們的禱告，

十分奇妙，有間新公司突然來邀請我去做董事，連

我的弟媳都說，你這樣還能找到工作啊! 在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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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行的，當然是主的引領，帶領我去這間新的公

司工作，收入比以前的公司更多，而且上班時間很

有彈性，可以多為神家服事。現在我除了招待的服

事之外，又加入了長者服事，更重要的是去醫院的

探望，在這個服事裡，我感謝神給我好的身體、給

我一個去服事別人的機會。所以我們要把握神給我

們的時間，也把握神給我們的機會，讓我們可以來

事奉他，親近他。 

    

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福杯滿溢    －－－－    羅國樑弟兄羅國樑弟兄羅國樑弟兄羅國樑弟兄見證見證見證見證    

我在一家娛樂媒體公司工作，負責科技方面的

製作和傳輸。我從六歲開始就在基督教學校唸書直

至中學畢業，所以我對聖經並不陌生。但現在看起

來，當時對聖經其實是一點都不懂的，因為唸聖經只

是為了考試，說不懂又好像懂，後來這成為一個很嚴

重的問題：就是自己以為自己懂聖經。  

我中學時參加團契是為著追女孩子的。有一次

當我參加晨更聚會，問了他們一個問題，當時的同學

沒一個有答案。這個問題是：神為什麼要造魔鬼出

來？當時我想，如果神不造魔鬼，我們不就都得救

了，不是很好嗎？我想現在大家都知道答案了，但當

時我沒有答案。 

從那時起我便嘗試用其他方法尋求答案。第一

個試的是易經的占卜。當時易經的內容給了我一個

答案。易經裡說有高的必有低的，有好的必有壞的，

有善的必有惡的，是一個宇宙的平衡，所以有神當然

便有魔鬼了，這就給了我一個很滿意的答案。那時我

便開始用硬幣作占卜，當發現占出來的都十分準確

時，感覺十分神奇。我開始尋找一個我不明白的真

理，希望在宇宙間尋找到一個萬有的方程式，是可以

包容所有的一切。在我中學畢業的暑假，我去了殯儀

館作暑期工，負責傳遞齋菜。當一般的工廠還是 600

元一個月時，在殯儀館卻有 2000 元，所以我便放膽

去工作。在裡面工作的人說：「哎！來這裡工作一定

要有些保護。」什麼是保護呢? 他們說有許多髒的東

西，需要以靈制靈，唸咒請靈附體作保護，也就是俗

稱的「神打」。當時我在殯儀館的空房間裡邀請一些

靈來附身，便會耍起一套功夫來。我媽媽很不喜歡，

覺得在殯儀館工作不好，就和我在英國的表姐秘密

地替我申請了一所英國的學校，打算把我送去英國

唸書。而當時殯儀館的老闆娘很喜歡我，要給我開一

家分店，我才十來歲就可以做一個殯儀齋菜館的老

闆，多好！所以當時很不願意去國外，但後來不論我

哭得死去活來，她們還是把我送了去英國。  

在英國唸書時，老外很喜歡看神打表演，用抽的

煙當作香，他們看了覺得我很厲害。另外我還常和一

幫人搞學生運動，現在他們當中有的已經是香港的

立法會議員。搞完學生運動，又搞工人運動，就連跟

我們沒有什麼關係的英國礦工大罷工，我們也去示

威。有次在很偏遠的地方有家餐館把工人開除，我們

還開了一小時的車過去示威。所以在唐人街大家看

到我們這幫摩托車黨都避開，我們個個長頭髮，穿著

皮外套、皮褲、皮靴，鐵鏈繫身，這就是我們的標準

裝束。我就是在搞學生運動時認識了我的太太，我們

是一起示威吶喊的。當時在英國有一些基督徒向我

們傳福音，我們卻用聖經裡的問題來攻擊他們。  

後來我結婚後回香港探望父母，我的一個老同

學帶我去一貫道的道觀，那時我和太太坐在一邊，師

傅在另外一邊讓我試「元神出竅」，就是我看到他的

樣子在變，他也看到我的樣子在變，但我太太卻什麼

都看不到。還有當我和老同學跟師傅坐在地上時，三

個人談話時竟不用開口，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就知

道他們在說些什麼。我覺得挺神奇，於是便入教了。

他們要我發一個毒誓：如果離教了就會被五雷轟

頂。接著他們就給了我三寶，也就是我的護身符，當

我回英國時，發現這個護身符完全沒用，因為我們遭

英國海關人員扣查了一天，懷疑我們帶違禁品。他們

在翻我們行李的時候我一直在撚訣，當時我很困惑

為什麼這個訣沒有效？最後海關實在找不出什麼東

西，就向我的新照相機胡亂打了一個稅了事。  

1987 年我們帶女兒回香港，想再找這家天道

觀卻再也找不著了。我弟弟便帶我去一家佛堂，說

是有扶乩的。扶乩就是有個丁字型的木條在沙子上

劃來劃去，乩童在一旁看著卻可以唸出一首詩來，

旁邊的人便記下來。那次我去時扶乩給了我一個乩

文，詩裡說要收我做佛門弟子，就這樣我又成為佛

門弟子了。 (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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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英國，我一個老朋友的父親是天道的點傳

師，我既是天道的弟子，就到他們在東倫敦的一個佛

堂裡幫忙。同時我還在唐人街跟幾個朋友一起開了

店鋪替別人算命和占卜。我用電腦編了個程式，專門

用來算命的。用電腦裡算出來的東西，命中率大概有

百分之九十五，自然有很多人來找我們。這鋪子其實

是一個密宗佛堂主持讓給我們的一個角落，於是我

當時又學習密宗唸咒，追求神通、開天眼和天耳。事

實上從小別人就說我有陰陽眼，可以看到很多奇怪

的東西。當時還和唐人街的一些人去驅鬼，現在看來

其實是找大鬼來趕小鬼。回想我當時真的是很狂熱，

女兒哭時我就試唸一個咒，她就不哭了，當時滿心歡

喜，現在才知道這些所謂神通，其實伏下了一些後來

發生的事情。   

當時我很狂熱得把道家、佛家、密宗、占卜、命

理，還有我大學唸的統計學、物理學、相對論、天文

學…所有的東西都打包，我稱之為〝羅氏定律〞。大

家不要小看，羅氏定律還真是有一些跟隨和支持者。

因為我強調的是人定勝天，占卜預計發生的事情不

要盲信，人總能扭轉乾坤的。  

到了 1994 年，公司有個發展香港新機場的項

目，我就藉此機會回香港。當時起了一個卦，卦象意

思是說不要回香港，但我還是去了，因為人定勝天

嘛。當時我的父親病了，我把公事大概交代了後便去

醫院探望他。爸爸不知得了什麼病，醫生說他是感冒

菌入骨所以四肢無力，完全癱瘓在床上。我不慌不忙

從口袋裡拿出一瓶符水，是給一個喇嘛大師加持過

的，很有神效。我拿半瓶符水倒在他的身上，另外半

瓶給他喝了，喝完後我就在床邊一直唸咒，然後替他

按摩。按摩時發現爸爸的腳有力了，他的腳一伸就把

我往後推。「我成功了！一回香港我的爸爸就有救

了！醫生治了那麼久也沒用！現在應該一兩天就可

以出院了！」  

過了一兩天的半夜醫院打電話來，不是說我的

爸爸可以出院，卻說我爸爸進了深切治療部，說他肺

功能很弱，要在頸部開個洞。我爸爸從此就不能說

話、手腳癱軟不能寫字，只能用眼睛和我們交流，可

是我們也不明白他的意思。當時我急了，所有學過的

東西都一股腦兒用在我爸爸身上，但都沒有效。我又

跑遍香港大廟小廟，能做的全做了，花了很多錢還是

沒有見效。我爸爸最後去世了，我很不開心，不明白

為什麼我所有學過的東西好像突然都沒效了，我茫

然、完全不明白。突然，我想起來：「對！我把爸爸

家裡的一個魚缸搬動過，可能就是這個風水影響

了。」我就去拜師學風水，我學的很快，風水師傅很

喜歡我，帶我遊遍香港的山，尋龍點穴。不光是跑遍

香港的山，國內的山也跑了很多。還記得當時很喜歡

墳墓，一看到墳墓就很開心，衝過去拿著羅盤量來量

去，把所有資料記錄下來。我在每個墓都逗留大半

天，很喜歡，因為學了很多東西。  

1996 年春節前，我就想把我的房子改動一下風

水再過新年。我的師傅覺得我有能力自己改，但我還

是付錢給師傅請他來弄，他便答應了當一個工作來

做。他一邊看，一邊告訴我這裡改改、那裡修修，我

就都寫下來，一邊看一邊學，師傅講的真的很對。過

年前風水全部改設好了，今年一定是個好年！可是

春節過後，忘了是初五還是初六，我媽媽突然中風送

到醫院。醫院給她動了個小手術，在腦部開了個洞，

之後告訴我們手術失敗-她的腦幹死亡。我實在接受

不了這個事實，怎麼可能？不是剛剛擺好風水嗎？

為什麼我媽媽就這樣毫無徵兆的去了，還要我去把

氧氣關掉。拔氧氣時我實在很傷心，實在不知道這些

風水算命的東西在我需要的時候為什麼一點也用不

到，又感覺回香港是不是真的錯了？回香港是不是

反而害死了我父母？這讓我自責的更厲害，就開始

全心投入工作，希望讓父母在天之靈看到我回香港

是對的。我開始寄情工作，把妻子和女兒放在一旁，

至今我仍有愧於她們！  

1998年一個基督徒同事邀請我參加一個新春佈

道會，她是很好的幫手，我便答應去參加。當時覺得

他們唱的歌很好、說的也很好，所有氣氛都很好，然

後她問我：信耶穌好不好？我回答：「不好。」1999

年她又邀請我，我又去，還是不信。  

2000 年她又邀請我，我再去了，還是不信。但

當時我的大老闆給了我一個項目，是要把公司上市，

但我上司卻不大喜歡就給了我一個難題，要我在一

週內寫完商業計劃書。這個計劃書一般是一個團隊

花一、二個月的時間作很多研究工作才有可能做出

來，一個星期一個人怎麼做？上司就說：做不了就

不用想這個項目了。這個基督徒同事提議：「不如禱

告？」但遭我否決，因為我還是認為自己可以搞定。

我請了一週的假在家工作，過了一兩天還是一點靈

感也沒有，完全寫不出來。我就私下靜靜的開始禱

告：「神啊，幫我！」奇怪的事出現了：我打開電視，

新聞裡說的就是我要的東西；打開一本雜誌，裡面

就是我需要的資料；隨手翻開報紙，裡面就是我需

要的文章。這個還不算神奇，這些資料竟是有次序地

前後出現，前文和後語是可以連貫起來的，有些要花

錢買的資料，現在竟唾手可得。這事很奇妙，我自己

也不明白，不到一星期我就把商業計劃書做好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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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時，我把計劃書放在桌上，那些律師、會計師看到

這麼厚厚的一疊，都覺得匪夷所思。當時我把功勞都

歸自己，並沒有把榮耀歸神。  

到公司上市前的一個星期，問題又出現了。當時

聯交所提出一個難題，我跟專業團隊都答不上來，答

不了就不能上市，那怎麼辦？我就又私下靜靜的禱

告：「神啊，可以幫我這個忙嗎？」奇妙的事又發生

了，聯交所致電詢問為何許久沒回覆，不如做一次演

示吧。我就立刻安排人員從美國過來，在聯交所做了

一個演示。所有人看過之後都拍手。我又把功勞全歸

自己，沒有把榮耀歸神。   

那時我事業如日中天，信心很大，覺得憑自己可

以把所有的事做好。2003 年，基督徒同事又邀請我

去佈道會，我參加了，當時便有感覺、流淚，然後決

志。第二天上班，同事說：「Steve 他決志信耶穌了！」

我說：「且慢！現在我反悔，不決志了！」同事問：

「你昨天不是已經決志了嗎？」我說：「不算！你看

我現在事業這麼好，如果信了耶穌很麻煩啊！信了

耶穌晚上應酬不能去，許多東西不能做，一些違法的

事也不能碰，騙人的話不能說，信耶穌很麻煩吶！在

佛裡自己修行就可以啦！」我當時覺得應該這樣做，

可是很奇怪，我的脾氣不好，還越來越差，越來越張

狂，很多時候都在罵人，罵的很兇、很厲害，尤其是

對這個基督徒同事。有一次還把她找進我辦公室大

罵一頓，罵得她哭回辦公室去。我覺得好像良心過意

不去，想去安慰她一下。來到她辦公室時，她竟然十

分喜樂，很平安很開心。我說：「哎，剛剛給我罵完

還流淚，現在怎麼這麼開心啊？好像沒事一樣。」我

心裡覺得奇怪：我修行了那麼久，還達不到這個境

界，你很厲害啊！便說：「可能你的神是真的吧！但

我的神可能也是真的。那麼你有你的神，我有我的，

就這樣吧。」  

2005 年，我的這位同事再次邀請我去佈道會，

我說不去了。那一年是我第一次不去，我連續去了七

年，七年都不信。2005 年是奇怪的一年，那年我 45

歲，我用自己的生日起了卦，排了個命盤，算了自己

的一生，算到 45 歲就沒有了。我就奇怪，這一年是

個什麼光景？為什麼這一年我算不下去？我以為我

要去當和尚，在深山裡修道了。2005 年 6 月 15 日，

我在家裡拿著電話一直在罵這個基督徒同事，只是

為了個小事而罵的很兇，不但罵她，還罵她的耶穌基

督。然後她很冷靜的說：「撒旦，退到我後邊去吧！」

我一聽到這個，火來了，就罵得更兇了。但發現這時

好像被一些邪靈附在我身上，她在電話另一頭也聽

見，說：「不如你跟我一句一句的禱告吧？」當時我

很害怕，因為我接觸過很多靈界的事情，趕鬼啊什麼

的都做過，想不到會讓邪靈附到我身上。我感覺到很

害怕，所以當時她說什麼我就做什麼，她唸一句我跟

著唸一句，內容和 2003 年決志的禱告差不多，都是

要信耶穌。當時我跪在地上拿著電話跟著唸，唸完後

奇怪的事情發生了，之前我心情起伏的很厲害、很憤

怒，現在卻突然很平靜，平靜得好像一片湖水，還有

鳥語花香，是我修行了很久也達不到的。睜開眼時，

發現眼望出去是一片海，雖然仍是黑黑的，卻好像漸

漸變得光明了，我所在的房間也光明了。原本以為是

心理作用，後來發現不是。因為我的後肩有一處打高

爾夫球受的傷，通常晚上睡到二、三點就會醒來，然

後再也睡不著，但那晚我卻是一覺到天亮，感覺很

好，這也是我很久都沒試過的。於是我便把我的佛教

書、風水書都扔了；有些是我父親臨終時留給我的

金剛經，極有紀念價值，有些是再也買不到的絕版風

水書，我全扔了。有一些觀音玉石，還值錢的也扔了，

這就是我的決志。  

從那一天起生活很平靜，但在受浸前還是有些

事發生。因為肩膀經常不舒服，我便習慣下班後去按

摩，有次在去的路上感到心裡不舒服，決定不去反而

很平安。還有一次和老闆約了客戶去卡拉 OK 唱歌，

在那裡很不開心，不知道為何常常跑去洗手間，我老

闆問我是否有事，我說沒事，其實是藏在洗手間不想

出來，然後跟老闆說不舒服藉故回家了。在車上，我

伏在方向盤上哭了，非常不開心。  

2005 年 7 月 15 日我受浸了。受浸後我的陰陽眼

沒了，發毒誓裡的五雷轟頂也沒出現，有的是內心的

平安、喜樂。我的太太和女兒暑期回香港問我為什麼

受浸？很反對。我問太太：「為什麼以前信佛教、道

教時你不反對，現在信基督反而反對？」她說：「你

不記得我們曾搞運動嗎？搞運動怎麼能信耶穌哪？

我們有很多朋友是同性戀者，是受壓逼的，你怎麼對

得起他們？」當時我實在沒有話說。(續下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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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們留在香港兩週，臨走時卻說：「在這兩週裡，發

現你改變了很多。以前你罵人罵得很兇，現在不罵

了；以前你開車脾氣不好，現在很好；人家超你車，

通常你若不是按喇叭，就是要追車幾公里，還要超回

他。二十年來我不停提醒你改的壞習慣改不了，現在

卻完全沒有了，所以信這個耶穌對你是好的。」   

2006 年春節，老闆通常要去黃大仙廟、車公廟

還神。那一年我跟他說我信了耶穌，不去了。他說：

「不行啊，你跟廟裡的人熟，給他們一個紅包就可以

先進去了。如果你不去就沒有這貴賓待遇。」我的老

闆很氣憤說：「現在是新年，你不要礙手礙腳，不要

攔阻我，我叫你去你就去！」我的同事們也來勸我：

「你就去吧!不如你留在巴士位置上，不用下車就好

了。」當時我掙扎著要不要去，忽然想起詩篇第一

篇：「不從惡人的計謀，不站罪人的道路，不坐褻慢

人的座位。」那我就不坐這個巴士的座位，不去了。

老闆很不高興，就把我所有的權力和工作分給其他

人。當時忽然變的很清閒，一些同事們還落井下石。

我就用這段時間追求神，準時下班去參加聚會。  

到了 2008 年，醫生發現我的眼睛後面有腫瘤。

他告訴我在香港沒有切除這個腫瘤的技術資源，因

為它的位置是在腦內和眼後，需要腫瘤科、腦科、眼

科的醫生們會診才可以。他建議我回英國去做這個

手術。我為此事禱告不久後，有弟兄介紹一個香港眼

科醫院的醫生，他說要化驗一下這腫瘤是良性還是

惡性的，要在眼皮處開刀，到眼皮後取些組織出來化

驗。但這有後遺症，就是眼皮常常會垂下來，而且眼

球會斜視。我想這可怎麼辦哪？另外有位弟兄是醫

生，他告訴我：「腦子要動手術是很嚴重的，一定要

找一個有經驗的醫生，因為一點小失誤就是一條

命。」他便介紹一個香港頂尖的腦科醫生給我，但是

卻未能與這醫生聯絡上。我仍在想：「到底要不要做

這個手術？」回頭說，那眼科醫生給我三星期考慮，

在禱告時我感覺是要做這個手術。但後來聽來聽去，

有些弟兄說是不用做，看到一些聖經經文又好像說

是要做，到底要做還是不要做呢？我就拿起一個硬

幣，要不要啊？轉一轉吧？我如果轉一下硬幣，答案

一下子就轉出來了。但我最後決定還是不要轉硬幣，

還是放在禱告裡。很奇怪，有一個晚上我開車看到遠

方建築物上的十字架，忽然給我一個很清楚的感覺，

我是要做手術！  

第二天，我到尖沙嘴會所晨更，當時梁弟兄向我

講了完全和晨更經文無關的一個故事，他說的是〈列

王記上十三章〉神人和老先知的故事，這個故事內容

是要把握頭手的經歷，神當初跟你說什麼，就是什

麼，不要聽其他人說，不要看其他東西，不要看環境，

神說什麼就是什麼！我就把握住這個，然後下午去

見醫生。醫生說：「其實我們研究過了，你是不需要

做這個手術。」當時我很開心：「不用做了。」...「但

等一等！今天早上的晨更明明說是要把握頭手的經

歷，是要做啊！」我於是跟醫生說還是要做手術，他

問為什麼，我說我是基督徒，神要我做我就做。醫生

嫌我麻煩，說不是急病不需要做，我還是堅持要做，

醫生沒辦法，給我訂了手術的時間，但推遲到 10 個

月後，因為並不緊急。  

當時約是七、八月，到了十一、十二月，眼睛忽

然快速惡化，看東西已經不太清楚，都是彎彎曲曲

的，還會刺痛。在一個禱告聚會裡我把這事提出禱

告，聚會完有位姊妹來跟我說她認識一位醫生是這

方面的專家，腦科、眼科都可以，這位醫生就是前面

提到過的頂尖腦科醫生，而且她還有醫生的聯絡資

料，但是這醫生很忙，預約也需要兩三個月的時間。

我打電話去預約，醫生叫我先把所有的 X 光片送過

去，因為他的預約確實很滿。我送片子去的那天，因

為交通的問題到達時已是午飯時間，沒有病人，只有

醫生在那裡。醫生叫我直接拿片子給他看，一看之下

他覺得我的情況十分危險，腫瘤已經把眼睛壓迫到

要掉出來了，視力也只剩下三成，快失明了，需要立

刻動手術。他告訴我他是香港幾位能動這手術的其

中一位，不需要眼科、腫瘤科的配合就能做這手術。

這是神開的路！那天是星期五，過了一個週末，我把

東西交代好，簽下遺囑，週二我就動手術。手術原本

是四小時，但三小時內就完成了，感謝主！ 

我們看到撒旦的作為都是片面、有限的，一時靈

驗，彷彿蠻有神通，但卻經不起考驗。我需要的時候

他不在，幫不到什麼忙，總是在欺騙我。撒旦常用似

是而非的神跡來攔阻我們，所以我們不要再受騙了。

當時我總認為信了耶穌會有很多限制，我實在告訴

你們，信主是最自由的，所有的枷鎖都可以脫落，可

以不用受制於世界的吸引力。我們去除偶像，不是拿

錘子打下去，而是憑著耶穌的權柄，因為神把所有天

上地上一切的權柄都賜給了耶穌，所以我可以來到

這裡向大家講我的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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