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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一個故事

■容   靈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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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營營役役、競爭激烈的生活中，最易被忽略的是人內心的愛。作

者巧妙地捕捉了日常生活中的片段，娓娓道來。〈說一個故事〉

把愛人格化，愛主動去尋找人，而且不肯放棄任何人。但人可能習慣了

孤單，或因負面感受遮掩了愛，拒絕了愛。就如在〈真實？〉中，雖然

結婚是因為愛情，但準新娘日思夜夢的卻是面子問題，不悅新郎胖了，

拍照不好看！幸而時間能證明愛的實在，兩人之間的真情在心中成為暖

流，終能勝過許多憂慮。

愛是不能假裝或逼出來的！〈黑暗？光明？〉道出了若單靠輔導知

識或責任感，所發出的關懷是軟弱無力的。任何人都可能經歷創傷，即

使傳道人也需要被醫治。然而，當經歷了上帝無條件的愛，就有熱誠和

力量去愛別人。〈為未生的孩子禱告〉描述父母的愛，孩子得到最大的

祝福是平靜喜樂。愛可以延伸至素未謀面的人，就如〈愛心暖流〉的義

工去探望病人。雖然有些疾病只會繼續惡化，但愛帶來盼望和生命的意

義。

現代科技可以令人有成百上千的朋友，然而人際關係卻變得短暫、

表面和功能化。每天出現泛濫的資訊，有無數人擦身而過，城中許多悲

與喜在發生；人可以選擇視若無睹，在自己的孤島中自得其樂。閱讀愛

的故事─《說一個故事》，能激勵我在平凡生活中多去發現美善，去欣

賞人生最重要的動力─愛。

一
年之計在於春！在新一年裏，你們有

何鴻圖大計？隨心之所興地計劃出發

外遊？從靈裏的提醒而重啟你的讀經靈修計

劃？還是跟隨著社會的要求為你乏味的進修

生涯重新出發？

記得去年十月參加在台灣舉行的基督教

文字事工研討會，有一專題提及曾在香港進

行的一項調查，是關於離開信仰和教會的前

因，其中一項調查顯示若信徒在過去一年

閱讀少於兩本基督教書籍，其離開信仰及教

會的比率較曾閱讀兩本基督教書籍的信徒為

高。1由此可見，閱讀與信仰生命有著密切的

關係。我們的思想行為皆發自內心，而透過

■趙秀華

1 該調查引自許志超、劉永發、劉月瑩、張樹輝：〈離開信仰和離開教會的前因和早期特徵〉。

閱讀，信徒的心靈得以被主陶造及更新，靈

命得到培育、滋養及成長，更重要的是閱讀

屬靈的書籍能讓上帝的話語植根在我們的心

土中，能在這個時代中抵擋社會不同價值觀

的衝擊，札根於信仰之中，不致被淹沒，隨

波逐流。

既然進深閱讀屬靈書籍是達致靈命更新

及健康的重要元素，希望你能在今年的計劃

內，為自己立下一個目標——從「閱讀」出

發，細閱最少一至兩本的屬靈書籍，為自己

的心靈及信仰注入養分。誠如箴言四章23節

所言：「你要保守你心，勝過保守一切，因

為生命的泉源由心發出。」

閱讀愛的
故事

■林麗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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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海古卷奇遇記

■鄔霈霖著

■道聲出版社

■HK$108

■王大民

不
要誤會！這不是一本談論死海古卷的

書。

反之，這是一本文學作品，目的是以輕鬆

手法向年青人介紹舊約聖經。創作靈感源於

傳聞中在昆蘭地區發現死海古卷的牧童，和

發現古卷的經過。本書作者創作了一個相似

的人物，透過他的奇幻經歷，以有創意的、

具趣味性地向讀者介紹舊約聖經的主要內容

和屬靈教訓。

本書的表達方式雖然新穎，內容卻非常踏

實地表達出聖經的精義，可以說是精簡而準

確。以奇幻旅程為包裝，可以有效地挑起年

青讀者的興趣，最終如同本書主角一樣，被

引領到救主的面前。

舊約聖經（或整本聖經）有些時候被不

少信徒和非信徒（包括年輕的和年長的）視

之為艱深的書，原因之一是因為和合本聖經

（教會普遍使用的版本）是於一百多年前翻

譯，當中一些文句難免古雅，並非今天一般

的用語，閱讀起來並不容易。在傳講時，有

時用了太多術語和採用較刻板的方式，不容

易傳達至年輕人的心靈。

本書作者篤信聖經，也熱愛聖經，並視

之為寶藏，而且相信聖經有改變人生命的能

力。她勇於嘗試，採用比較新穎的方式來介

紹聖經的內容和教訓，是一個值得鼓勵和支

持的嘗試。即使有個別讀者未能完全認同和

接受這種表達方式，盼望它能夠提醒我們，

在向別人（包括年青和年長的）講解或教導

聖經時，採用靈活和有趣方式的重要，這是

成功傳道人會大量使用例子和故事的原因。

但願我們各人都能「用各樣的智慧，把基督

的道豐豐富富的存在心裏」（西三16），也

同樣用各樣的智慧傳揚上帝的活道，使人的

心靈得著活活潑潑的滋潤。

遇記奇

■財務攻錯寶鑑

■班查克著

■冠冕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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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入年初，有數不完的開支，好像催迫你要去繳交，不論稅務、保險費、辦年貨、預備紅封

包……等等，若不是有去年的積蓄，真不知怎樣應付。所以，一年之初，除了定人生的計

劃，也該定財務計劃，這樣才不會讓自己成為「財務攻錯」的範例，為下一代建立更美好的榜

樣。

鑑古知今，透過學習前人的故事，成為我們的借鑑、提醒和警惕。《財務攻錯寶鑑》正是帶

領我們從聖經中有關金錢與資源的故事，教導我們要避免及留心這些警誡。認知了最嚴重的財

務過失，明白後果，繼而避免重蹈覆轍，就能學懂如何運用合上帝心意的理財法則。

作者班查克極有洞見，從舊約到新約，引出十九個例子，簡單易明，不但找出錯誤的心態與

動機，並提供實際應用方法。書中令我印象最深的故事，就是約書亞記中的亞干，為佔據上帝

的財產，竟然轉變為欺騙，妄稱這是自己的財產，最後使其家人為他的罪行付出慘痛的代價。

正如今天，財務借貸廣告盛行，信用咭簽賬容易，過度負債年輕化，負債後隱瞞事實，使債務

如雪球般滾動，最後連累家人要付上沉重的代價。若果我們這一代都使用俗世的理財觀，先用

未來錢，誤以為負債只是數字遊戲，而不認清其真實後果，真的很難想像我們的下一代會變成

怎樣。事實上，我們如何運用金錢，正正反映了我們的心態，同時也直接影響我們下一代的理

財心態。

此書能讓你從熟悉的故事中體驗全新的功課，讓我們以上帝的法則生活，緊記我們待財寶的

態度，不但會影響我們的財務健康，更會影響我們下一代的心。求主幫助我們，並以此警誡：

「你們的財寶在哪裏，你們的心也在哪裏。」（路十二34）

■梁美英我 的 財 寶 ， 你 的 心



■身分之重尋：教牧靈修學探研

■陳國權著

■道聲出版社

■HK$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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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天賜 

作
者是一位神學院資深的靈修學教授，在教牧圈子中，他也是經年牧養信徒，指導傳道人的

牧長。在已屆退休之齡，他對當今教牧人員的生命和事奉有所感，有所悟，寫了這本書

《身分之重尋：教牧靈修學探研》。

此書主要的對象是教牧人員。跟教牧人員講靈性，講靈性操練，並不是一件好辦的事。一

則，不少教牧人員對各種靈修方法總有一點認識，就容易有一種可聽可不聽的心態。二則，靈

性的事理當是教牧人員的專長，人性的驕傲自不免令他們對受教有點抗拒。但本書有它過人之

處。作者平易近人。讀者看這書時，彷如與一位循循善誘的師長在傾談，過程津津樂道，全無

壓力。

忙，是香港人的通病；更是不少教牧人員的標記。倘若你不忙，就好像你並未有盡力一樣。

忙是禍，不是福。然而，更令人憂慮的是，不知為何事而忙。不務正業都可以忙得不可開交，

但卻未能履行他當有的角色。當今教牧最致命的問題正就是未能認知自己的身分！於是乎，身

分既被世俗化擄去，教牧就成了被巿場主導的人物。自命身在江湖，自然身不由己。

工作是如是，個人生命亦失落。教牧為了滿足四方八面而來的期望。人變得心疲力竭，個人

靈性的事都無閒顧及。事情發展到如此，實在很諷剌，也同樣很悲哀。傳道人原是建立他人的

生命，但他自己的生命，包括情緒管理、時間管理、金錢管理、關係管理卻顯得混亂。倘若教

牧人員連自己的心靈也得不到休息，常處於繃緊的狀態下，或是忙亂之中，又怎期望自己能完

成牧靈的工作。

作者看透教牧人員的苦況。他提出的解決之道，並非提供一些功效立見的牧養技巧，而是追

本溯源，找出問題的癥結。他呼籲教牧人員重

尋上主給他的召命，弄清楚自身的身分，而非

去扮演他人。教牧人員沒有必要再以忙證身，

卻可以全心全意去完成靈性指導、祭司的職

分，因為，那樣的職分是尊貴並無可取代的。

簡單而言，本書的思路就是：在身分上，

重拾本相；在事奉上，做回本行；在操練上，

回歸本源。

作者所講的不是甚麼艱澀難明的新道理。

但是本書值得看，是因為它對教牧的身分有精

闢的論述，對教牧人員的生命有深入的體察。

這書值得看，是因為它講及教牧人員理應重視

的事，但這些事卻很多時只停留在他們「知

道」的層面，卻未能滲透在他們的生命中。

看畢這書，有一種獲得久久未能尋得

答案，卻一下子看通了問題那樣的興奮！



有
些作家不只是作家而是藝術家，有些書翻閱起來如同欣賞了一場書畫

展。我走進《一粒微塵•萬種神恩》的展場，略窺殷穎牧師的人生，

像進入了台灣近一百年教會與文字事工發展的歷史長廊，細細品味萬種神恩

在作者個人與台灣基督教發展史的同時，也讚嘆上帝對手中器皿的長時間精

雕細琢，成為一件藝術品。

我們參觀畫展時，有時走到轉角處，忽然出現一幅令人驚喜的書法或畫

作，讓人佇立良久。在這本印刷精美，圖文並茂，設計不俗，精彩處處的書

中，我最有興趣的部分是關於文字事奉的歷史。好似畫展的聚光燈打在這幅

小而美的作品上，我走近一步欣賞，才洞悉當時文字事奉與出版界的一些軼

事。

最令我感動的故事有：目前高齡九五的黎世芳弟兄與已過世的出版界前

輩余也魯弟兄。殷牧師說黎世芳弟兄終身以編、寫、譯為文字事工奉獻心

力，黎的兩個祈求，也是文字工作者的基本要件為：誠實無偽、憑愛心說話

與生活能夠溫飽、才能安心執筆耕作。（426-427頁）這兩個祈求既屬靈又實在，既活在上帝面

前也活在人中間，我全心同意。

余也魯弟兄則「每天皆以文字服事為先，行年九十，不但不改初衷，更奮力向前」（431

頁）。我想殷牧師以余公為師，至今筆耕不輟，著作豐富，就是最好的傳承。我忝為後輩，每天

也以文字服事為先，讀此書後深受鼓勵，祈求主讓文字事奉者都能不改初衷，奮力向前，「心裏

湧出美辭；論到我們為王做的事，我們的舌頭是快手筆」（參詩篇四十五1）。而且不但是快手

筆，更能藉文字傳揚福音，甚至到老也不偏離。

如果用簡單一句話來說這本如同自傳的書，上帝的憐憫與上帝的恩典，就是本書篇幅最多的

基本色調。基督徒最深的感恩就是因上帝的憐憫，使用了我們的生命，殷穎牧師走過八十五年的

人生路，他謙稱自己是一粒微塵，讀者可在這粒微塵從裏到外的萬種角度觀看他反映的神恩。

我們都是微塵，能寫、能畫、能唱、能演的背後，都因有這位賜恩的創造主；不論我們留下

的藝術品是書、是畫、是歌、是戲；是幾個兒女、三五知己、或一群讀者；只要訴說上帝的恩典

憐憫，就會在人心中留下感動，並興起「有為者亦若是」的豪情壯志：但願我老的時候，也能出

版這樣一本書，並成為見證主恩的器皿，留下上帝雕琢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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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
立德牧師是一個訴說生命故事的高手，

他所著《守約的上帝—舊約中的福

音》和《上帝的自我介紹—新約中的福音》

雖然都是很厚的書，但讀來卻不生硬，有

愛有義，溫馨感人。傅立德牧師透過三十多

年，揉合在台灣神學院及牧養教會的心得，

寫出上帝的自我介紹，以及福音對人生的真

諦。他了解華人社會相處之藝術，致力研習

聖經去探討罪性對今日家庭的衝擊。

傅牧師在《守約的上帝—舊約中的福

音》指出：上帝的自我介紹，很簡單率直，

名字是「我」、「雅崴」、「全能的神」、

「永生的神」。作者述說摩西執行上帝委託

神聖任務的不信、膽怯、自卑、灰心、孤

單，然而，上帝的自我介紹是愛，也是愛的

關係。不論上帝的名字何其多，何其深奧，

上帝向僕人所分享的，等同三一上帝，因愛

存在「父、子、聖靈」彼此之間。全書也精

彩地研究先知及列王的性格及恩賜，令讀者

更深體會上帝愛人是無微不至的。

《上帝的自我介紹—新約中的福音》一

書的好消息：作者以約翰福音一章及四章介

紹道成肉身的耶穌（33頁），耶穌吩咐門徒

到鄉村找食物，自己獨自在井旁跟撒瑪利亞

■上帝的自我介紹—

新約中的福音

■傅立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136

■守約的上帝—

舊約中的福音

■傅立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136

的婦人談話，談的是「活水」的人生課題。

主耶穌自我介紹是彌賽亞，以及是受膏者，

祂集合先知、祭司、君王的身分於一身，是

全人類救主。救主基督揭示身分的時刻是人

類平常吃與喝的平凡中。

作者極盼望信徒與三一上帝建立親密的

關係，用日常生活的見證，分享「十架神

學」、「道成肉身」、「苦難」、「因信

稱義」的神學課題，內容是父子與孫兒的相

處，大自然科學現象以及聖經原文釋經說

明，作者用舊約指向新約，當細讀新約時也

發現舊約應許得以實現。

執筆之際，台灣剛發生空難，一架飛機

發生故障掉入河裏，造成多人死傷，死者包

括一位準新郎。幾天前，伊斯蘭國武裝分子

用極殘暴方式殺死一位日本記者與一個約旦

戰機機師，泯滅人性，挑戰全世界人類的良

知。默禱低泣。無奈，唯一注視基督，手持

《守約的上帝—舊約中的福音》，相信上帝

的守約。雙手緊抓《上帝的自我介紹—新約

中的福音》，相信上帝的應許，感受福音的

真實甘甜，感激耶穌的臨在安慰，凝視人類

的淚。

■黑牧人

■顧美芬

守約與應許
向文字事奉者推薦

一件藝術品

■一粒微塵

萬種神恩

■殷穎著

■道聲出版社

■HK$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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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意 旅之

10     11     

■劉思琦

看
過一套很有意思的電影《LEGO英雄傳》。故事世界裏所有事

物，只要想像得到的都能用積木建設。有一天，大壞蛋「操控

王」要改變世界，消滅一切他認為是亂七八糟的東西，要利用邪惡武

器——膠水將一切黏著，從而建設一個他認為理想的新世界。而主角阿

默是一個事事規行矩步，沒創意沒才能沒自信的平凡人，卻被選上當救

星對抗「操控王」。阿默最初亦懷疑自己的能力，但在智者的鼓勵下，

他放膽嘗試以積木創作出很多別人看來古怪無聊的反擊裝備，最後成功

抵抗敵人，並且將膠水蓋蓋上。

其實故事中所指的「操控王」是積木主人—爸爸，他希望自己所

建設的完美場境能井井有條地擺設，便使用膠水，將積木固定下來。但

兒子卻希望每件積木能自由地拼砌出不同東西，所以膠水便成為扼殺創

作的邪惡武器。

我們都知道這些積木可以砌出千變萬化的東西，能夠培養孩子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其實除了

遊戲，透過閱讀圖畫書也能達致這個目的，特別是《旅程》這本只有圖畫沒有文字的童書，沒

有固定的故事編排，書中角色名字，劇情發展，當中的轉折和結局，都可由孩子去決定。讓孩

子利用自己的想像力、天馬行空的創意去創作屬於自己的故事。只要有創意，一本圖畫書可創

作成無限個故事呢！若想增加趣味性，更可進行故事接龍遊戲，每人輪流創作，這樣更可以鍛

鍊腦筋，訓練孩子的觀察力、對圖畫的理解、聆聽上一個人所說的故事，也訓練孩子的邏輯及

表達能力。

就讓孩子作說書人，我們作聽眾，千萬不要將故事內容定對錯，別像那邪惡的「膠水」阻止

孩子發揮。我們不可小看孩子的創造力，他們所創造的定能超乎我們的想像。

主工人本身必須親身經歷過

上帝的力量跟安慰，才會知道怎

麼樣把這位又真又活的上帝跟別

人連結在一起，否則他所講、用

以幫助別人的話就只是道理而

已，不會帶著力量。

哥林多前後書的主題是保羅

這個人以及他的事奉，並透過保

羅與他的事奉教導我們，主的工

人應該是甚麼樣子、主工人最主

要的工作是甚麼。

當代著名神學家都主教伊拉

里雍（阿爾菲耶夫）的《正信奧

義》是一本闡述東正教信仰的權

威著作。本書對教會聖教父的著

作旁徵博引，語言生動、簡明，

是了解正教神學的極佳讀物。

比喻是隨著講道、教訓、對

話中帶出來的；有時只用一句寓

言，或一樁事情、或一件事物、

或某類人。因此，較難確定比喻

的次數。為此，有些學者們列出

耶穌講的比喻有數十個，甚至到

百個，可見主耶穌的講論極其豐

富。此書只從中選出較有代表性

的三十八個，合成三十課，提供

學習，可作課程使用。

要完成一張地圖，首先要知道

每個夥伴的位置！大家各就各位、

各司其職，讓過程能夠順利圓滿，

找到自己歸屬的根源。亨利常說：

「一個屬於大家的地方，每樣東西

都有自己的位置。」這樣井然有序

的好習慣，是我們也該擁有的喔！

教會的「後門問題」是甚

麼？從教會的前門進來的人，卻

有一半會從後門走出去。為甚

麼？甚麼是「福音講道法」？

該如何做？甚麼是「福音的大

能」？翻開本書，您將豁然開

朗。

這本書是橫跨世界與教會的

橋樑。在加州牧會二十年，現為

愛的教會主任牧師的吳正賢牧

師，從訪問世界級的各教育機構

與學者中，以教會和屬靈的角度

反思、汲引出睿智箴言；並洞察

福音對文化歷史、文明社會的影

響，掌握牧會問題意識，使教會

未來的腳步更加鏗鏘堅定。

■主工人的職事─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0

■正信奧義─

東正教神學導論

■都主教伊拉里雍

（阿爾菲耶夫）著

■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教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5

■耶穌的比喻

■康錫慶著

■中華歸主紐約教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72

■亨利的地圖

■大衛．艾略特著

■道聲出版社

■HK$94

■恩上加恩 

■傅立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100

■洞察：

看得深．走得遠

■吳正賢著

■道聲出版社

■HK$125

New Arrival．新書推介

■旅程

■艾隆．貝克著 

■道聲出版社

■HK$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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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耶穌的叮嚀–聖經故事

給事奉充充電

團隊建造-30天禱告手冊

希伯來聖經導論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五年一月三十一日）

1

聲道

從逾越節晚餐到聖餐

心靈的苦杯與饗宴

二零一五年道聲全年主題為「文字宣教•你我有分」，

我們相信上帝把文字宣教使命託付給道聲，道聲繼續持守及

傳承「為道發聲」的精神，盼能讓信徒不但認定文字宣教使

命的重要，更明白要履行這使命是需要你我一起參與，共建

上帝的國度。因此，本年特設「受託系列」專欄，好讓我們

更明白如何作忠心的管家，並一同攜手履行這文字宣教使

命。如有感動，可到本社網頁http://www.taosheng.org.hk，

細閱及參與「與道聲同行」計劃。

■康多能著   ■道聲出版社  ■HK$15

《受託神學》強調生命最大的

渴求是做—個忠心良善的管家，盡

心、盡力、盡意地完成主所託付

我們的使命，讓我們更明白「受

託」是基督徒生命最根本的態

度，是一種生活哲學。

《受託神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