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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复活节受洗见证集 

（编者按）在纪念主复活的日子，有五位弟

兄姊妹（林恩沛、孙天容、李珍祎、李文瑞、

王珉）受洗归入主名。他们中间有少年人（恩

沛才 13岁）、青年人（天容和珍祎是大学生）、

中年人（文瑞、王珉），都是因同一位圣灵的感

动，愿意接受同一为救主，成为耶稣基督的门

徒。这是神莫大的恩典临到他们每一个人。 

他们的感恩见证各有特点，有神在家中施恩，有生命道路上亲人的影响，有生活中点点滴滴经

历里圣灵的工作。然而每一份见证都指向同一位满有恩典的救主。是神亲自拣选了他们。他们

的见证不是神学思想的思辨，而是实实在在的个人感受，惟真实才接地气，感动人。下面按照

收到的顺序将各位的见证发表。愿众人的心声汇成敬拜的乐章，献到神的座前，荣耀神的名。 

要感谢   李文瑞                  

大家好， 我的名字是李文瑞。 今天之所以站

在这里， 是为了感谢神，向大家介绍我的经历以

此见证神的大能。 

从我的认识上，是否受洗的第一动力或者叫

原因，就是对神的信心，就是对神坚定的相信和

依靠，这一直是我很难决断的。 我来加拿大十多

年，一直徘徊在信与不信的之间，直到去年 2016

年底我终于决定受洗。 

来到加拿大十年来，我的个人生活和家庭一直处于非常不稳定的状态，直到 2016 年，更

是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对未来几乎彻底绝望。正在我陷入绝境的时候，一个陌生的基督徒的

姐妹敲开了我家的门，然后她把我介绍到了我们教会的生命小组的聚会，她就是马冰姐妹。从

此，我认识了教会里众多的兄弟姐妹，他们都给了我温暖的关心和照顾。马冰姐妹，吕贤宏和

任全德两家人不厌其烦的鼓励我对未来的信心，并鼓励我向上帝祷告，请求神做工。不过，我

还是没有完全相信他们的话，我和他们说，我不相信有任何人有这个能力。因为我那时已经对

我的家庭幸福绝望了，已经不可能有任何转机，我的一生就是一个悲剧的，更没有任何人有力

量和能力把我的生命悲剧扭转为喜剧，我坚定的以为那时我已经到了人生的谷底，没有谁，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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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就在我处于绝望之中的时候，但是他们

告诉我，人的尽头，是神的开头。人不到尽头，就认识不到神的工

作，看不到神的工作。不过我仍然不相信他们，觉得那都是自己欺

骗自己而已。随着对神的了解增多，我开始学着祈祷，半信半疑的

祈祷。同时，我在心里对自己承诺，如果神真的解决了我的问题，

让我的家庭能破镜重圆，我一定正式受洗，成为神的孩子。这是我

许过的最严肃的诺言，因为我没说出来，没说给任何人，只是心里

的诺言。心里的诺言才是真正的诺言。但是我当时觉得这是一个不

可能完成的任务。 

但是，到去年 2016 年 12月的时候，奇迹真的出现了，我的家庭竟然破镜重圆，而且大大

超过了我的期望。经过多次的思考和徘徊，我认定这是神怜悯我的家庭，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

我也觉得必须遵守自己的诺言，于是我决定必须受洗，而

且希望马上受洗，越快越好，几乎都等不及了。 

我也愿意以受洗的方式表示我们把自己交在神手里

的心愿。我求神继续看顾保守我的家庭，也带领我们、帮

助我们。使我成为更合神心意的人。 

以上就是我的见证。 

 

我的 受 洗 见 证 

林恩沛 

 

大家好，我的名字叫林恩沛。我从小是在一个

基督徒家庭中出生，长大的。我爸爸，妈妈从小就给

我讲圣经故事，给我讲过上帝创造天地，按着自己的

形象创造人，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过红海，打仗，

所有你们所知道的圣经故事。 

当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常看到其他人受洗，所

以我也想要受洗，因为我小的时候认为我要是不受洗

的话我不能和爸爸，妈妈一起进天堂。但是妈妈对我

说: “进天堂不是受洗才能进的，你要真心相信耶稣

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而且接受耶稣为你个人的救主，你就可以进天堂。受洗是在上帝

和世人还有魔鬼的面前宣告我是上帝的孩子。”，妈妈还对我说: “你还太小了，先不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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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你长大了再考虑一下”。后来我想:“如果我想受洗的原因是因为其他的人受了洗，我不

一定要做其他人所做的事。我可能受洗之后还会犯错，而且我想要学更多关于神的事，就先

不受洗”。 

随着我年龄的增长， 我发现人类喜爱学习， 而且“想要学

更多关于神的事”是没有底的。 

当我 12 岁的时候，我又问妈妈能不能受洗，妈妈问了我一

些关于圣经的问题，最后妈妈说“还可以， 你再想一想吧。”。 

听了妈妈的话之后，我想了想，我发现了一些我以前没有发现或者

注意到的事情...要是我要受洗的话，我得写受洗见证， 然后得在

台上读我写的受洗见证！所以，我又没有受洗。 

慢慢的，当我 13 岁的时候，青年牧师 Dylan 曾经教导我们关于

受洗和洗礼。他说:“如果你不想受洗的原因是因为你想等到当你确定你

不再犯罪的时候在再受洗。那就像我想要等到我确定不会犯错得罪 

Kelly 的时候再和 Kelly 结婚。可是没有人不会犯错或得罪人，除非你

快死了，因为你死了之后不能犯错或得罪人。那也就是说你想等到你快

死的时候再受洗。” ，然后我们的李牧师又说:“真心信主得救后，越

早受洗越好，这样子你就很难偏离正道”。 

前几天，我回想到我 10 岁开始怀疑神的存在的时候。后来，我

问爸爸：“你是怎么知道上帝的存在的？” 爸爸就问我：“要是上帝不

存在的话会怎么样？”。我说：“如果没有上帝的话就什么都没有。天、地、万物都没

有”。我想：“什么都没有到底是什么意思，看起来又是什么样子的呢？什么都没有的话，

那也不就是不黑也不白吗。” 

罗马书 1：19-20 说 “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

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

诿 。” 

换句话说，我们所能看见的一切都在证明上帝的存在。 

就这样我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决定这次受洗。谢

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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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洗 见 证 孙天容                  

大家好，我是孙天容，是滑铁卢大学大一的学生。我今天特别

开心，也特别的荣幸，能够在这么多亲人和朋友的见证下受洗。因

为从今天起，我就要宣布自己归入基督，让这位父神来带领我一生

前进的道路。 

其实我从小就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我奶奶就相当于家里

一棵灵命的大树，从小就教导我，在天上有一位爱我们的阿爸天父，

我们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向他祈求祷告。我是真的蛮听我奶奶的话的，

真的是什么都会祷告。就比如说小时候忘记带作业本，我很害怕会

被老师罚站，然后就在课桌上不停的祷告，说：阿爸天父啊，就求

你让老师忘记这件事吧。结果，我们记忆力

一向很好的老师真的把检查作业这件事给

忘了。当时超级开心的哈哈。还有诸如此类

的很多事，长大了之后回想起来，觉得上帝

应该对我这个小孩也挺无奈的吧。不过就是这种方式，我渐渐建立起与

上帝的联系，每晚都要跪在床前向他祷告，向他诉说各种事情。有时候

和他聊的太开心了都兴奋的睡不着觉，因为每天的祷告，就像是他每天

给我注入新的生命，新的养分，让我能够有活力来开始下一天的生活。 

不过到了高中的时候，我在属灵方面也发生了一些小小的波折。随着我年龄的增长，我开

始有些叛逆，开始有自己的想法，开始不听他的话，而且在许多事上一意孤行。包括这也是我

后来几度消沉的原因，因为我觉得大多数人犯错都是在他们不认识基督，还不明白这些道理的

时候犯得，而我已经懂得了一些道理，也认识了这一位父神，却还是在一些事上跌倒了。我当

时心里就有种想法，觉得上帝会不会不要我了呢。这个想法一直困扰着我，直到我来滑铁卢的

有天听到刘同苏牧师的讲道。那天他讲道的末尾，问起场上有没有刚来到滑铁卢大学的新生，

当时场上举手的就只有我一个人。然后，我记得，刘同苏牧师就看着我的眼睛，跟我说，你以

为你是随随便便的来到滑铁卢的吗，这一切都是在上帝的计划里的，他在里面有奇妙的恩典。

当时我真的超级感动的，随后得出来两个结论；第一，上帝

是让我来滑铁卢大学的（因为一开始一直疑惑自己有没有选

对大学），第二，原来上帝没有放弃我啊，不然怎么会有奇妙

的恩典呢。果真，我随后就接触到了 MCCF，滑铁卢大学的国

语基督教团契，和这所林肯路教会，然后在里面遇到了很多

主内的兄弟姐妹，他们对我如亲人一般的好，从 Joshua 的车

接车送，到 Ashley做的各种美味（姑姑）。。。。。。让我感到特

别温暖，特别有爱，也能更深一步的认识主，爱主。让我真

的感受到了刘同苏牧师所说的，美好的恩典。然而这些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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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不配的，我跟神顶撞，和他对着干，可他

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通过一次次的教导，除

去我身上他不喜悦的地方，并完完全全的爱着

我。   

以賽亞書 54:10 “大山可以挪開，小山

可以遷移。但我的慈愛必不離開你，我平安的

約也不遷移。這是憐恤你的耶和華說的。” 

約翰壹書 4:10 “不是我們愛神，乃是神

愛我們，差他的兒子，為我們的罪作了挽回祭，這就是愛了”  

所以我现在能说的就只有感谢了，感谢主，让我在这么大的世界里遇到你们，并能被你们

爱着，然后最重要的是，能被他亲自爱着，因为这份爱是我所不配的。 

最后，我希望通过这次受洗，我能够遵循主的旨意，活出他所喜悦的生命来，那就是我的

名字。我的名字是孙天容，意思是包容天，再延伸一下就是要包容和爱这个世界上神创造的一

切生命。活出爱，从今天开始。 

 

            受 洗 见 证   李珍祎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我與基督信仰的第一次結緣，是在初中的時候。當時我還太小，

只是覺得姑父自己在餐桌前禱告十分新奇，並沒有太多的印象。第二次正式地聽到上帝的故事

是在加拿大的餐桌上。那是我來加拿大讀高中的第一年，腦袋裡還刻著達爾文的進化論。姑父

說：「最初的時候，上帝創造了人類 ……」我馬上反駁：「不對，人類不是從人猿進化來的麼？」

也就是從那天開始，我知道了亞當夏娃的故事，雖然一時接受不了自己學的歷史課變成了謊言，

不過講實話那一刻我是開心的，因為我一直都覺得書上畫著的猿人復原圖看起來不是那麼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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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讀的高中是一所天主教學校，剛入學的時候每天迷迷

糊糊跟著大家禱告，做彌撒。但總覺得身邊同學都是在應付

形式，像小學讀課文一樣，無聊得很。宗教課的老師也都是

水水地講教材。本以為我會與這個信仰無緣，直到有一次我

跟著聽了一場讚美詩的演唱會。我看到身邊的人時而感動

的淚流滿面，時而高興的歡呼鼓舞，不論是當時全場的氣氛，

讚美詩的歌詞還是主唱引用的經文以及對上帝的感激讚美

都十分打動我，這些人和事都與我高中同學的麻木態度截

然相反。我開始想要了解基督這個信仰，想多些了解耶穌基

督。 

到了十二年級的時候，我開始變的驕傲，以為可以靠自己的

‘小聰明’來順利度過高中的最後一年，然而生活也從那時候開

始變得沒有那麼順利，我曾一度以為我與主漸漸遠離，但回過頭

來仔細想其實主一直都在我身邊。我不知道別人眼中的我是什麼

樣子的，但我自己知道在考學這件事情上我向來是隨遇而安，我

從來不會有什麼「一定要考到前五名」或者「一定要考到最好的

學校」這種雄心大志，所以我的初中三年和高中前兩年過得都很

舒適，我從來沒有逼迫自己去做什麼事情，即使是在中考的時候

我也沒有如臨大敵的感覺，我還記得在考數學卷子的時候我因為

提早寫完試卷差點在考場上睡一覺，但是我在讀十二年級的時候開始變得不一樣。其實我在讀

十一年級的時候最想讀的學校不是 waterloo 而是 Ivey 和 McGill，但是不知怎麼的十二年級

一開學我就特別想考 waterloo，我雖然不是家裡第一位讀 waterloo 的學生，但我對這個學校 

知道的也不是很多，我仍然拼盡一切想考進來，即使我知道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

我對這所學校知之甚少。在我

明明可以放鬆心情去接其他

學校的 offer的時候，我還堅

持不懈的努力，等待。這不是

我的風格，但我也不知道我改

變的原因是什麼。這一切問題

的答案在我入學半個學期以

後找到了，我參加了 mccf，來

到了林肯路教會，我發現上帝

把我送到這裡不是因為這裡

有最好的數學專業，而是這裡

有一群很友愛很熱情陽光的

弟兄姊妹，功課再難，來到

mccf 來到教會也會覺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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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溫暖，我覺得我與上帝的關係越來越近，直到這學期我開始作團契的小組長和弟兄姊妹一起

服侍學習，我發現上帝已經是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並不是一個很擅長把自己內心的

想法講出來的人，在之前生活中開心的難過的我都是喜歡自己慢慢消化，直到我開始信靠上帝，

我開始每天晚上和他說話，我把這一天中遇到的開心的事情和他分享感謝祂的恩典，不順心的

事情也交託給他求他的帶領，我不敢想像沒有他的日子我會怎樣度過。 

有人曾經問過我上帝在我生命中意

味著什麼，是怎樣的一種存在。我說，上

帝就好像是我生命中的一道光，明亮溫

暖。這道光像是舞台上的追光，讓我足夠

看清並且有信心踏出當下的每一步；這

道光像是溫暖的陽光，讓我每天清晨醒

來都想要去做一個溫暖的人，並且用愛

去溫暖身邊的每一個人；這道光讓我無

畏身邊的黑暗，順著它的方向走就能安

心地找到回家的路。 

我開始積極的面對生活，不論是順境還是逆境，我都努力做好自己，因為我知道在我交託

了我的全部以後，主的恩典都會是最美好的。 

最後我要分享一段我最喜歡的經文，希望這句話也可以讓你們都有所感動：「你所做的要

交託耶和華，你所謀的就必成立。」（箴 16:3） 

感謝主！amen 

                         

   王 珉 姊妹 的 

亲爱的主内兄弟姐妹：  

    大家早上好。终于回家了，我是又兴奋又愧疚，兴奋的是

我这个有罪的人能够在这么有意义的时刻—复活节，被耶稣基督

接纳，我真是太有福了。愧疚的是本来一条笔直宽广的路，不知

道为什么让我这个愚顽，无知的人走得这么漫长，弯曲。  

回想刚开始接触耶稣基督，也是在这个教会，那时还没有中文堂。只是与住的地方离得近，

并且朋友们又都说刚来加拿大，可以去教会多了解加拿大，就这样我们来到教会，听到那些优

美，动听的音乐，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是什么意思，但是听上去却很有共鸣，有一种被打动的

感觉。可是当时也没去多想为什么有这种感觉？只是时断时续去教会，偶然听到别人说“人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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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罪的”，我在心里会想“我有什么罪，我又没伤害别人，

并且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还会帮助别人，为什么说我有

罪”。仍然没去想为什么别人会这么说，就这样经过好多

年。突然有一天我又听到有人说人是有罪的，主耶稣知道

我们的想法，我们有不好的想法也是有罪的。这次我心一

惊，我想只是有点小心思又没付诸行动，怎么算有罪呢？

这一次我思考了许多，决定开始读《圣经》，希望能得到

一些答案。因为以前从来没读过《圣经》，所以想当然的

认为《圣经》告诉我们如何做一个我所定义的好人。但读起来才发现远远不止如此。感谢主，

能够让我有这样的进步。然后我开始读它，尽管还有很多不理解的，但是我知道我真的是有罪

的，并且也知道主耶稣基督是爱我们的，为了救赎我们这些罪人，甘愿自己被钉在十字架上，

接受痛苦和煎熬。罗马书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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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作为旁听参加受洗班学习，听了牧师讲的耶稣基

督的救恩和受洗的意义，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当要结束

时牧师问我们旁听者有什么想法，我说我可能会受洗。回

家后我仔细思考这是冲动还是感动让我做出这个惊人的

决定。感谢主用他的大能和仁爱让我这个罪人在那一刻豁

然开朗。我愿意耶稣基督进入我的生命，成为我的救主。

我愿把自己交给他，求主带领我的一生。  

最后，我用牧师告诉我们的《圣经》金句：约翰福音

3:16 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

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祝兄弟姐妹身体健康，常常喜乐。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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