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是黃邦禮，你們也可叫我做 Jason，我信耶穌的過程很奇妙的。我的經歷是這樣： 

 

事情發生在 2017 年 5月，那個時候工作很忙，而且晚上亦有很多功課和應付考試。因

為是學期尾的關係，有一些 Project 的報告也要準時完成。這個在香港城市大學的碩

士課程是我的第二個碩士學位，我對上的一個碩士學位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了，所以

以我這個放下書卷多年的學生來說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才會有好成績。話說如此，這個

課程的開課日期是從 2014 年 9 月開始，來到 2017 年 5 月便是我這個碩士課程的最後

一個學期。在這個 5 月裡，我覺得身體有些毛病，但又要應付考試，於是便約了完成

考試後的一天到醫生那裡檢查。 

 

在 2017 年 5月 20日到了醫生那裡作一個初步的檢查，並約了 5月 22日做腸鏡檢查。

到了 5月 22日腸鏡檢查和電腦掃描後，醫生說我的乙狀結腸有一個腫瘤，那個時候我

的心情沒有很大的變化，只是在心裡說上天都有給我機會，因為我確診的不是第四期

癌症，而是第三期癌症，還是有機會康復吧。於是便約了腸臟科醫生在 5月 24 日進行

腫瘤切除。過了一天，5月 23日的早上我開始沒有上班，早上便告訴媽媽我有癌腫瘤

這一個事實，當她知道後，便抱著我哭了一會，我反而安慰她不用擔心。我說我就是

怕見到這天，所以之前買了幾份保險，現在可以用，叫她不用擔心錢方面的事。 

 

到了 5月 24日，媽媽陪我入院進行腫瘤切除，在進入手術室的時候，我的身體很凍，

於是護士便幫我加了熱毛氈和打了熱空氣到我的身體上，我呼吸了麻醉氣體後便開始

手術。經過很多小時的手術後我便送回病房，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在心裡說要多謝上帝，

因為我今次用的是微創手術，而且傷口小，復原較快。接下來的，我便要做一個為期

半年的化療去減少癌症復發的機會。 

 

出院後暫時不能上班只可休息，有一個在人事部已經信主的同事叫我不用擔心病假，

要好好休息，於是我便在家休息了。在家休息的時候感覺很怪，覺得肚或腸是不舒服

的，但我也不知道是什麼事。唯有等待化療的來臨。其實手術後是不可吃一些較為硬

的食物，例如豬牛羊雞，因為會容易使腸部不舒服，但是我沒有理會媽媽的勸告，也

會吃這些牛扒豬扒之類。 

 

我感覺我的腹部開始脹起來，還覺得我的腸不斷在移動，而且還有嘔吐。我的嘔吐物

是墨綠色的，嘔起上來不是一口兩口，而是一盤一盤的，盤的大小是用一個標準洗面

圓膠盤的大小，是不是很誇張呢？實情一點也不誇張，真的是一盤嘔完出來後，過了

一會又有新的一盤，原來這是膽汁不斷製造出來幫助消化的綠色液體，但是腸部的阻

圔，把這些胃裡的東西和膽汁嘔出來。最初在家忍痛，以為不是大件事，但最後也需

到醫院檢查。核查後發現是大腸位置有一些腸阻圔，這是一般腸手術的後遺症。醫生

最初實行禁食，希望腸子可自行解開。但是經過一天的等待還是不能自行解開，於是

便要再進行手術。醫生說這次不用收我手術費，說是上一次手術的延續，我感覺很奇

妙，我很少聽到醫生不用收手術費的，我心裡想可能是天父的幫忙吧。最後安排下一

天做手術，我被推入病房時身體很凍，跟上次一樣，護士幫我加了熱毛氈和打了熱空

氣到我的身體上，但程度上已經不及上次的凍。吸了麻醉氣體後便開始手術，手術醒

後便即時檢查自己的身體，今次醫生用回上次手術的傷口再進行手術，所以我身上的

疤痕是沒有多，而且也是用微創手術，我很感謝天父。過了幾天便回家休息了。 



 

過了一個月後便到醫院進行化療，第一天入院便安排第一次手術把一個儀器放到我的

心口皮下組織下面，目的是方便進行化療，即所謂人工血管。我被推到手術室入面進

行這個手術，那時我覺得心口很痛，因為醫生會把一些針的東西放進我的胸口內，但

沒有辦法，也是忍著痛。手術完成後，我便被推回病房，過了一天後，化療便正式開

始。 

 

來到第一天的化療沒有什麼感覺，只是較為疲倦，我還可以進食。我的化療藥需要在

醫院裡連續吊針 48 小時，進食時是有一個藥包即吊針跟著我的，我覺得有些不方便，

但也沒有辦法。於是在這樣的情況下便過了第一天。到了化療的第二天下午，還是在

吊針的時候，我的腸位置開始很痛，那種痛是用手輕按一下也是痛的，於是醫生便來

看我，我又被推到掃描室進行電腦掃描。醫生發現我的小腸位置有一些粘連，那就是

術後腸阻圔，我進食的食物被卡在腸裡不能消化，而且受到細菌感染，所以我的腸會

痛，因為腸會把食物推進，但由於腸阻圔的關係，腸不斷推進便會產生越來越痛的感

覺。 

 

治療方法有兩種，第一是禁食，然後用靜脈注射來補充營養、水份、電解質，這樣的

保守治療幾天後可望腸子會自行暢通。我看見那些一包很大白色的營養液便想起很貴，

我便找姑娘說不舒服，姑娘問我那裡不舒服，我便說我的銀包不舒服，可否不用這個

營養液，姑娘說是醫生吩咐，不可不用。沒有辦法了，我回想起來我們日用的飲食，

今日賜給我們這個主禱文，因為就算有一些食物放在我面前，現在也不能食用，所以

我在心裡開始求天父可以使我的腸子可自行解開。但是情況並不是我所想的，過了幾

天還是不能自行解開，我都有問天父有否聽我的禱告。於是醫生便進行了第二個方案，

就是要動手術把腸子解開，叫做黏連性腸阻圔分離手術。 

 

天啊，我又要做開刀手術了，當時我覺得不開心，因為又要把我的肚皮劏開，留下永

不磨滅的傷痕，我很害怕，但我在床上看見一個十字架，便去護士站找院牧，我對姑

娘說我要找院牧。可能是上天的安排，樊院牧坐在護士站裡面，於是我便開始認識了

耶穌，我們天上的父親。這個巧合的安排是耶穌來找我的，我不斷哭，但我很開心。 

 

我首先被安排在內科病房轉到外科病房，然後再被安排做第二次解腸手術，在病房推

入手術室的那天，我的身體已經不覺得凍了，我已經不用蓋毛氈，因為我在心中想起

天父會與我一起同行的。我被推入手術室的等候區，在那裡我看到一個十字架，我心

裡開始祈禱起來，我祈求天父使我的手術能順利進行。我不停這樣的跟天父說，我突

然間感覺到有人把我的床推離開這個十字架稍遠處，就像要被推入手術室似的，但實

情是有一種力量把我的手術床推離十字架的地方，而且我的手術床還被升高，如是者

我離開到十字架很遠的地方，我聽到天父對我說話了，祂好像告訴我不用擔心，這時

我的心很舒服而且完全相信祂。我感覺到我的手術床從遠處再被推回我原先看見十字

架的地方。這時我便醒來，護士過來問我叫什麼名字，做什麼手術等等，我才發現我

的手術床由始至終是沒有被推過或移動過的，但是真的這麼奇怪，為什麼會有這樣的

經歷，我估是神對我說話吧。 

 

手術完成後，我便被推回病房，但我感覺我的傷口很痛，於是醫生便開了麻醉藥給我，



我用的麻醉藥是靜脈注射，所以過了約三十分鐘我便感覺不到痛楚了。今次醫生幫我

做了個大手術，已經不能用微創了，只能用傳統的開刀手術，我的身體上留下永不磨

滅的傷痕，或許這是天父給我的禮物。手術後的幾天不能吃東西，只能喝一些流質食

物。 

 

在這次住院的時候，剛剛完成手術的初期，我不斷打嗝，廣東話叫「打思憶」，由早上

開始不停打嗝，到了晚上還在打嗝中，沒有說錯，我要用不停來形容。如是者過了兩

天，我的打嗝聲音很大，我還怕嘈醒其他人，這時候插了胃喉的我，胃不斷有一些水

把我的胃部脹起來，每隔一段時間護士便要從胃喉抽水出來，抽了那些胃液出來後我

感覺很舒服，而且每次打嗝的相隔時間也沒有那麼頻密，但是仍然有打嗝。這樣的情

況下令我不能入睡，我只有祈禱，希望盡快消失打嗝，使我能盡快入睡。我在半睡半

醒的狀態下，心裡不斷祈禱，還與天父溝通。我問天父為什麼我不停打嗝？果然天父

答我說：「我就是要你不停打嗝，把你胃裡的氣體吐出來，這樣你便不會再打嗝了。」

真是這麼神奇，會有一把聲音告訴我，我覺得很真實，在朦朦朧朧中我便睡著了。果

然到了第二天早上起來，我便沒有再打嗝了。我要感謝神的幫助，我知道是祂在背後

幫我的。 

 

當時我的心情不佳，樊院牧經常來病床探我，我便跟她說心事，我不知是什麼緣故，

我跟她說我堅信耶穌，於是我在 2017 年 7 月 17 日決志。樊院牧再三問我是否堅信，

我說是，她便幫我決志了。我最初住院的時候，差不多每天也不能入睡，於是便問院

牧借了一個 MP3 來聽，我很開心，因為我聽了詩歌和福音後，我很快便入睡，而且亦

不斷祈禱，我相信耶穌的存在，祂常在我身邊支持我。之後經院牧的介紹，我聽了很

多詩歌，一邊聽，一邊哭，可能是與主有共鳴的關係。 

 

我二個月內的第三次手術是在 7 月 13 日入院，但 7 月 30 日才能出院，我當時還在發

燒，但不知什麼原因很想回家，所以在 30 日的晚上便回家了，回到家裡很舒服的。醫

生說化療不能即時開始，於是這樣我便等待我的化療日子來臨。又等了一個月，我又

開始入院做化療。要由第二次化療開始，直至完成 12次療程。 

 

我在 2017 年 8 月至 2018 年 1 月 6 日期間入院做化療，每隔兩個星期便入醫院一次，

每次住院期間都會找院牧，一來可以找個人說話，二來也可找個人一起祈禱，我覺得

找院牧祈禱的力量會比一個人祈禱的力量要多。所以每次樊院牧到病房探我的時候，

我覺得很開心，可能是天父指派她過來找我，要我信靠祂。在其中一次化療的時候，

我的妹妹來探我，我見到她來了，不知道為什麼我便哭起來，還對妹妹說我很掛念她。

我一邊哭，一邊說要抱她，因為我怕我不能再見她，於是我便緊抱著她，哭過不停，

還說我不捨得她。她便安慰我說要堅強面對，我看見她背後在哭了，說出院後要帶我

去日本玩，因為她懂日文而且我又未曾到過日本。我又想起以前從來不會抱她也不會

說我愛你這三個字的。可能是天父的安排，在這段化療的日子，我的體重沒有減輕，

反而增加起來，而且化療的副作用也沒有那麼大，這是天父給我的禮物。 

 

在化療期間，我要申請保險賠償，於是便找我的保險代理人，其實她也是一個信主多

年的人。在我找她買保險的前幾年，在一個機緣巧合之下，她曾邀請我參加聚會去信

靠主，但是當時沒有理會。她亦沒有再找我討論聖經或者叫我信靠主，這樣便過了好



多年。真的是神來找我，要我信靠祂。我之前失去了機會，現在又出現了。當我再次

找她申請保險賠償的時候，我已經信主了。這位保險代理人在我病重住院其間，她送

了一部聖經聆聽機給我，這部機是用廣東話用口話的形式讀出聖經新約和舊約的內容，

那個時候除了聽詩歌外，便是「聽聖經」了。這樣我便在「聽聖經」和「聽詩歌」的

狀態下渡過住院的日子。 

 

說到醫療保險，我也不知道是否天父已一早安排，知道我的需要。在我病發前五年，

我便再找這位保險代理人買了一份危疾保險，再過了差不多半年時間，發鈔銀行甲及

發鈔銀行乙的保險代理人分別打電話給我，推銷我買一些住院現金保險，當時的我考

慮了一天左右便買了十年期的現金保險計劃。我還記起他們祝我身體健康，凡事美滿。

我自己都很難相信，因為通常有人致電說要向你推銷保險的時侯都會說不需要便立刻

掛線，而且又不會在來歷不明的電話中透露個人資料吧。但事情往往是這樣的，於是

我便有四份有效保險了，所以媽媽便鬧我把很多錢用來買保險，受益人還要寫她的名。

至於公司保險就像神為我預備了一樣。因為公司保險的周年期是每年的七月一日，所

以我在病發初期用了一筆很大的錢去做腫瘤切除手術，這些費用計算至六月三十日。

及後的解腸手術便用了七月一日後的保額。除此之外，後來公司保險的附加重症保額

亦提升了一倍，我覺得天父很看顧我，叫我不要擔心醫療費用問題，先要把我醫治，

再差遣我做祂想我做的事和考驗我對祂的信心。 

 

有一天我在醫院做化療的時候，有一位母親快將離開而且拜開神的同事打電話來問候

我，他說他的母親相信耶穌，而且又有很多教會的朋友來探望他的母親，所以他來電

叫我也要相信主，要信靠祂，因為信主後不用再哭，因為死後不是離開而是復活和得

永生，而且主亦為我們預備了地方。他的這番話，我真的不能相信。因為一個拜神很

多年的同事在他母親離開的時候叫我相信耶穌，可能是天父找我吧！我沒有告訴這個

同事我已信主，因為那時的時機還未成熟。 

 

到了夏天季節，我平時很喜歡游水，但手術後和化療已經很久沒有去了。於是便想起

到泳池，但是我身體上有一條很大的疤痕，我也很害怕，於是便找了位朋友一同去游

泳。第一次下水的時候我很害怕他人見到我的手術疤痕，於是便叫了這位朋友走在我

的前面，使其他人看不到我的疤痕，但我下水後其實是沒有分別的。於是當下次甚至

之後我也不用擔心，因為我覺得這個疤痕是神賜給我的禮物。所以之後的游水也沒有

害怕別人看到，照樣和平時一樣的游泳。我能夠克服這個心理的恐懼，也是神所幫助

的。 

 

來到 9 月份的時候，公司安排了公司旅行，目的地是迪士尼樂園，我從來未去過香港

的迪士尼，於是便參加了公司的旅行。我在去旅行前的一天便開始正式回到公司上班，

我很開心自己還有機會上班，見回那些四個多月沒見的同事。我每兩星期只是請了四

天假入院做化療，其他日子都在公司上班。我在這個化療日子期間，我跟樊院牧說我

想返教會，但她反而說要調理好身體才作打算。時間不斷向前，終於到了最後一次化

療，這次也很順利地完成，我要感謝天父。之後每三個月抽血檢查癌指數便可。於是

我便不用再請假，可以回到工作崗位上。 

 

其實我租了一個迷你倉在我公司旁的一棟工業大廈，我放了一些郵票及衣服等雜物，



這個倉是從 2006 年便開始租用，直到那時已經是 10 年有多，我放了一些新的恤衫和

西褲在這個倉很久，而且數量也很多。回想起來，全新的恤衫有 30件以上，全新未穿

過的西褲也有 25 條以上。這些衣服是在 2003 年我還在讀書的時候買的，因為那個時

間是沙士的日子，那些衣服大減價，而且還預計自己或會找一份要穿恤衫西褲的工作，

所以便買了這麼多的恤衫西褲。 

 

到 2017 年 10 月份的日子，得了重病後，我怕自己用不完又不想浪費，於是便找了一

位同事打算把這些衣服送到社區的回收站。這個同事到了我的迷你倉看過我的衫褲後

便說這些衫褲根本不合我身，應該一早便要棄置或捐給有需要的人，於是便一起把這

些衣服用了 2 個箱運到社區的衣物回收站。眼看一包包和一件件的衣服放進回收箱好

像不捨得，但又感覺到天父要我幫助有需要的人，於是便把所有的衣物放進回收箱內，

我的感覺很安慰。此外，這個倉亦放了我每年都有購買的運程書，當我每年買了四個

作者的四本書之後，便把去年的運程書放在迷你倉內。我的同事說我是讀理科的，估

不到我這麼迷信。我忽然決定把這些書本掉去，因為雖然書本說來年好運，但到頭來

也不是好運，而且更是衰運，就像我得了癌症一樣。我便和同事一起把幾十本的運程

書用手推車推到垃圾房那邊。我從此之後便不再這麼迷信，更不相信這些所謂的運程

書了，因為我要信靠主。到後來，我在書局看到這些運程書，我沒有去購買，而且還

跟同事和朋友說不要相信和浪費金錢，我便是最好例證了。 

 

到了 2018 年 3 月至 4月間，我打電話找樊院牧，我說我很想返教會，我等了她很久沒

覆電話給我後，我又再打電話找她，於是她便安排了我六月初到九龍靈糧堂了。我約

了她在教會門口等她。她到了後便把我介紹給王牧師認識，我們一起進入禮堂，我便

開始學習「返教會」了，王牧師在講道時說了今天有一位新朋友，這便是我了。各人

也為我祝福。這一天適逢九龍靈糧堂的新朋友交誼日，於是樊院牧便帶我到了 6 樓參

加，有遊戲也有一些小吃。最後留下電話號碼，有一個人打電話來邀請我參加「信仰

探索班」。 

 

由於身體較為好轉，因此我便可以回到大陸工作，所以便推了她的邀請。但是我星期

日也會返教會的，而且我也不想缺席崇拜，我基本上每個星期日也會到九龍靈糧堂這

個大家庭的。到了 2018 年 12 月，靈糧堂的姊妹又再來電，我接電話的時候是在大陸

剛剛下班，在往吃飯等「迪迪」的途中，我沒有想什麼，於是便答應了。這是神來找

我，因為我覺得既然神安排了我返教會，我心想祂再安排我更深入認識祂，我覺得這

是神所安排的、也是一個很好的機會，所以便答應了。自此之後我便每月 2 次返信仰

班認識祂，除了在日本、在大陸工作和住院的日子不能上課外，每次都會上堂去認識

祂。 

 

不知什麼原因，一唱起詩歌便忍不住哭，根本唱不到，可能是有共鳴，因為這是祂所

安排的。一年的日子好不容易，終於來到課堂完結的時候。在這期間，我想信耶穌，

我要跟隨祂，所以我便想接受洗禮了，因為我想接受洗禮來表明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

活。有一天做夢的時候，夢見自己睡在醫院的病床上，是靠近窗口的一個床位，我知

道自己快將到天父那裡，王牧師便在我病床邊為我灑水洗禮，說我快將離開，天父帶

我去祂那裡去。我醒來後很害怕，於是便打電話給靈糧堂的簡師母，我告訴她我放不

下家人，還有我不想未做洗禮便走了。她告訴我天父愛我，亦會愛我的家人，而且教



會也有「特洗」的安排，於是我便放心下來，期待洗禮的來臨。 

 

信主前後其實我有很大的改變，首先我之前根本沒有想過我會病的，所以經常回公司

工作，對家人的時間相對很小，而且又覺得錢是重要，有時也不捨得花錢買東西回家。

在大病後，才發覺要珍惜與家人相處。我都認自己很小給錢媽媽，於是在大病後便申

請了一張附屬信用卡給她。雖然她每個月都用我的卡花很多錢，甚至一個月花八仟元

也是閒事，因為我記得她在我於醫院做化療的時候，她到醫院探我也是一件很辛苦的

事，因為那時她行動較為不便，她的腳沒有力，但也坐巴士到來探我，我有些想哭了。

另一個原因就是擔心自己會失去認知能力，所以給她一張附屬卡也能幫我找數。除此

之外，那時候我在放病假，而且醫院的食物也不好吃，出院後，甚至在假期時，經常

帶他們到茶樓飲茶，到餐廳吃下午茶等等，我已經沒有計自己用了多少錢，反而要珍

惜這個機會。 

 

在我這段出出入入醫院期間，我很喜愛吃東西。有一天我跟媽媽逛超級市場，我見到

一些貴價從日本來的蟹柳很想吃，我其實自己心裡覺得很貴，有點不捨得吃，但是媽

媽見到我想吃，而且當時我又需要吃很多容易消化東西來補充營養，所以她便毫不猶

豫買給我吃，還買了一些三文魚柳，那時我差不多每天也是吃這類食物，這些情境我

沒有忘記，所以亦驅使我申請了附屬卡給她了。 

 

還有每當我早上起來，我覺得很開心，因為神賜給我生命，我又可以活多一天了。我

在吃早餐的時候也很感恩，甚至要做一些祈禱的動作來感謝神，因為我之前不能吃東

西，現在可以進食不是要感恩嗎？ 

 

另一件事便是學會了寬恕別人，也如同主赦免了我一樣。還有兩件事或許是天父免我

們遇見試探，救我們脫離凶惡。第一件是在百佳超級市場買東西的時候計少了一件貨

品，在家心裡很不舒服，好像受到聖靈的責備，於是第二天的早上便到超市付款，付

款後不知為什麼心裡很安慰的。至於另一件事便是在中國銀行的宣傳單張發現一張五

十歐元的鈔票。我把鈔票帶回家中，心裡很有犯罪的感覺，我問朋友我應該把這鈔票

收下嗎。他們都是叫我把鈔票收下，但是我心裡非常不舒服，於是在第二天便把這鈔

票送回銀行。我覺得我不應該貪婪，但是如果是自己付出而所賺取的便應拿了，或者

是聖靈驅使我這樣做。 

 

好景不常，在 2019 年 5月尾，我的癌症復發，需要再進行治療。來到 2019 年 10 月，

我的腫瘤又大了些。我在到醫院檢查的那天，我到過的三個地方均有「願你平安」這

些字，可能是天父告訴我，不要太擔心，於是我便沒有太大擔心自己的病情。到了晚

上我作了一個夢，是挪亞方舟的故事。有一天，我在家中感覺到地震，我看見在櫃上

的碗碟玻璃瓶要掉下來，於是便通知叔叔和爸爸立即離開。我在隱約中聽到主的聲音，

亦有可能是聖靈，但我沒有理會祂是誰，這把聲音叫我離開，我便聽從指示離開。 

 

我走出家門口，便有一艘木造的船，我聽到聲音叫我走到船上，我在船上看見一雙一

對的動物，還有幾個人，當這艘船關門後便開到香港島的太平山頂。我是住在九龍的，

這是什麼船會從九龍半島開往太平山呢？我在這船看見我的姑母，因為大浪和大雨的

關係，我和她在船上弄濕了衣服，當這艘「挪亞方舟」到達太平山頂後，我發覺我有



些錢和衣服放在大平山頂的儲物櫃，於是我便拿了衣服給姑母，叫她拿去沖涼，另外

還有一個我不識得他的小朋友，我也叫他跟姑母往沖涼的地方。 

 

我突然聽到有很多人大叫，我便走出來看看，我在山頂看到尖沙咀的文化中心、鐘樓

等地方完全被洪水掩蓋，我很害怕。我在這個時候，我又忙於尋回之前走失的家人。

我聽到有一班人在山頂上叫水退了，水退了。於是我也走出來看看，我看到九龍半島

的水位開始下降，我看見文化中心開始露出來了。於是我便跟著其他人預備落山回到

九龍半島那邊，跟著我便醒了。到了明天我把這個夢境告訴一位己信主的朋友，她說

是主會帶領我到安全的地方，脫離危臉，叫我不用擔心自己的病情了。 

 

我的情況在今年 2020 年 2月再度惡化，癌細胞已經走到腸附近的位置，但我已經不再

擔心自已的病情，因為我相信生命是天父的安排，我對祂說祢要我那個時候來我便來

了，因為祂會為我預備的。我知道信靠天父可以得永生，祂會差遣我做祂想我做的事，

而且我現在擁有的東西也不能帶走，所以我不怕死亡，只求天父不要讓我那麼痛苦便

足夠了。 

 

在 2020 年３月１７日，接近午膳時間的時候，我便往洗手間上廁所和洗手，預備之後

到外用膳。手提電話這些私人物品當然會跟身，以防有同事或朋友有要事找我。走到

廁格後便放下手提電話在廁紙架上，上完洗手間及洗手後便返回自己的辦公桌，之後

還檢查和回覆了幾個同事的電郵。突然之間發覺自己所穿的衣服輕了，才發現自己的

手提電話不見了，於是便問我身旁同事我在洗手間出來後有沒有看見我把手提電話放

在桌上或其他地方。他說我出來後未見過我拿著手提電話，於是我便用公司電話撥電

話給自己，發覺手機仍沒有關上，還是有響號的。我估計我的手提電話遺漏在廁格裡

面，於是便和這位同事一面撥自己的電話號碼一面跑到洗手間看看可否找回，但是電

話能接通卻未能找回。於是便到人事部寫下電話型號資料等報失手提電話，希望能找

回手提電話。 

 

午飯時間到了，各同事也開始離開公司外出用膳。我沒有手提電話在身，當然不知道

用膳地點，只能靠這位同事告訴我今天我們的用膳地點。今天我們撰了一間韓式牛肉

飯專門店。我叫了一客蛋包雞扒飯，一客飯內有四件雞扒，一些沙津，韓式泡菜飯及

蛋包。我不見了手提電話心情不佳，所以只是吃了很小飯和一件雞扒，至於另外三件

雞扒和蛋包便分給其他同事享用。吃完飯後便回公司上班。我坐下的時候又開始祈禱

起來，希望天父可以赦免拿了我手提電話的人所犯的罪，也希望拿了手提電話的人能

把電話送回行政部處理。我一面工作一面等待消息的來臨。 

 

到了約下午三時，我要往另一樓層工作，於是便走樓梯往上層，走到一半的時候，樓

梯的落地窗對正海旁，於是我便停下來對著天和海祈禱。親愛的天父，我是黃邦禮，

我的手提電話不見了，求你幫我尋回，因為只有這個手提電話裝了聽詩歌的應用程式，

如果我不見了，我今晚怎樣過呢？我要聽詩歌才可入睡，這不是你喜悅的嗎？以上祈

求奉主耶穌基督之名，阿門。我有信心是會找回手提電話的。因為電話仍然能接通。 

 

到了約下午四時，人事部同事到我工作的樓層幫我尋找電話，一些看看有沒有人把我

的電話掉到洗手間垃圾桶內，一些到處問問其他同事有沒有拾獲手提電話。當然仍然



是未能找回的。約下午五時，我致電給人事部經理說明我的手提電話不見了並要求翻

看閉路電視，因為我在去完洗手間後不到三分鐘時間便不見了，而且那個時間進出的

人不會大多，所以希望可以追回事件的始末。 

 

如是者到了下班時間仍未能尋回手提電話，於是便跟其他同事一起乘廠車回家。回到

家中第一件事便找另一同牌子的電話出來，看看遺失電話的定位，自己仍未報失電話，

測試之下電話仍然能夠接通。當等待開機的時候，順便往家中洗手間一趟，用完後便

回房間更換衣服。當換長褲的時候，發覺自己的腳跟和小腿的中間位置有一硬物，我

看看是什麼。原來是自己的手提電話，我立刻撥電給我的同事說我找回手提電話了，

又叫同事通知人事部不用看閉路電視片段。我立刻祈禱起來說要感謝神的幫助，我的

手提電話一直在我的褲腳內，我也不知什麼原因來了整天也未能發覺，可能是神考驗

我的信心。 

 

在患病的過程中，我看到神很愛我，多次向我顯明，讓我認識祂。並賜下很多恩典給

我，使我能夠走過艱難的日子，包括給我遇到很好的上司和同事，他們都很體諒我的

情況和需要，盡量減輕我的工作壓力。又感謝耶穌使我與家人、父母的關係更親密，

讓我在 3 月 18 日終於有勇氣向父親表達愛意，因為我怕若現在不講，以後會沒機會講

而成為遺憾。我們互相擁抱，大家都忍不住哭起來。 

 

現時我只能試吃標靶藥，已經沒有其他的治療方法。在3月19日我發覺肚脹很不舒服，

入院檢查後證實是再次腸圔。我祈求天父讓我不需要做手術，希望腸子可以自行解開，

但最後在 3月 23日要做手術開個「造口」去幫助排泄。可能天父認為這是最快和最直

接的方式，在短時間內解決我的不適，雖然這並不是我所期望的方式，但我仍然感謝

天父的醫治。 

 

我感到家人很愛我，我也很愛他們，父親到醫院探我，錫完我才離開。雖然我不捨得

他們，但我知道耶穌愛我亦會愛他們、看顧他們的。我已經將生命交託給耶穌，與家

人講了遺言，喪禮會用基督教儀式舉行，並且立了遺囑。我的心願已經完成，無論結

果怎樣，我都堅定信靠主、跟隨主。原本醫生說今個星期五 3 月 27日可以出院，但由

於腸子至今仍未能正常郁動，暫時不可出院。我很擔心，求天父幫助我，使我能如期

出席星期六 3 月 28 日九龍靈糧堂為我安排的「特洗」。因為我很想為耶穌作見證，親

身述說主的恩典，盼望我的家人、同事能夠認識耶穌，得著生命最寶貴的禮物，就是

救恩和永生的盼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