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晨星頌」見證 p.1 of 1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我是大衛的根、又是他的後裔．我是明亮的晨星。」 
(啟 22:16) 
「他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沒有一物被隱藏不得它的熱

氣。」 (詩 19:6) 
「全地都當向 神歡呼、歌頌他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

將他的榮耀發明。當對 神說、你的作為何等可畏•因你的

大能仇敵要投降你。全地要敬拜你、歌頌你、要歌頌你的名。」 (詩 66:1-4)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奇妙的作為。我要因你歡喜快樂•至高

者阿、我要歌頌你的名。」 (詩 9:1-2) 
「我又看見、且聽見、寶座與活物並長老的周圍、有許多天使的聲音．他們的數

目有千千萬萬．大聲說、曾被殺的羔羊、是配得權柄、豐富、智慧、能力、尊貴、

榮耀、頌讚的。」 (啟 5:11-12) 
 
 

震撼、偉大、感動、讚歎、肅然起敬 …… 
  

神是當配受頌讚的，為了拯救我們不配的罪人，竟甘願差祂的羔羊愛子耶穌

基督降世成人，其無罪的身軀被釘在十字架上，寶血白白流出，為我們贖罪，付

上極大代價，所成就的是完美的救恩 …… 每當我想到此，總要流淚感謝我的父

神，不得不讚嘆神的偉大，對神之敬畏!  
  

衷心感謝梁沃厚弟兄為此曲譜上那麼動人震撼的歌詞及恩師趙文海弟兄編

上那麼扣人心弦、氣勢磅礡的樂章，充分展現出神偉大奇妙的作為，使萬民無不

肅然起敬，屈膝敬拜俯伏在祂跟前。  
  

但願將這首歌獻給我們天上的父親，願祢悅納，為祢所用，感動人心，帶領

更多人到祢跟前來。  
  

將一切的榮耀頌讚歸予父神。阿們。  
  

孫麗明 
8/2006 



 

「愛與被愛」見證 p.1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我若口裏認耶穌為主、心裏信 神叫他從死裏復活、就必得

救．」 (羅 10:9) 
「神愛我們的心、我們也知道也信。 神就是愛．住在愛裏面

的、就是住在 神裏面、 神也住在他裏面。這樣、愛在我們

裏面得以完全、我們就可以在審判的日子、坦然無懼．因為他

如何、我們在這世上也如何。愛裏沒有懼怕．愛既完全、就把

懼怕除去．因為懼怕裏含著刑罰．懼怕的人在愛裏未得完全。我們愛、因為 神

先愛我們。」 (約一 4:16-19) 
「凡勞苦擔重擔的人、可以到我這裏來、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太 11:28) 
 
 
愛是甚麼? 

由細到大, 「愛」- 好像離我很遠, 甚至不屬於我, 在家裡父母貌合神離, 在家

中只有默不作聲, 跟弟妹的感情也是彼此漠不關心。 
 

妹妹在中學還未完成已經離家出走, 記不得何時母親帶弟弟也搬離家去, 只剩

下我和父親生活, 最後父親也離開了。  留下自己一個, 所以根本不知何為 「愛」, 
何為「幸福的家庭」。 
 
真愛何處尋? 

家庭沒有「愛」, 便出外找「愛」, 所以一進入娛樂圈便拍拖, 以為得到別人

的 「愛」 便會擁有一切, 可是甜蜜的背後付出的, 卻是一次又一次心靈的傷害, 失戀

帶來的是一個又一個被遺棄的感覺,   所以有一段頗長的時間不敢去愛, 也不肯接受

愛, 人漸漸便變得冷漠, 變得孤獨。 
 
經歷神的愛! 

1989 年, 被邀請出席 「藝人之家」,  當天就接受耶穌。 還記得當時只聽到牧

師的三句說話便深深打動了我早已破碎的心靈。 
 

他說:  「神就是愛…… 
神愛我們好像父親愛子女一樣, 將最好的給兒女…… 
主耶穌在我們中間叫我們同神和好, 同人和好……」 

 
只是這三句, 我的淚水已不斷的往下流, 心靈的頑固忽然好像被神的靈溶化了. 
這份「愛」不就是自己由細到大渴望得到的嗎? 
真愛….父親的愛……和好的愛…. 

神呀 ! 我願意成為你的女兒, 去經歷袮那不離不棄, 完全的愛….. 



 

「愛與被愛」見證 p.2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經歷失而復得的愛! 
信主後, 主切實地讓我經歷衪那奇妙的愛。 
與妹妹分開多年, 忽然間她要從澳門回港工作及居住, 唯一的選擇當然是回到

舊居, 正是我獨居的住所。  大家多年沒有見面, 一下子同住一個屋簷下, 每天都有很

多生活上的衝突, 最後大家在忍無可忍之下, 大吵一場, 嚷著要搬離這個無情的家, 自
己再次不斷流淚, 回到天父懷裡, 祈求天父的幫助。那次令我深切地親身經歷「 神
的愛」的能力。 
 

在禱告中我真正知錯, 看到過往自己心中有很多憤怒, 很多埋怨, 很多自卑, 
忽然想起聖經: 「 為何我們只看到人眼中的剌, 卻看不見自己眼裡的樑木……」 
那次我徹底地向神認錯和自省。  由細到大, 我有否體恤父母本身的感受和難處呢? 
他們豈不也是「 愛的受害者? 愛的逃兵?」;  弟妹也跟自己一樣, 得不到家庭的溫暖, 
同樣感受被遺棄, 為何我只懂埋怨卻不去明白他們呢? 

 
感謝天父喚醒心中的真我。  認罪之後, 我鼓起勇氣行到妹妹的床邊向她講 : 

「對唔住, 我哋係一家人, 大家其實係愛大家嘅…..」就在那刻, 我倆的淚水好像充滿

著神溫暖的擁抱, 自此關係漸漸改善起來。之後, 自己亦多次主動聯絡母親, 探望她, 
關心她, 向她道歉, 請她原諒我的倔強, 更告訴她自己信耶穌的經歷; 也有試過向弟

弟道歉, 並一齊返團契; 亦有主動尋找父親, 關心他的情況, 重新建立關係, 多年以來, 
大家相處猶如朋友, 亦漸漸更加明白父母背後原來也是沒有好好的被愛過。 
 

這些片段, 讓我切切實實地經歷何為 「真愛」。 
 
神就是愛……是一份永恆不朽的愛, 叫我知道愛是要有勇氣去付出的。 
父親的愛…… 神已將最好、最適合的賜給我, 讓我懂得去明白, 去體恤, 更加去愛我

的家人, 我的朋友。 
和好的愛….. 神的愛除去我心中的一道牆, 重建自信, 學習與人和好, 主動關心別

人。 
 

直到多年之後的如今, 我們一家人雖然是分隔兩地, 各散東西, 大家對彼此的

關懷, 卻是甜蜜和諧, 沒有半點兒疏離的感覺; 因為大家都十分珍惜, 也十分感謝主

耶穌賜給我們一家那份從神而來「 失而復得, 不離不棄, 完全的愛」。 
 

感謝天父!  盼望你也能體會到神一直在你身邊, 從來沒有離棄你, 好像父親將

最好、最適合的一切賜給你一樣。 
 
 

主的女兒, 
何嘉麗 
8/2006 



 

「Cherish Your Love」見證 p.1 of 1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Cherish Your Love
 

 
 

「我妹子、我新婦、你的愛情何其美……」(歌 4:10) 
 
 
“Cherish”是“珍惜”的意思。“Cherish Your Love”包含了“珍惜對方(配偶)”及

“珍惜上帝的愛”的雙重含義。這首歌的由來是數年前上帝送給一對團契好友的新

婚禮物。 
 
“我們愛，因為神先愛我們。” 的確，若非先經歴神對我的們愛，實在很難

學懂放下自我，委身對方的功課。回想過去六年的婚姻裡，不乏許許多多的歡笑

片段。但更感恩的，莫過於神保守我倆同心學習依靠祂去渡過一些困難的日子， 
並在風浪中經歷祂所賜出人意外的平安。多麽的真實，多麽的寶貴。我學多了在

平淡的日子中，多欣賞及珍惜身邊的一切，特別是神所賜給我的另一半。 
 
感謝主，祂的恩典是極其豐富的，遠超過我們所想所求。 
 
願神賜福您們的婚姻，充滿着“Cherish Your Love” 而來的喜樂。 
 

C.Y. 
10/2006 



 

「誰人能像」見證 p.1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主耶和華阿、你本為大•

照我們耳中聽見沒有可比

你的、除你以外再無 神。」

(撒下 7:22)  
「耶和華阿、照我們耳中聽

見、沒有可比你的、除你以

外再無 神。」(代上 17:20) 
「耶和華阿、沒有能比你

的•你本為大、有大能大力的名。萬國的王阿、誰不敬畏你•敬畏你本是合宜

的•因為在列國的智慧人中、雖有政權的尊榮、也不能比你。」 (耶 10:6-7) 
 

我今年 40 歲，當了十多年的編劇，寫過十多個電影劇本及漫畫劇本，與不

同的香港導演和漫畫主筆合作過；我以往的生活日夜顛倒、沒有節制，雖結婚多

年，仍到處去嫖，吃吃喝喝；我不好酒，卻一天等閒抽 1-2 包煙，印象中，我趕

稿時能在兩小時內把整包煙抽完；過往我粗口爛舌，伶牙俐齒，兼夾大聲，與人

吵架極少落敗，加上自己有大學學位，就更加理直氣壯，深覺別人的說話不無道

理，但自己的說話才是真理，世上能夠贏得到我的、能折服我的，只得一人，那

就是我自己。 
 

因為自我中心的原故，我的人際關係不好，尤其在工作上，難有好發展，不

過對於我們這些寫作的、拍電影的、做漫畫的，行外人大多會體諒、包涵，加上

周圍都是 Artists，比我脾氣更大的，更「難頂」的，大有人在，所以我從不覺得

自己有甚麼問題！只是看到人家成功，我心裡就焦急、不服，覺得別人能夠，為

何我不能夠？漸漸壓力很大，人也很憤怒，遇事順利，便得意忘形，盡情陶醉其

中；遇到挫折，便發脾氣。 
 

我的妻子往往成為我出氣的對象，深受我言語的傷害。夫妻間的感情，也出

了問題。記得在 2000 年那一年，因太太在家中換了紅地氊，而我當天，恰好又

失去了一份高薪的工作，回到家中，篤信風水、「忌紅」的我，見了一屋紅地氊，

隨即大發烈怒，把她罵得狗血淋頭，非要她把地氊換妥不可；其實當時，如我肯

冷靜下來，分析情勢，應十分清楚，那份工是必會丟失的；我沒有正面檢討自己，

反而遷怒於人，逃避現實，實在失去了改善、更新自己的機會；丟了工作，還賠

了夫妻感情，真是不值得！ 
 

我感謝神，在一次婚姻輔導中，我接受了耶穌基督作我個人的救主；過程中，

心中不無掙扎，知道信耶穌後，不可以抽煙、不可以嫖、不可以賭錢、不可以寫



 

「誰人能像」見證 p.2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三級電影等，可謂「成本」高昂，但蒙神收納，最後我還是信了主。其實以上種

種「不可以做」，並非真的「不可以做」，乃是「可以不做」，乃是可以戒絕的一

切壞習慣！信主後，我深深經歷到神的釋放，生命也起了奇妙不已的變化。 
 

現在，我和我的妻子、父母關係好轉，我的財務問題也得以舒緩，我的兩名

兒子在我的親自指導下學業有了令人鼓舞的進步，我不再自己折磨自己、自己給

壓力自己、自己綑綁自己，在主基督裡，我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再被罪、

被壞習慣控制，我可以做到以前覺得應該做、卻做不來之事，我可以不說粗口、

不抽煙、不嫖妓，也可以不憎恨人，可以跟敵人握手言和，可以心平氣和，不以

名利、才幹、成就來衡量自己。 
 

信主後，耶穌基督給我的恩典數算不盡，祂給我的好處、平安、喜樂和引領

多到一個地步，使我不得不「拼盡」來回應祂，去為祂作見證！還記得在初信之

時，我公司裡有一個原本對我不抱好印象的女同事，因看到我的改變，竟然在辭

職後不久，又主動的回巢工作，後來她還信了耶穌；另一個當兼職的女同事，不

但跟著我們信了主，過沒多久連她的兒子、她的朋友、她朋友的兒子也一起信了

耶穌，以上如鏈式反應般的經歷，實在奇妙不已，難怪聖經說福音必傳遍天下！

今天我執筆時，恰好又有三個好朋友一齊向我表示有興趣到教會去，令我極其開

心，不絕感謝神！這三個朋友當中，有的是印刷廠老闆，有的是保險業老行尊，

也有失業多時的；他們無論在學歷、際遇、性格、家庭背景方面都大不相同，但

卻不約而同的得著了感動，若非神親自在當中工作，又怎會如此？記得在我初信

之時，他們知道我信了耶穌，還笑我呢！想到我們一班老友可以在天國裡有永恒

的時間齊齊 HAPPY，真的開心到不知怎樣寫出來！ 
 

願你也能接受耶穌，得著生命的更新和改變！ 
 
 

蘇文星 
samuel@hkcomics.us 

9/2006 
 
 



 

「神是我主到老」見證 p.1 of 3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因我們行事為人、是憑著信心、不是憑著眼見。」(林後 5:7)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結他」是一個六條弦線，一個把手，一梇木箱的撥弦樂器，這就是我對結

他所有的認識。能夠彈奏它的人，對我來說都是不平凡的人，(因我不能，所以我更

平凡)但是由一位右手只有尾指和其他手指只剩一節的人彈奏起來，且聲音雄渾有

勁，就更顯得非同凡響了！永泉和我就在幾年前的一次團契聚會中，邊彈、邊唱、

邊講中相遇。 
  
懷懷著著信信望望愛愛起起步步，，內內心心也也早早宣宣告告，，這這十十架架是是我我徽徽號號，，一一心心投投身身這這窄窄路路，，  
前前面面縱縱遇遇見見風風暴暴，，亦亦想想總總有有你你傾傾訴訴，，卻卻遇遇見見挫挫敗敗我我方方知知道道，，許許多多心心意意不不願願吐吐。。  

（（寄寄調調「「天天空空之之城城」」主主題題曲曲））  
 
 「十五歲那年我在塑膠製造廠工作，夾傷了右手，當時一面在工廠大堂等救

傷車，一面用毛巾包著右手，還清楚記得第一個來到現場的是我大哥……」永泉說

起來就似在談昨天一樣。「本來那天是由我去工廠加班的，但因要出席一位中學老

師的喪禮，於是便由弟弟替更。結果換來亞泉出事的消息。」弟弟的錯愕和哥哥的

內疚，可想而知。 
 
 「上帝造的人，都是以情感和關係為中心的，使人受傷的是情，得醫治的也

是情。」永泉以傳道人身份教導我們。雖然當年劉永松(永泉的大哥)經常到醫院去

探望及照顧弟弟，但對於初生之犢的永泉來說，創傷之深仍是無法用常情去彌補的。

加上永泉太清楚這次意外對他父母的打擊更大，他們比自己還要傷心呢！ 
 
 「意外令我變得很悲觀，深覺人生是沒有把握的；人是沒有能力去控制自己

生命的事情。」永泉很清楚自己的感受，「因此我的內心產生了一股動力，渴慕能

找到突破心靈空虛的出路。」 
 
 原來永泉很喜歡填詞，方間的流行調子常常成為他俯拾即是的材料。 

  
我我的的心心你你早早知知道道，，求求你你為為我我改改造造，，毋毋讓讓我我在在困困苦苦裏裏徒徒勞勞，，從從悲悲傷傷中中跌跌倒倒，，  
或或許許我我會會入入迷迷途途，，但但我我深深信信我我主主恩恩高高，，或或許許我我心心消消苦苦惱惱，，但但我我堅堅決決不不退退步步。。  

（（寄寄調調「「天天空空之之城城」」主主題題曲曲副副歌歌））  
 
 「從前我對信仰的印象是 - 有道理、欠實際。」當時永泉亦掙扎於許多理性

的問題，直到有一天他醒覺理性的問題是無止境的：「耶穌既然願意為我們死，那

便一定是很愛我們，這樣便不會欺騙我們。既然必不會受騙，那就再沒有甚麼須要

懷疑的了。」正是這份非常的愛，使永泉放低眼下的困境，重拾力量面對生命。 
 



 

「神是我主到老」見證 p.2 of 3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主主天天天天彰彰顯顯救救贖贖我我恩恩情情，，察察覺覺每每事事每每物物也也盡盡是是祢祢恩恩典典，，  
祢祢以以愛愛蓋蓋過過我我那那赤赤露露無無依依，，恆恆常常永永遠遠不不變變祢祢是是我我神神。。  

 
 幾日前與永泉談天說地，提及「Walk by Faith」這首歌，我還未說罷「Walk by 
Faith」他已經接上「Not by Sight」這句聖經的信心名言，「是林後五章的教導。」

從罹患眼疾的他口中道出，更顯得真實和具體。 
 

一一生生雖雖輾輾轉轉祢祢定定有有安安排排，，那那懼懼怕怕路路遠遠方方向向未未看看得得清清，，  
我我會會按按照照祢祢那那計計劃劃而而生生，，決決意意要要隨隨著著祢祢走走。。  

 
 在17歲至27歲這段時期，永泉的視力續漸喪失。後來才證實他患有遺傳性視

網膜黃斑點退化症。永泉形容自己的視力，像在猛烈的日光下播電影，影像都嚴重

泛白。「如果將我的眼睛比作相機，那麼我的鏡頭沒有毛病，只是菲林有問題。中

間部份沖不出影像來，只見到白茫茫一片。」在中五決志信主後不久，永泉便開始

察覺到自己出現辨色問題，視力不斷退化，不單令他要與摯愛的足球告別，更令他

學習上遇到不少艱巨，終日與放大器和大量的白紙為伍；早期，放大器是輔助永泉

閱讀的必要工具（後期連放大器也幫不了忙），而白紙是應試用的，因為做筆記和

答題時字體都必需寫得較大，才能方便覆閱。所以他考試答題的內容總是比別人「有

份量」。在樹仁攻讀會計的四年，日子就是這樣在大睇大寫下熬過。 
 

憑憑信信跟跟主主闖闖過過窄窄路路，，憑憑眼眼未未能能做做得得到到，，  
憑憑信信跟跟主主闖闖信信靠靠的的路路，，神神是是我我主主到到老老。。  
 

 永泉大專畢業後，幾近失明的他嘗試過會計的工作。由於視力上的缺憾，令

他工作進度緩慢，終於被解雇了。前路茫茫，幾經折騰才覓到的路還沒真正走上，

就此告終，難道要走所有視障人士必走之路嗎？翻譯、按摩、電腦程式編寫員、行

政人員、社工等等才是出路嗎？永泉讀畢城大的英語課程，又在港大修讀社工學位

課程。由1991至97年，他不斷尋索，漫長的日子讓自己有充份的空間去思考人生的

方向。 
 
身身處處交交叉叉點點祢祢導導我我啟啟程程，，有有著著祢祢遇遇崎崎嶇嶇險險徑徑也也不不驚驚，，  
我我會會按按照照祢祢那那計計劃劃而而生生，，我我決決意意要要隨隨著著祢祢走走。。  
  
社工系畢業後，永泉拒絕了社會福利署一份高薪厚職的聘請，沒有從事社會工

作，因為他已決定作神的僕人。他一矢中的地解說：「當傳道人可以用自己的信仰

去影響別人的生命，但社工卻必須表現得價值中立。可是信仰才是生命最終的出路

呢！」當然，永泉蒙召與事奉的經歷又是另一個動人的信靠故事。對於視障的他來

說，應該說對任何視障人仕來說，要完成三年的神學課程，幾乎是一項不可能的任

務。但是永泉靠著神的力量和借助他太太的眼睛，將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遠遠處處有有絕絕嶺嶺險險峰峰或或許許會會遇遇到到，，祢祢會會抱抱我我勇勇往往攀攀高高。。  

 



 

「神是我主到老」見證 p.3 of 3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對於大部份人來說，接觸殘障人仕受傷的肢體多半是不自然的經驗﹔記得第一

次與永泉見面，他伸出受傷的右手與我握手，我那份措手不及的感覺仍然記憶猶新。

難怪耶穌震撼了當日猶太人的弱勢社群，因衪從不迴避或嫌棄他們，反而擁抱傷患

和窮乏的人。正是永泉這份對己對人的完全接納使他幽幽的人生邁向光明。1986月
英（永泉的太太）初次與永泉見面便對他的印象很好，「因為當時他沒有抗拒跟我

握手。」月英說通常曾遭意外而導致殘缺的人，會害怕在人面前展示傷肢，這點作

為護士的月英是很明白的，但永泉反而大方的跟月英握手，這就證明他對自己的接

納非常足夠。這些點滴也成了日後他們愛情的伏線。下删三千，因為提起他的賢內

助，他便笑不哢嘴，說過難休！這個愛情故事下次再談吧！ 
 
忘忘記記舊舊我我所所慕慕，，盡盡心心一一意意靠靠禱禱告告，，那那懼懼怕怕暴暴雨雨驚驚濤濤，，福福音音完完成成中中國國路路，，  
塵塵世世瞬瞬逝逝似似朝朝露露，，又又豈豈許許我我空空虛虛老老，，客客路路裏裏再再讓讓我我心心曲曲訴訴，，基基督督的的愛愛怎怎樣樣報報。。  
 
我相信今日永泉能站在人前，不已「失手」和「失明」作失敗的標記，反而讓

缺憾成為他服侍人、安慰人的利器，完全是主耶穌的愛包扎了他心靈的患處，他今

日正帶著同樣的愛，在他人身上重覆基督在他身上的神蹟。 
 

梁沃厚 
10/2006 

註：劉永泉現職中國播道會恩福堂傳道同工 



 

「泥路上的雨天」見證 p.1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恩雨從天降, 滋潤同路人 
 
 能夠當上節目主持人, 參與加拿大「恩雨之聲」製作的電台節目「恩雨同路

人」, 實在是神賜予我好大的福氣. 在節目內透過大氣電波, 我便可以跨越領域, 跨
越時空,  將世界各地每位同路人的見證故事與他人盡情地分享.  
 
 每一集我有機會訪問不同背景和不同經歷的同路人, 而自己便率先成為第一位

聽眾, 也是最先受益的人, 更深深體會到上帝真是位奇妙、真實、滿有權能、並憫

愛世人的神.    
 
 而每位同路人的故事, 更成了我生命的鼓勵;  相比以前所主持的商營電台節目, 
現在確是主持得更開心、更滿足, 生活過得更豐盛和更有意義. 每當我行到幽暗之

處, 軟弱疲乏之時, 他們經歷被神幫助的故事，也多次成為自己的支持和激勵. 
 
 正因如此, 無論在晴天、陰天或是在泥路上的雨天, 我也盼望成為你耳邊的同行

者, 身邊的同路人。 
 
「然而靠著愛我們的主、在這一切的事上、已經得勝有餘了。」 (羅 8: 37) 
 

「恩雨同路人」電台節目加拿大區主持人, 
何嘉麗 

10/2006 
 



 

「泥路上的雨天」見證 p.2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

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有禍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

煖和•一人獨睡、怎能煖和呢。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擋他•三股合成

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傳 4:9-12) 
 
 
 2002 年底, 聽了一位牧師含淚的分享, 談及他老父離世前的見證; 正是這個懾人

的見證讓我放下心中的疑慮, 接受加拿大「恩雨之聲」的邀請, 主持電台福音節目-
「恩雨同路人」。 
 
 那位牧師的爸爸是位一生愛主的基督徒, 在他彌留之際, 還奮力想離開病牀, 口
中不斷說著﹕「Got t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 Got to save one more for Jesus!」他在

臨見主面之前的最後一刻, 心裡記掛的竟然仍是神的大使命, 我被這位老先生愛人

靈魂的心深深打動。 
 
 我清楚知道神是透過這個生命見證來呼召我為衪作工, 我含淚謙卑俯伏在神面

前, 認罪悔改, 心裡面對神更有說不出的感激: 「主呀! 我是如此不濟的罪人, 袮卻竟

然用我! 主呀! 我願奉獻自己, 聽候祢的差遣, 求主加力。」 
 
 從未做過電台工作的我, 起初主持「恩雨同路人」著實有很多壓力, 我們每星期

會邀約不同的嘉賓, 訴說神在他們生命裡的奇妙作為; 要在正職以外抽空準備節

目、搜集資料、選歌、設計節目流程、錄音等等, 有時的而且確感到非常吃力, 然
而, 回顧過去幾年的事奉, 我看到的不是我為神付出了多少, 而是神透過這個事奉給

了我極大的祝福。 
  
 首先, 神教我學會凡事倚靠衪, 非勢力, 非才能, 乃是靠神的靈成事;  
 
 其次, 嘉賓們的生命見證也給我莫大的鼓勵和提醒, 
特別是當自己處於人生的幽谷裡時, 他們的見證就好像

甘霖一樣, 滋潤著我久旱的心田。正如希伯來書 12 章

1-2 節所言:「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證人、如同雲彩圍著

我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心

創始成終的耶穌。」 
 
  此刻心中只有無盡的感謝。 
 
「恩雨同路人」電台節目美國區主持人, 
 張玉庭 Alison 
 10/2006 



 

「袮眼中有我」見證 p.1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袮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Why should I feel discouraged, why should the shadows come, 

Why should my heart be lonely, and long for heaven and home, 

When Jesus is my portion.  My constant friend is H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眼中有我 

怎麼會想到退縮，愁雲漸昏昏暗， 
影隻形單路千轉，渴慕回歸天上﹔ 
前進是因為有袮，神袮是今世良伴， 
麻雀袮也樂意看顧，日夜袮必顧惜我， 
連幼鳥袮也看顧，袮眼中怎少得我?! 

I sing because I’m happy, 

I sing because I’m free, 

For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翺翔在主慈航裏，暢快是因耶穌﹔ 
看那幼鳥袮也看顧，我也知主看顧我。 

“Let not your heart be troubled,” His tender word I hear, 

And resting on His goodness, I lose my doubts and fears; 

Though by the path He leadeth, but one step I may se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您心裏不用困擾」，靜聽主的關注， 
居美善主靜心處，告別惆悵眼淚﹔ 
神每日一小步帶領，無悔地跟主腳踪﹔ 
麻雀袮也樂意看顧，日夜袮必顧惜我， 
連幼鳥袮也看顧，袮眼中怎少得我?! 

I sing because I’m happy, 

I sing because I’m free, 

For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翺翔在主慈航裏，暢快是因耶穌﹔ 
看那幼鳥袮也看顧，我也知主看顧我。 

Whenever I am tempted, whenever clouds arise, 

When songs give place to sighing, when hope within me dies, 

I draw the closer to Him, from care He sets me fre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and I know He watches me. 

每當試煉再緊迫，疑雲弄醒幽暗， 
當嘆喟淹沒歌唱，美夢如灰煙滅﹔ 
求靠近主再獲鬥志，神愛內真我重現﹔ 
麻雀袮也樂意看顧，日夜袮必顧惜我， 
連幼鳥袮也看顧，袮眼中怎少得我?! 
 



 

「袮眼中有我」見證 p.2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兩個麻雀、不是賣一分銀子麼．若是你們的父不許、一個也不能掉在地上。就

是你們的頭髮、也都被數過了。所以不要懼怕．你們比許多麻雀還貴重。」

 (太 10:29-31) 

 
「眼中有我」這首歌的原名是「祂

看顧麻雀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它

是馬丁太太 1905 的傑作。 
 
那年春天，她和丈夫認識了一對殘障

的夫婦 - 杜禮圖夫婦(Doolittle) 。他們一直

生活在美國紐約，廿年來杜太太因病臥

床，而杜先生每天都要靠自己推動輪椅上

班。雖然如此，杜先生夫婦那份充滿了喜

樂的生命卻感染了許多人。有一日，馬丁

先生(Civilla D. Martin)請教他們生命為何

活得滿有光彩和盼望時，杜太太簡單回答

說：「祂的眼既看顧著麻雀，我知道主必看

顧我」。她這種對神單純且無限的信念引發

馬丁夫婦的靈感，寫成了 His Eye Is On The Sparrow 的詩句；再由 Charles 
Gabriel 譜曲，交著名歌唱家 Ethel Waters 演唱並收錄在她的自傳中。 
 

「全心製作」除了鼓勵本地詩歌創作之外，也希望把一些膾炙人口的

傳統聖詩重新以粵音翻譯，使青年信徒也能像以往一樣，從這些傳統聖詩

中得到幫助。 
 

「眼中有我」便是其中一首。它是由梁沃厚弟兄以本土意識文化意

譯出來。除了這首歌外，其實「全心製作」也曾經翻譯了一些經典聖詩如

「奇異恩典(共四節)」、「倚靠基督似蜜甜(即倚靠耶穌何等甘甜)」、「倚靠順

服」、「主恩何信實(即信實何廣大)」、「古舊十架(Old Rugged Cross)」、「良

言引導(即微聲盼望)」、「神是知心友(即耶穌恩友)」和「願恩澤擴張(即籍

我賜恩福)」等等。我們十分盼望在不久將來可以出版一集這類的詩歌。 
 

由於翻譯的工作頗為艱巨，以至進度緩慢。此外，製作資金也要額外

籌措，求主為我們預備！ 
 
 

吳秉堅 
9/2006 



 

「君臨天下」見證 p.1 of 1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因有一嬰孩為我們而生、有一子賜給我們•政權必擔在他的肩頭上•他名稱為

奇妙、策士、全能的 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 (賽 9:6) 

2005 年 12 月，「影音使團」邀請我們到以色列伯利恆報佳音，「君臨天下」

這首歌就是為此而創作的。 

這這次次確確是是一一次次難難忘忘的的經經驗驗。。  

外外邦邦人人得得到到福福音音的的好好處處是是由由於於猶猶太太人人拒拒絕絕主主，，而而今今天天作作為為中中國國信信徒徒的的我我們們能能

夠夠跑跑到到伯伯利利恆恆((主主耶耶穌穌出出生生之之地地))向向當當地地人人報報喜喜訊訊，，實實在在是是我我們們夢夢寐寐以以求求的的，，也也是是

作作為為中中國國人人的的我我們們，，向向猶猶太太人人還還福福音音的的債債的的好好機機會會。。    

除除了了唱唱一一些些全全球球熟熟悉悉的的翻翻譯譯聖聖誕誕詩詩歌歌之之外外，，我我們們一一眾眾還還發發聲聲高高唱唱了了一一首首慶慶賀賀

救救主主生生辰辰的的新新歌歌。。這這首首歌歌是是應應影影音音使使團團要要求求創創作作一一首首富富有有中中國國色色彩彩的的聖聖誕誕詩詩歌歌，，

當當時時大大家家都都覺覺得得，，這這個個要要求求甚甚具具挑挑戰戰性性，，因因為為中中國國與與聖聖誕誕實實在在難難於於直直接接拉拉上上關關

係係。。我我們們特特意意邀邀請請趙趙文文海海弟弟兄兄編編寫寫一一首首富富有有中中國國色色彩彩，，並並配配以以中中、、西西兩兩樂樂的的旋旋律律；；

而而梁梁沃沃厚厚弟弟兄兄又又巧巧妙妙地地把把中中國國的的特特色色建建築築和和名名山山大大川川填填寫寫在在歌歌曲曲中中，，寓寓意意不不分分疆疆

界界，，百百物物同同賀賀救救主主降降生生，，使使整整首首歌歌的的中中國國味味更更見見濃濃厚厚。。  

其其實實當當我我聽聽到到這這首首歌歌的的完完成成版版時時，，立立即即想想起起多多年年前前到到伯伯利利恆恆天天使使報報喜喜堂堂之之景景

象象。。那那時時我我發發現現在在那那裡裡有有很很多多從從世世界界各各地地送送上上的的馬馬賽賽克克壁壁畫畫((MMoossaaiicc))，，畫畫中中的的人人

物物都都是是按按著著不不同同地地區區獨獨有有的的文文化化及及種種族族來來拼拼畫畫的的。。而而台台灣灣所所送送的的壁壁畫畫更更是是有有趣趣，，

當當中中馬馬利利亞亞的的嬰嬰孩孩主主耶耶穌穌竟竟是是中中國國人人種種並並穿穿著著中中國國古古代代的的服服式式。。這這與與「「君君臨臨天天下下」」

可可算算有有異異曲曲同同工工之之妙妙。。我我十十分分盼盼望望有有更更多多富富有有中中國國本本色色的的聖聖詩詩，，好好讓讓基基督督教教能能更更

深深化化於於中中國國的的音音樂樂文文化化之之中中。。    

還記得在聖誕子夜的晚上，氣溫突然下降，並且刮起刺骨的大風雨。雖然團

員都冷得牙關打震，但也蓋掩不住我們從心裡湧出那份興奮莫名的喜悅。當我們

一行 20 人穿著金黃色的唐裝，在趙文海弟兄指揮下站在臺上以「君臨天下」來

讚美神的那一刻，群眾都全神貫注地欣賞，覺得十分好奇並驚訝竟有中國的信徒

從老遠來到伯利恆報佳音。表演完畢，他們馬上報以如雷的掌聲及歡呼聲，將榮

耀歸神。當我們從臺上跑下來後，群眾都擁上前要求與我們握手和拍照，場面非

常感人。還記得有位中年巴勒斯坦太太握著我的手，熱淚盈眶地告訴我說：「伯

利恆本應是平安的，因這裏是主耶穌出生之地，但如今戰火連天，真是可惜!不
過多謝你們為我們帶來點點的歡愉。」  

吳秉堅 
8/2006 



 

 
「豈不知在場上賽跑的都跑、但得獎賞的只有一人．你們也當這樣跑、好叫你們

得著獎賞。凡較力爭勝的、諸事都有節制．他們不過是要得能壞的冠冕．我們卻

是要得不能壞的冠冕。」 (林前 9:24) 

 
「「明明日日的的昨昨天天」」，，是是一一個個頗頗玄玄的的題題目目，，甚甚至至有有人人覺覺得得這這只只是是一一種種 ggiimmmmiicckk  ((噱噱頭頭))，，
說說穿穿了了不不外外是是繞繞一一個個圈圈子子說說‘‘今今天天’’的的方方法法。。但但想想深深一一層層，，如如果果我我們們對對明明日日既既無無了了

解解，，又又無無雄雄心心，，我我們們何何來來動動力力對對‘‘明明日日的的昨昨天天’’負負上上任任何何責責任任呢呢??  
這這首首歌歌是是恩恩雨雨之之聲聲的的話話劇劇「「給給他他一一個個機機會會」」的的主主題題曲曲，，劇劇中中人人物物眾眾多多，，人人人人

都都背背負負一一個個故故事事，，幾幾經經折折騰騰，，有有得得有有失失，，到到頭頭來來每每位位人人物物總總覺覺得得生生命命仍仍欠欠缺缺了了什什

麼麼  --  是是運運氣氣??  是是選選擇擇??  是是機機遇遇??  是是勇勇氣氣??  是是眼眼界界??  
有有人人對對昨昨日日的的光光輝輝念念念念不不忘忘，，以以致致無無法法向向前前；；有有人人飽飽受受挫挫折折，，躊躊躇躇畏畏志志；；有有

人人對對明明日日毫毫無無把把握握，，惶惶恐恐終終日日；；有有人人安安於於現現狀狀，，停停滯滯不不前前……。。無無論論我我們們是是處處於於任任

何何狀狀況況，，我我們們都都注注定定是是沒沒有有把把握握的的，，唯唯有有當當我我們們認認識識什什麼麼是是明明日日必必須須要要追追求求的的，，

也也值值得得去去奉奉獻獻生生命命代代價價的的，，這這樣樣才才能能叫叫今今日日的的生生活活有有力力和和有有意意義義!!  
朋朋友友，，你你已已經經找找到到明明日日的的意意義義了了嗎嗎??  

梁沃厚 
9/2006 

 
「明日的昨天」是為今年(2006 年)八月在加拿大多倫多上演的福音話劇「給

他一個機會」而創作的主題曲。我們能被邀請參與這事工是神的恩典。盼望我們

以後能更多參與這些 crossover 的事工，好叫神讓我們按著本身不同恩賜專長彼

此配搭事奉去榮耀祂。 
今年五月我們一行人到了加拿大的三大城市上演六場「真愛不老音樂劇」，

有 6,000 人前來觀賞，更有 80 多人歸主。而且我們每個參與的義工、樂手、演

員和歌手都得到很多很好的經驗，事奉生命得以建立。感謝神！ 
在多倫多，我有幸認識一班熱心福音話劇事奉的弟兄姊妹。我們的好朋友陳

紫蓮夫婦正是該話劇團的顧問。陳紫蓮(陳叔叔)是資深的導演而陳太太(陳嬸)是
編劇。陳叔叔把大半生的精力都投放在推動福音話劇上。在 60 年代，陳叔叔創

立了香港福音話劇團。初期受盡一些保守教會領袖的非議，但經過長年累月的努

力，帶來了重大的福音果效，因此也就漸漸地廣泛被教會接受。只可惜大部份當

日熱衷這事工的中堅份子已離開這事工或退休。不過，陳紫蓮夫婦仍然沒有絲毫 
倦意，現在還努力不懈地培育有志之士，好叫福音話劇的使命得以延續。 

陳叔叔、陳嬸，我們向你們致敬！ 
 

吳秉堅 
9/2006 

「明日的昨天」見證 p.1 of 1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我還有末了的話，你們要靠著主，倚賴他的大能大力，作剛強的人。要穿戴神

【所賜】的全副軍裝，就能抵擋魔鬼的詭計。因我們並不是與屬血氣的爭戰，乃

是與那些執政的，掌權的，管轄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屬靈氣的惡魔爭戰。所

以要拿起神【所賜】的全副軍裝，好在磨難的日子，抵擋【仇敵】，並且成就了

一切，還能站立得住。」 
(弗 6:10-13) 

 
  只只有有祝祝福福!!  

試試問問有有那那一一個個人人願願意意見見到到自自己己的的家家人人受受苦苦呢呢??  
與與全全心心製製作作的的拍拍擋擋們們一一起起事事奉奉的的日日子子，，前前前前後後後後都都有有十十年年了了，，早早就就成成了了家家人人

一一樣樣。。但但過過去去的的一一年年委委實實不不好好過過!!    
  

  眼眼見見同同工工們們多多位位摯摯愛愛的的家家人人離離世世；；  
  有有被被捲捲入入法法律律訴訴訟訟的的；；  
  有有面面對對財財務務困困難難的的；；  
  有有飽飽受受轉轉職職壓壓力力的的、、失失業業困困擾擾的的；；  
  有有與與人人發發生生巨巨大大衝衝突突的的；；  
  更更有有各各樣樣病病患患和和面面對對大大手手術術的的……。。  

  
屢屢遇遇阻阻滯滯的的事事工工和和人人事事，，確確實實令令人人意意興興闌闌珊珊!!  常常常常求求問問神神是是否否在在指指示示我我們們要要

停停下下這這些些屢屢見見果果子子的的事事工工，，再再重重整整隊隊形形。。有有一一回回甚甚至至想想解解散散了了全全心心，，反反正正我我們們沒沒

有有一一個個是是受受薪薪的的同同工工，，若若然然解解散散，，對對任任何何人人的的生生計計都都沒沒有有影影響響，，至至於於事事奉奉更更不不是是

問問題題，，因因為為我我們們在在教教會會內內外外本本來來就就各各有有事事奉奉崗崗位位，，最最可可惜惜的的只只是是將將不不能能再再自自主主地地

與與幾幾十十位位義義工工同同結結福福音音的的果果子子吧吧了了!!  
  
22000055 年年 55 月月的的「「真真愛愛不不老老音音樂樂劇劇」」加加拿拿大大之之行行幾幾乎乎成成了了我我們們最最後後一一次次的的同同

台台演演出出!!  
 
感謝神百般的恩慈，清楚的指引，在我們心歇力疲的狀態下，再次印證祂的

心意，是要教事奉的人經過試綀，成為更佳的器皿去服侍人，這不是空口說白話，

而是以第一身經驗來安慰他人! 
 
這倘旅程是一次屬靈的豐宴，對於觀眾來說固然是一個嶄新的福音體驗，對

於我們卻是最勁量的強心針: 
 

• 幾百位與我們台前幕後併肩作戰的戰友多次的肯定和讚賞; 
• 觀眾們熱烈的參與和回應; 
• 80 多人決志歸向上帝; 
• 幾千位弟兄姊妹同心委身為主所用; 
• Eddie (音樂總監) 和 Sarah 與濶別廿多年的兄弟和他的家人重逢，只因他們雖

「真愛不老 (婚禮版)」見證 p.1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真愛不老 (婚禮版)」見證 p.2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然天各一方，但同時熱心侍主，最終在事奉的機緣下相認，當中的驚喜超乎

想像﹔更何况他兄弟未信主的家人也因我們的到訪而決志信主呢！ 
• Ben 和 Betty (監製)在加拿大家中的大陸家務助理，親自上台認信耶穌之餘，

更表明是有感於他們美好的生命見證，與及對親人的無微不至而決志﹔場面

非常感人﹔ 
• Vancci (女主角) 於加拿大的親人因受感動，承諾重返教會，認真於信仰﹔ 
••  Alfred (製作總監) 和 Wincy 在温哥華、多倫多和卡城各站的製作，均遇上非

一般的困難。由於我們的製作複雜度頗高，本地的工作人員又大多是非專業

的義工，所以軟件和硬件均未能配合，SETUP 時間也太短，很多次我們以為

連連開開場場也也成成問問題題；；更更有有一一次次因因行行李李寄寄運運的的延延誤誤，，連連 SSoouunndd  TTrraacckk,,  VViiddeeoo 和和戲戲服服

也也沒沒有有，，幸幸好好不不多多不不少少，，現現成成的的一一切切工工具具加加起起來來剛剛好好夠夠用用。。想想不不到到的的是是，，在在

最最困困難難的的場場次次中中，，觀觀眾眾的的回回應應卻卻最最熱熱烈烈，，演演出出的的效效果果亦亦是是最最佳佳。。AAllffrreedd 領領導導

我我們們同同心心禱禱告告，，同同意意合合作作，，倚倚靠靠神神完完成成了了近近乎乎不不可可能能的的任任務務。。他他超超凡凡的的忍忍耐耐

力力和和孜孜孜孜不不倦倦的的工工作作態態度度，，感感染染了了每每一一位位幕幕後後同同僚僚。。感感謝謝神神賜賜下下最最適適當當的的人人

選選給給我我們們﹔﹔  
••  蘇蘇穎穎智智牧牧師師不不單單是是我我們們的的主主力力講講員員，，他他更更是是我我們們戰戰場場上上的的加加油油站站，，在在密密集集得得

連連針針也也插插不不下下的的行行程程中中，，他他仍仍會會善善用用在在候候機機室室的的片片時時、、飛飛機機上上的的空空檔檔、、車車程程

上上的的機機會會，，用用神神的的話話安安慰慰並並鼓鼓勵勵我我們們，，叫叫我我們們知知道道在在神神裡裡面面，，磨磨練練是是免免不不了了

的的，，它它將將成成為為我我們們戰戰衣衣和和救救人人的的功功具具﹔﹔失失意意是是至至輕輕且且短短暫暫的的，，神神必必會會加加力力予予

我我們們﹔﹔這這點點滴滴的的甘甘泉泉，，卻卻成成了了支支持持我我們們跑跑畢畢全全程程的的力力量量。。感感謝謝神神知知心心體體貼貼的的

供供應應﹔﹔  
• 最最震震憾憾我我的的，，就就是是親親眼眼看看著著太太太太的的姊姊夫夫一一家家四四口口歸歸主主的的一一幕幕。。八八年年來來，，我我們們

每每年年都都越越洋洋到到卡卡城城探探望望他他們們，，心心底底裏裏除除了了出出於於一一份份親親情情以以外外，，其其實實我我們們最最想想

送送給給他他們們的的是是永永生生的的禮禮物物。。由由軟軟到到硬硬，，百百般般傳傳福福音音的的秘秘技技都都用用盡盡了了，，「「理理」」是是

說說通通了了，，但但仍仍過過不不了了姊姊夫夫最最硬硬心心的的一一關關，，姊姊姊姊自自然然是是夫夫唱唱婦婦隨隨，，心心裡裡明明明明信信

了了一一大大半半，，卻卻仍仍未未肯肯決決志志。。沒沒有有想想到到「「真真愛愛不不老老音音樂樂劇劇」」一一行行，，竟竟然然用用音音樂樂、、

歌歌詞詞軟軟化化了了他他們們的的心心﹔﹔記記得得衝衝下下台台邀邀請請他他們們那那刻刻，，自自己己口口中中不不由由自自主主地地說說﹕﹕

「「耶耶穌穌係係真真嘅嘅！！耶耶穌穌係係真真嘅嘅！！信信佢佢喇喇…………」」，，半半句句傳傳福福音音的的技技巧巧語語也也說說不不出出，，

只只見見到到他他們們報報以以滿滿足足的的微微笑笑，，手手中中早早已已拿拿定定行行裝裝，，徐徐徐徐步步向向決決志志台台上上…………牧牧

師師說說得得好好，，人人家家都都是是「「看看」」福福音音的的，，知知道道是是我我們們持持久久愛愛的的行行動動感感化化了了他他們們，，

我們全力事奉的心感動了他們。原來事奉所付出的，果真一點都不白費。 
• 要數算的還有太多太多……只有感恩！ 
 
 感謝主，神完完全全為我們驅散了陰霾，換來是更活潑的盼望。 
 
 深願這首配上新詞的「真愛不老 (婚禮版)」祝福主裡同偕的人，有如主藉

她祝福了我們一樣。 
梁沃厚 
9/2006 



 

「衪不打盹」見證 p.1 of 1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他必不叫你的腳搖動•保護你的必不打盹。」 (詩 121:3) 

 
當當年年紀紀愈愈大大，，愈愈覺覺得得不不懂懂得得說說出出心心中中的的真真實實感感受受，，我我不不是是說說見見解解，，而而是是說說直直

接接的的感感受受。。虛虛飾飾的的生生活活方方式式，，連連自自己己也也騙騙了了!!  可可是是這這種種慣慣性性的的埋埋沒沒並並沒沒有有帶帶來來釋釋

放放和和滿滿足足。。  
  
從從小小到到大大都都喜喜愛愛在在晚晚間間工工作作，，特特別別是是夜夜深深人人靜靜時時，，感感受受和和靈靈感感份份外外多多；；時時間間

彷彷彿彿被被拉拉長長，，秒秒針針回回復復一一秒秒一一秒秒平平順順的的節節拍拍，，不不再再像像日日間間如如疾疾風風般般湍湍流流。。事事實實是是

白白日日下下的的刺刺激激過過了了度度，，攙攙雜雜的的聲聲音音、、眩眩目目的的影影像像、、花花樣樣的的呼呼聲聲比比如如消消費費、、投投機機、、

親親子子、、進進修修、、保保健健、、家家庭庭生生活活，，甚甚至至連連教教會會的的節節目目也也在在歇歇力力地地爭爭取取我我們們的的注注意意，，

很很少少人人會會理理會會我我們們小小小小的的腦腦袋袋究究竟竟能能否否載載得得下下。。心心靈靈的的聲聲音音早早已已被被淹淹沒沒了了，，單單純純

的的感感覺覺也也埋埋葬葬了了，，對對別別人人的的敏敏銳銳感感更更是是麻麻木木得得可可憐憐。。我我們們有有很很多多意意見見，，很很多多嚕嚕囌囌，，

卻卻很很少少分分享享和和分分擔擔，，來來去去匆匆匆匆的的相相交交，，有有什什麼麼質質素素可可言言呢呢??  
  
正正是是另另一一個個典典型型的的深深宵宵，，趕趕製製著著快快要要出出版版的的唱唱片片，，心心裡裡焦焦急急地地盤盤算算著著如如何何使使

歌歌曲曲更更有有血血肉肉，，不不落落俗俗套套之之餘餘卻卻要要生生活活化化，，能能觸觸及及心心靈靈的的需需要要而而不不單單只只是是音音樂樂的的

神神經經等等等等；；忽忽然然，，心心中中有有些些茫茫然然，，反反問問起起自自己己，，究究竟竟什什麼麼是是我我今今日日的的需需要要呢呢??  慢慢
慢慢回回想想起起這這幾幾天天流流傳傳的的消消息息，，自自己己工工作作的的公公司司被被別別公公司司整整間間收收購購了了，，重重組組、、新新合合

約約、、減減薪薪似似乎乎免免不不了了，，最最怕怕是是裁裁員員，，想想到到這這裡裡才才察察覺覺心心底底的的焦焦慮慮一一直直被被忙忙碌碌壓壓抑抑

著著，，最最要要緊緊的的心心事事被被迫迫變變成成次次要要，，竟竟然然完完全全忘忘記記了了向向神神交交託託。。  
 
感謝神的當頭棒喝，心緒不寧又怎能寫出叫人平安的作品呢? 短短十分鐘的

禱告，真誠傾吐，換來是從神而來平靜安穩的心；接下來在不經意間，不消一刻

鐘，便用幾個音符，寥寥數字記下了當時從憂郁變輕省的心情，寫成了「衪不打

盹」。 
 
那種與神相會 At the moment (就在此間)的感覺，現在仍記憶猶新。每次哼

起這首歌，都提醒了我神的隨時隨在，貼身供應，專注入微，只因祂是永不打盹、

不匆不忙的神。 
 

梁沃厚 
9/2006 

 



 

「家多一點愛」見證 p.1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有的、也要奪去。」

 (太 13:12) 
 
翻開報章的港聞版，如果要將當中的新聞歸類，大概有一半應該冠以 ‘家庭’ 的
標籤，其中不幸的事件佔了八成；包括家庭暴力、未成年產子、虐兒、自殺、兩

代磨擦、獨居老人、婚外情、赤貧等等……受影響的除了當事人，更是家中的年

青一代。多半的受害人都變為問題青年，最終變成憤怒一族，以悲劇收場。 
 
 我們極需進入他們的世界，聆聽他們的聲音，單靠政府和社會投放資源是不

足夠的，因為我們需要改變的是他們的處世方式而不只是生活條件而已。 
 
 2006年，「播道兒童之家」踏入50周年，院方的服務宗旨是照顧和教養受困

苦及來自破碎家庭的兒童和青少年，為他們提供住宿服務，讓他們在主愛的培育

和造就下茁壯成長，日後貢獻社會。為了提高社會對這新生代的關注，院方破天

荒舉行了一連串的宣傳活動；包括出版「家多一點愛」故事集，舉辦全港性的「家

多一點愛」歌曲創作比賽、舉行「播道兒童之家」開放日和演出「家多一點愛」

音樂劇等等。全心製作有機會協辦當中的歌曲創作比賽之餘，更創作了音樂劇中

的主題曲；能夠為這種極具意義的生命工程獻上一分力量，確是深感榮幸！ 
 
 提筆填詞之際，不禁想起好些親友，他們家中在經濟上並不欠缺，但都被家

庭紏紛纒擾不堪，最諷刺的還是問題的核心並沒什麼，只是‘愛得深、管得緊’或
是缺乏溝通之類，相比起「兒童之家」的青少年所面對的實在是瑣碎。身在福中

不知福是我們的通病！家庭之道始終是我們最需要終生學習的藝術。 
 
 有人說家庭是個空盒子，你必須往裏面放東西，才能取回你要的東西；放的

愈多，得到的也就愈多。習慣去給，去愛，彼此服侍，彼此讚賞，那個空盒子才

會日漸豐富起來。這個甚是吊詭的比喻與聖經的許多處教導不謀而合，比如： 
 馬太福音 16:25 - 因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生命或作靈魂下同〕必喪

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生命。 
 路加福音 12:48下 - ……因為多給誰就向誰多取．多託誰、就向誰多要。 
 馬太福音 13:12 - 凡有的、還要加給他、叫他有餘．凡沒有的、連他所

有的、也要奪去。 
生命中要學習的功課何止 “DOs and DON’Ts” 那樣簡單呢！但正是這種生活的

吊詭性，叫我們時刻警覺、認真去活每一天；好向上帝交待一生。 
 



 

「家多一點愛」見證 p.2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最近，有一個英國的人類成長研究報告，探討兄弟姊妹對個人成長的影響

力；究竟有兄弟姐妹好些呢，還是獨生兒較佳呢？答案可能莫衷一是。但有一點

非常肯定，原來兄弟姊妹對我們成長的影響力，絕對不下於父母對我們的影響，

而且最深遠的是這種關係一直連繫到老年，比起父母或子女更為長久密切；在這

個不婚、離婚、再婚、再再婚的年代，有可能兄弟姊妹才是我們最穩定的終生夥

伴。就算向來手足的關係不太理想，但在重要關頭，對於有兄弟姊妹的人在情緒

和心理上(Emotional Stability)，壞的關係總比沒有兄弟姊妹的為佳；如果這是正

確的展望，你今天會打算怎樣維繫這段影響深遠的親情呢？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首先以愛相待， 
 若要尋回報，先以愛投保，空屋會變成絕美花都； 
 誰想家多一點愛? 便須真心去待你好， 
 擠熄了操控，坦率的傾訴，天天要為你禱告。 
 

梁沃厚 
10/2006 

 



 

「光照無限遠」見證 p.1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約 8:12) 
「後來我察看我手所經營的一切事，和我勞碌所成的功。誰知都是虛空，都是捕

風，在日光之下毫無益處。」 (傳 2:11) 

 

說起機構與機構之間的合作經驗，「全心」可算經驗甚豐。除了與教會合作

舉辦敬拜讚美訓練班、佈道會和讚美敬拜聚會外，還有與其他機構合作，以「全

心」專業的恩賜協助他們的事工，因為我們認定在主裡是一家的，也是最有效的

配搭。  

 

2004 年二月，一個陽光普照的下午，我在辦公室接到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華

聯)總幹事胡牧師的電話，邀請我出任 2004 年度六月底華聯的全港青少年佈道大

會的節目統籌。當時我感到非常意外，因為華聯一向給外界的形象是比較傳統及

保守的，何以會找我這位被公認是基督教圈子中較為新派的音樂工作者，來協助

他們的事工呢？(雖然我的音樂事奉，若與現代流行音樂風格比較的話，是完全

稱不上新派) 為此，我確是懷著半信半疑的心情去出席第一次的籌委會會議。 

 

那天確是一次難忘的會議，因為席上除了坐著多位香港基督教德高望重，但



 

「光照無限遠」見證 p.2 of 2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思想開放的牧師和資深領袖們外，還竟有幾位少壯派的領袖；他們那份熱誠及幹

勁令我感覺親切和得到真正的接納。席上我們均一致表示要辦一個突破性的聯合

佈道聚會，原因不是為求變而變或是譁眾取寵地要製造新橋段，乃是力求把歷久

常新的福音，以現代青少年所熟悉的媒體及方法表達出來，這正是我多年來對音

樂事工的信念，難怪神使用我們一起事奉祂！而在整個籌辦過程中，我們確是非

常的合拍。 

 

結果，我們舉辦了一個有別於傳統佈道會的聚會。我們沒有安排冗長的講

道，因為時下青少年朋友沒有耐性聆聽超過 30 分鐘的訊息；也沒有預備 25 分鐘

敬拜或領唱時間，因為我們在教會中所唱的傳統或現代詩歌都不是非信徒在短時

間內能接受的。因此，我們選擇了以音樂為骨幹，配以廣播劇、短片、見證及講

員精簡的福音信訊和分享，作為佈道會內容的總結及呼召。其中，以陳恩明牧師

最為「搶鏡」；因為他駕著一輛名牌「哈利」電單車出場，令全場近三千名學生

都陷入歡呼及掌聲之中。雖然整體的出席率未如理想，五場佈道會只有兩場滿

座，但這並沒有防礙神榮耀的彰顯，決志人數比率竟有百分之二十之多，足足有

1,500 人。願榮耀全歸予主！ 

 

此外，今次大會邀請了我和梁沃厚弟兄為佈道會創作一首主題曲給 200 人詩

班合唱。因為時間緊迫，我們便選了「一切從信靠開始」敬拜讚美 CD 裡的「信

靠組曲－傳述神榮耀」重新填上配合大會主題「朝向光明」的新詞，再加上趙文

海弟兄重新編曲，便成了「光照無限遠」這首歌。雖然只得兩星期的功夫，但神

確實給予了我們無限的創意，使梁弟兄的歌詞既生動又能探準時代脈搏，是一首

充滿青春活力的主題曲。Hallelujah！ 

 

我們都一致認為這首歌的旋律和節奏非常配合大會的青少年人之口味。而梁

沃厚弟兄又能巧妙地配上非常有時代感的歌詞，把與香港青年息息相關的事物溶

滙其中，是十分罕有的作品。現今大部份的創作人都埋首製作讚美敬拜歌曲，旋

律和內容都已經寫到十分陳腔濫調，欠缺新意。盼望我們能把創意擴闊，以更多

新鮮及富時代感的事物作題材，為香港基督徒的創作打開新的景象來榮耀神。  
 

吳秉堅 
8/2004 



 

「神是我主到老」見證 p.1 of 1 沿風草 3 - 「愛與被愛」 

“Walk by faith” testimony 
“Now faith is being sure of what we hope for, being convinced of what we do not see.” 

(Hebrews 11:1) 

“Walk by faith” was a song conceived through a period of uncertainty and struggle. 
We were at a crossroad in our lives and needed to make some important decisions that 
would affect our future in a profound way.  

The song, we believe, was inspired by the Holy Spirit as an answer to our prayers – to 
let go and let God – to walk by faith and not let our decisions be dictated only by the 
limitations of the things that our mere eyes could see. God was saying that He is a God 
who is much bigger than our circumstances and that His plans for us are for our good and 
are far and above greater than our wildest imagination. All that we need to do is to 
completely let go of trying to run our own lives and instead, to let God take full control, 
knowing that His grace is all that we need.  

This song is not so much just an experience about walking in faith but a commitment 
to walk the journey by faith and to trust in God's provision and blessings in our lives and 
the flow on effects into other people's lives as a result."  

 
Jonathan Tong 

07/2006 
「神是我主到老」見證 

「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 (來11:1) 
 
「神是我主到老」這首歌是孕育於一段未知和掙扎期。當時我們正處於人生的分

岔路，正要作出一個影響終生的抉擇。 
我們深信是聖靈用這首歌來回應我們的禱告，啟發我們更深地學習放手讓神

領路的功課，因為要憑信心走天路，就是不以眼底所見的限制來作生命決策的依

據。神教導我們知道衪是神，遠比一切的規限為大，衪在我們身上美好的計劃是

遠超我們所想所求的。唯一要旨，便是要努力學習放棄生命的主權，讓神完完全

全掌管，接納神的恩典才是我們的必需。 
這首歌不單是對憑信走天路的領悟，更是一種憑信委身的抉擇，信靠神終生

的供應和祝福，更將所結的善果滋養他人。 
唐摯善 
7/2006 

(譯: 梁沃厚) 
 
信心的路不能靠眼睛帶領，因為眼底的慾望、無知和顧忌，只會令人停滯與迷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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