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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講章、新作品、新挑戰

梁永善牧師

眼睛手術
去年 7 月 14 日因眼內膜出血做了一個大手術，醫生已預告日後患白內障的機
會會增加，近數月特別在講台上看講章看得不清楚，再看醫生，證實有白內障所以
便做了左眼的手術。很感恩一切很順利，特別感恩是很多弟兄姊妹不但為我禱告也
在不同的情況下問候我，不要輕看一句簡單的問候，這些愛心的問候深深觸動我心，
特別有一位肢體雖身在海外但手術後那幾天透過 WhatsApp 每 4 小時提醒我要滴眼
藥水。這些問候不但窩心，更提醒自己很多人對我有期望、愛錫我，我更要小心不
要犯錯免得他們傷心失望，我要更忠心事奉以回報他們的愛。所以提醒弟兄姊妹們
不要輕看你向別人的問候、鼓勵與甜言蜜語。
眼睛的進度理想，現今左眼只有 200 度近視，因為度數仍未穩定故此只臨時配
一個鏡片應付當務之急，有陣子要戴眼鏡看遠處的東西，但近看文字又要除下眼鏡
很不方便，希望幾個月後穩定下來便重新再配一副合適的眼鏡。無論怎樣衷心多謝
肢體給我的關心與鼓勵。
電影欣賞
感謝高先電影公司的負責人 Winnie 送了一場電影給銘恩小學的學生及家長觀
看。「非同凡響」這電影真的很感人，是講述一位本想往名校任教的老師，但最終
仍不得志地留在特殊學校教育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學生，由冷漠轉為熱誠。另外幾位
名校學生──特別電影的主角由歧視這些智障的學生到愛護他們，與他們一同演出
節目，這電影讓我們對智障學生及其家長有更多體會。觀看這電影的學生及家長們
看完後也有很深的感受。我也有簡單的分享，除鼓勵他們要關心、愛護這些被輕視
的人，也帶出福音的信息：我們的神是關心這些被藐視的人，「壓傷的蘆葦衪不折
斷、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這真理，當家長們也認同要關心那些智障的人，我隨即
挑戰他們說：若銘恩小學收 10 多 20 位智障的同學他們會怎樣評價這間學校？會否
即時要自己的孩子轉校呢？他們也有一些無奈。真的，若那事與我們沒有任何利益
衝突我們可以很公正評價，但若與自己本身的利益有關時我們便有不同的看法，這
真是人性的表現！
出乎意料電影中的兩位女主角到場有簡短的分享。當天是片主的生日，她也親
臨打氣，Winnie 出錢出力，她的愛心深深觸動我。小孩子不斷要明星簽名，他們很
興奮，家長們亦感覺到很有榮耀因為竟然有一場電影是專為他們而設，一切都是神
的恩典。
新書出版
我第五本著作《識讀大衞》終於在月初出版。這是我多年前在教會關於大衛生
平的講道：以撒母耳記及列王記作藍本解讀大衛生平。因很多人對大衛的認識只是
聖經故事裡的大衛，最熟悉是他打死巨人歌利亞及犯姦淫事件。大衛並不如我們想
像中那麼神聖美好，他有人性的幽暗面、虛假、記仇、為保自己不惜犧牲別人的生
命、更懂玩弄政治手段，但為甚麼他仍能得到神的祝福？當然有其原因。這書是培
靈的書籍，近年少有一些作品專門研究一個人的生平，寫這本書希望讀者能對聖經
有更深入的認識，能體會到聖經可以對照現今的世代、適切現今的需要、反映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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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的五本作品均沒有稿酬，每年只收取版權費，故此很深體會出版書籍並不
會是一門賺錢的生意。更欣賞一些釋經學者，他們花很多功夫深入研究聖經，撰寫
數百頁的書本卻只售賣百多元，這是超值的（但我的作品並非是一本學術性研究的
書籍、是培靈性的）。當我取了這些書在不同的教會售賣時我並不會嚴謹地留意他
們交了多少錢，我講明是不設找續的，若給多了的錢便成為支持我宣教的費用，但
有時結帳後發覺沒有多出反而有時會欠數十元甚至百多元，但我相信他們並不是刻
意給少了，或許是混亂的緣故。
17/11 星期六在教會中看到一班五、六年級的小孩子預備入營會，一如以往很
豪氣地說請他們吃雪糕，我預備將 200 元交予集仁傳道，但當天我換了手提包竟然
沒有錢，我請他先預支。稍後一位中學老師也是團契的導師出現，她突然記起多年
前我將一些書帶到她的學校售賣，原來有一筆錢約 200 多元還沒有還給我，於是她
隨即將 300 元交付予我。感恩、我便將當中 200 元交傳道請小孩子吃雪糕。這反映
出很多時我帶一些書到某一些學校或教會售賣但沒有怎樣跟進而不能收回應有的
價錢，但無論怎樣出書並非為了賺錢，如讀者能從書本中有所領受便於願足矣！感
謝天父給我有機會寫作並可以出版書籍，更感恩是弟兄姊妹們的支持叫這些書的銷
量也很不錯。在此多謝各位的支持及神給我的恩典！
法庭打氣
佔中運動的發起人四年後終於在 11 月 19 日開始接受審訊。市民對佔中事件經
過漫長的年月給報章、大眾傳媒不同取向的報道下印象漸漸糢糊、立場有所改變，
正如一些人對六四事件與事發時及多年後已有不同的評價一樣，當然有一些人是為
了政治利益而改變立場，但有很多市民因受不同媒體的影響下同樣會有評價的轉
變。
佔中起源是學者看到政府一次又一次破壞普選承諾，於是希望發動「愛與和平
佔領中環」於 10 月 1 日公眾假期在影響最少的情況下在中環靜坐，若警方逮捕時
便自動跟隨警務人員往警局落案，亦藉著在法庭自辯時將信念宣講、記錄在案。可
惜因為一班「學民思潮」的少年人衝入政府總部而迫使佔中提早開始，令原定的計
劃不能實行，而有不少市民湧往政府總部作出支援但卻被警方堵塞著，所以他們便
集中在金鐘等候抗議，結果「佔中」變了「佔鐘」，及後再加上政府在不必要的情
況下發射廿多枚催淚彈而使事情惡化下去。當我們探討一件事時不要只看一點、乃
要探索成因、過程、動機等等元素，所以個人而言仍是支持為爭取普選而參與但不
用暴力對抗的人。
而政府是次檢控九位人士也是挖盡心思用一條從未用過的法例去控訴他們，這
條法例是很容易使人入罪的，若這次檢控成功隨時可以使很多人同樣被控告，如：
一個人透過電話或短訊請他的朋友一同前往參加一些表態的抗議行動也可能犯上
這條法例。一些極權國家往往會用法例包裝而箝制人民的社會行動，甚至用此對付
異己。為此在佔中九子開審的第一天我很早便到達西九裁判處作出支持，開審前與
一班基督徒為他們及香港禱告。豈料被「時代論壇」拍攝直播並作出報道。我的參
與絕不是為了要出鏡，只是希望能盡上我當盡的本分。很開心見到銘恩堂會友、吳
牧師、凱儀傳道也有出席。
有機會進入法庭內聽審，看見他們九人坐在有玻璃分隔的犯人欄內心中很難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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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看到他們一臉平安、從容、平靜，深信他們已有心理準備坐牢，我只有默默的求
神憐憫，願祂彰顯其公義！我們也要好好守望這個社會。
新寫講章
11 月是我離開銘恩堂兩年多以來要寫最多新講章的一個月，因有大埔堂週六早
堂及主日的講道，而粉嶺堂亦指定題目，還有九龍灣堂的聖經課程，故前後寫了四
篇新的崇拜講章。感恩、深深感受神的恩典及很深感受到弟兄姊妹禱告的果效。7/11
晚上在九龍灣堂教授聖經課程，我請弟兄姊妹們為我回家後要撰寫申命記的講章代
禱，因為兆敏星期五便會放假往外地，故我希望能夠在星期四早上將講章給她打稿，
記得那天晚上我由十一時多開始撰寫直至三時多終於完成一篇很獨特的講章「欠債
不還‧放債不追」
，撰寫期間有很特別的感受──感受有一股很大的力量支持著我，
我深信這是弟兄姊妹禱告的果效。在此多謝為我禱告的學員。
我也被另一篇似乎很簡單的講章觸動了，寫完這篇講章我在神面前認罪，求神
赦免我的自誇。「誰主明天」的焦點是提醒我們不要自恃、驕傲。我檢視自己曾多
次為自己的健康、很容易適應環境及入睡而自傲，也為自己努力擺上建立銘恩堂而
自豪，所以我在神面前認罪，很深體會聖靈的提醒。我也渴望我的宣講也能觸動弟
兄姊妹的心。粉嶺堂的一篇講章「事奉非商品」撰寫後覺得這篇講道應該在神學院
向神學生──未來的傳道人及事奉者宣講更合適，我很希望教會的傳道同工不要用
打工的心態去事奉，若用此心態去事奉絕對不是一位蒙神喜悅、好的傳道人。
被逼旅遊
數月前受「恩雨之聲」邀請預計在 12 月初往泰國出席他們數天的退修會在當
中分享，他們只有幾位同工但卻能夠做很多工作，這是我很欣賞的，故此每月一次
往他們當中義務為他們查經支持他們。豈料如我所宣講「誰主明天」的主題一樣，
我們真的不知明天如何，他們當中一位職員大病後不宜遠行、另一位同工家中有事
也不能前往，結果這退修會便告吹，當我致電給兆敏說「可以取消那幾天往外地的
假期，若有教會或機構邀請我在那幾天講道我是可以的」，豈料師母知道後便說難
得我能騰出兩三天的空檔不如往地休息，結果我們便有幾天往台灣宜蘭休息，希望
藉此可以有好的安靜時間親近神及退修。我曾笑著輕責他們的負責人原本免費往泰
國休息現今卻變了自費往台灣，但深信這也有神的安排給我們多一些二人世界的時
間。要學習凡事謝恩呢！
年終旺季
12 月聖誕節往往是最多宣講事奉的月份，因有不少學校、教會舉行佈道會。多
謝他們給我的邀請，我不斷提醒自己或許宣講的內容大致相同，但仍要好好的禱告
仰望天父，求神加力，不要成為一部不斷重複的錄音機。
12 月 26 日將會往加拿大愛民頓負責冬令會，我要負責七堂講道，我只逗留幾
天便要回港，雖然有多倫多及溫哥華的教會邀請我順道到他們當中宣講但因為一月
第一個星期日已答允了一間教會在他們堂慶中負責講道，所以我不能久留。
對這次的邀請有很深的感受，因為數年前一個無心之失致使原本那年在那冬令
會中作講員的邀請被取消了。數年後他們再發出邀請這是給我的肯定，我多謝天父、
也多謝他們。我更要珍惜今天我所擁有的，免得讓一些錯失將辛苦建立的見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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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剎那間被摧毀。亦請肢體多為我禱告、守望、提醒我，這是我的需要呢！
佈道之重
由 11 月 25 日至 12 月終共負責 19 場佈道會。宣講佈道會信息與主日崇拜或培
靈性的信息不同，我個人較歡喜宣講培靈、激勵的信息因可以多方面不同探討，但
佈道會基本內容是一樣：救恩論及人的罪、神的屬性、悔改及付代價，只是引論各
有不同，故此要預備佈道會信息是較容易，但因為對象是未信的朋友，故更需要切
切懇求神工作，感動那些未信主的人歸向神。所以特別希望弟兄姊妹為我一連串的
佈道宣講代禱。
在這 19 場聚會中有一場佈道會是特別重要的，除了是銘恩堂有份參與外，最
重要是舉行佈道會的地點是在林村許願樹廣場舉行，當晚先有盆菜宴、隨後有見證
及講道。希望我們注重的不是有多少圍枱已填滿了，而是這地方是不少人拜偶像、
向一塑膠樹許願，特別新年期間遊人迫得水洩不通，故此邪惡的力量是非常大。我
們竟然在這廣場舉辦佈道會，你可以想像當中的屬靈爭戰是何等大的嗎？若我們缺
乏這份警醒自然少了禱告，我們不知道當天晚上有甚麼意外的事發生，有沒有人攪
擾？在空曠的地方聚會人很難集中精神聽道，我們可有計劃如何與那些未信的人接
觸？怎樣跟進？這一切我們有沒有好好的準備？希望肢體們能切切為這天晚上別
開生面的佈道會禱告，並可以出席以作支持──不一定吃盆菜。過去建立使命教會
首半年的經驗告訴我「這次佈道會的屬靈爭戰是頗大的」，我們絕不能對這聚會掉
以輕心，牧者也不要以為這只是一個普通活動，填滿了那些枱便足夠。願我們迫切
為這聚會及其他佈道會禱告，讓更多人能歸向基督，也為我這傳信息的人代禱，多
謝！
12 月份佈道聚會：
12 月 9 日 銘恩小學 聖誕慶祝會
12 月 11 日 香港浸信教會 福音晚餐會
12 月 14 日 銘恩堂大埔堂長者崇拜

12 月 19 日 基協中學 聖誕分享會
12 月 21 日 基督書院 聖誕崇拜
12 月 21 日 路德會西門英才中學 中一佈
道會

12 月 14 日 香港浸信會聯會小學 親子 12 月 22 日 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佈
福音晚會
道會
12 月 15 日 上水 YMCA 幼稚園 十週年校 12 月 22 日 基督教聖徒聚會所 福音崇拜
慶暨聖誕感恩崇拜
12 月 15 日 信義會青衣靈匠堂 佈道會

12 月 23 日 林村福音晚會

12 月 15 日 互愛中心 佈道會
12 月 24 日 博愛潮語浸信會 聖誕佈道會
12 月 16 日 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 聖誕 12 月 25 日 中華基督教會海南堂 聖誕節
兒童英語音樂劇暨佈道會
佈道會
（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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