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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旅
行旺季到了！是時候計劃去一趟特別的旅

程。誠意推介「閱讀起動」自由行@灣仔

會議展覽中心（2015年7月15至21日）。

每年七月的香港書展都是一趟難忘的旅程，

有人遠道而來，有人天天都去，有人則耐著酷

熱天氣也要排長龍進場，有人更拉大隊、拖大喼

（行李箱），總要在會展霸個好位置，花一整天

走盡每一個角落，為的是搜羅好書，恨不得要把

會場搬回家！

事實上，我們相信書籍，能帶給人豐富的體

驗；而屬靈書籍，更是內在生命成長之源。人只

要用眼配合心去認真閱讀，就會改變你的生命，

豈只是走過萬里路那麼簡單，更可能讓你越過死

蔭幽谷，並登上人生最高的山峯。

或許你會聽過一個說法：「讀萬卷書，不如

行萬里路」，但每一個計劃旅程的人豈不是要讀

過不少旅遊雜誌或相關書籍，才踏上旅程？這反

映讀萬卷書也是同樣重要啊！

每年七八月有形容為教會的「空巢期」，不

少家長與孩童均離港體驗或出國旅行。有些教

會的兒童主日學、少年及長者團契通通休息一個

月，為的是配合教友舉家回鄉探親、全家遠遊、

甚或體諒長者因天氣太熱不宜外出而取消活動。

還有一群老師，為抖氣也好，充電也好，總要出

國走幾天，在繁忙迷失的日子中，旅程好像讓他

們換來對自己存在的一個肯定。然而，人生豈只

是為了等待每年要放的悠長假期？人生豈只是計

劃要走在中國、泰國、美國、法國，以至在全球

留下足印？ 

書是我們的靈魂伴侶。走這趟奇特的旅程，

既無需要花時間計劃，又可隨時進入、離場，更

重要是有很多靈魂伴侶等候著你，呼喚著你，總

讓你這趟旅程不會感到孤單。飲食兵團只能滿足

你短暫的需要，靈魂渴求卻是一生之久，別再錯

失這寶貴的旅程，向心靈出發。

香港書展正是文字工作者帶領讀者展開一趟

生命的旅程，讓人從書海中翱翔。你的人生可能

因為一本書而發生改變，擺在你面前的好書，可

能就是那本能影響你一生的閱讀機會。

期待你的來臨，一起向心靈出發。到時見！

向心靈出發

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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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峰

■謝智謀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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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冠聰

喜
歡山，是因為身處在裏面有一份輕鬆自由，叫人憶起我們乃自然的一

部分，體會到自己的渺小之餘，亦讓我知道生活並不止於一種「城巿

模式」；喜歡行山，讓自己在過程中與身體對話，在以為支持不了時，堅持

下去原來又能到達目標，體驗突破，擴闊生命的限度。或許你怕辛苦覺得這

些與你無關，然而不付出，又何來收獲？

作者深信教育並不止於書本，也不只是分數。重要的，是生命的成長。

他於家暴的環境長大，曾誤入歧途，卻因老師的信任與關懷，令他願意走進

生命的另一個轉角。成為人師，他相信生命潛能無限，也相信學生的能力與

韌力定能成就他們的夢想。透過體驗學習，他帶領學生走出舒適區，投入各

式各樣的冒險︰爬珠峰，划獨木舟，於野外獨處數天；要求學生所設計的期

末功課需對社會有貢獻，對團隊有挑戰性，有永繼性。讓學生在過程中學習

預備面對挑戰，學習被拒絕及自行處理小組內的各樣狀況。生命就在各樣挑

戰下被擴闊，同學亦在過程中體現到生命的意義之大遠超他們所想像的。

作為父母、老師、導師，在給予我們下一代甚麼樣的模範與指引？我們

是在保護自己和他們，還是在限制大家無限的可能性？作者多年體驗教育的

分享，實在讓我們自己，以及協助別人於「生命」中「登峰」的過程中，有

著很大的啟發！

我 的 財 寶 ， 你 的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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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回失落的職場召命

■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

　編輯小組著

■道聲出版社

■HK$58

■司徒永富

曾
出席過不少職場聚會，經常遇到信徒談論

的問題是：「工作如何能與信仰結合？怎

樣才能達到在工作間與上帝同工的使命？」說實

話，我對這些「又大又難」的話題真的沒有放諸

四海皆準的答案，何況我還是在努力地作出多方

嘗試，尚未能真的做到「自我感覺良好」的境

界。只是有一點我是肯定的，信仰結合工作就正

如信仰融入生活一樣，不是應不應該做的問題，

而是如何做和怎樣做得更好的問題。

閱讀《尋回失落的職場召命》一書，讓我想

起一個真實故事——「桂格燕麥片」的創辦人克

勞威爾先生。他不單是一位企業家，還是一位傳

道人，他的校長曾說過一句話對他一生影響很

深：「花點時間去了解上帝的旨意，這是你一生

中最重要的事。」 

他年輕時確疹患上了肺結核病，當時這病是

絕症，醫生見他還在每天考慮著未來的生活，就

跟他說：「得了肺結核的人是不需要規劃未來

的，因為他們是沒有未來的。」但患病已經六年

的克勞威爾並沒有放棄，他反而想起聖經約伯記

一句話：「你六次遭難，他必救你；就是七次，

災禍也無法害你。」（伯五19）果真到了患病

的七年後，他康復了。 

面臨過死亡威脅後，他更感受到創造主的大

愛和能力，明白到人的渺小和力量之有限，因此

作為受造者的我們更需要和上帝一起同工。他回

鄉後，就買了一家叫桂格的燕麥生產公司，正式

開創他的事業王國。但他很清楚，他的人生是

服事上帝的，事業為他帶來的利潤並不是最重要

的。 

除了企業服事外，他更利用自己的能力創立

了不少組織，推動宣教和社會服務。克勞威爾身

體力行，將自己的工作結合信仰和社會服事，他

曾經說過：「我不單是一個企業家，更是基督見

證人，我雖然是公司的總裁，但我仍向上帝討薪

水。」 

克勞威爾由刻苦的童年，被病患困擾，到成

為一家跨國公司的總裁，他從來沒有停止事奉

上帝，在他的信念裏，工作正正是服事人羣的最

好所在，職場更是事奉上帝的祭壇。能夠抱持這

信念工作的信徒，信仰再不會只是在教會四堵牆

內找到，而是活現在每天二十四小時的生活市集

中：能否讓別人在職場中通過我們見到基督，關

鍵在於我們有沒有帶耶穌「返工」。盼望各信徒

都能找回自己的職場召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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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天靈修旅程

　成就的時刻

■約爾‧歐斯汀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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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
星馳的一齣電影有一句經典對白「做人如果無夢想，同條鹹魚有甚麼

分別呀？」用以鼓勵他人振作，向理想重新出發。生活在現今社會

裏，人們擁有理想並朝著理想邁進，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團火總有險些被

吹熄的時候。正如我們持守上帝給予的召命，在面對不同的挑戰、客觀的條

件告訴我們周遭景況是那麼嚴峻時，我們總有退下來回到自己的安舒區的想

法。但是我們真的甘心放棄上帝交託給我們的使命嗎？

約爾．歐斯汀（Joel Osteen）是全美國大型教會德州休士頓湖木教會的

牧師，他被教會報告雜誌（The Church Report）與今日福音雜誌（Gospel 

Today）認為是美國最具影響力的基督徒。他的著作《90天靈修旅程成就的

時刻》讓你每天慢慢去咀嚼充滿盼望、鼓舞人心的信息，藉分享五個關鍵的

黃金時刻，是要啟發你，剛強你的信心，擴張你的視界，增強你的生存能

力；使你在困境中能擁有承擔煩惱的力量，並找到克服一切困難與實現夢想

的勇氣。書中擷取《成就的時刻》中的關鍵故事，提供給予信心、盼望與力

量的每日段落與思考金句，幫助你超越任何環境，使你能實現上帝對你生命

的完美計劃。

正如詩人在詩篇二十三篇有以下宣告：

「我雖然行過死蔭的幽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

盼望本書能助你「使命必達」！

■呂振宇

必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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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盞明燈
■張振華

當
你打開《善看世情》這本書，就會發現每一篇文章都取材於香港及世

界各地發生的事件，文章以活生生、每天每時發生的事來作靈修和反

省。為何作者會以這些素材來撰寫文章？一個社會內裏包含政府、傳媒、品

牌，網絡世界等等，當中所發生的事件，更能表現全球人類對權力的執迷，

對物慾的崇尚，對自我的膨脹、對倫理的界線，作者其實在每一篇文章中，

帶我們先進入一個真實被人類完全操縱的世界，叫我們認識到教會的世界和

社會的世界有著本質上的差別，這種差別促使作者從基督信仰的價值觀重新

思考，批判這些現象。作者的眼目，不再是個人，而是群體和社會。

上帝的國度不單在教會內彰顯，也會在世界每一角落彰顯，作者的祈

願，是「願上帝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本書確確實實的將耶穌

基督的福音——基督徒信仰的價值觀、倫理觀透過不同社會面貌重新呈現出

來，作者看似點論世情，其實，是表達我們所傳所信的福音和價值觀。

這本書，已不單是一本書，而是一盞明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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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 味 生活與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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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漢柔情，雋永臻善
■李錦洪

每次聽其道，讀其文，所感受到的是一個知

心良友將他的屬靈經驗，聖經知識，生活體驗，

不加任何人造色素，不用高言大志，只是掏出一

顆真心以真誠去打動，用關懷去撫慰。情意兼備

讓別人得著滋潤，所說所寫，就是他所信所行。

昂藏男子漢，處事講原則，有信念，堅立在

時代洪流從不畏縮，卻會為一個軟弱的肢體受

傷，社會人間悲劇而真情湧動，義無反顧，溫柔

若父地為別人付出。

當細讀書中一篇篇的小文章，更體驗字裏行

間內藏的一顆臻善之心，雋永之情。

美
國作者湯姆雷恩（Tom Rath）的暢銷作

品《人生定要有的八個朋友》對友情有此

識見：「把重點放在個人太狹隘，放在團體又太

廣泛，真正能量是潛藏在兩個人的關係，這種能

量可以創造歷史，改變世界」。

從事基督教媒體工作多年，相識相逢的教牧

同工算以百計，但能夠相知相遇，相惜相重未及

十一，梁永善牧師應是其中八個最值得珍惜的故

事。和梁牧師的友情，正讓我體驗到在神人垂直

關係以外，人間珍貴的橫向關係——友情，構成

十字架愛的印記。

桌上談
■黎惠儀

跟
梁永善牧師認識已有四分之一世紀了。拜讀梁牧師的新作《善看世

情——細味生活與信仰》，感到梁牧師風采依然。爽快直接、不修飾

不矯情是他的為人；利用他那善感中文字詞的音義的能力而創作出生鬼俏

皮的新意是他的風格；援引當下即時的城市熱話撩動你去關注世態以致追

問基督信仰要如何應答世事人情，是他證道的必殺技。《善看世情——細

味生活與信仰》可說是梁牧師結合以上三種特質的精華。你不會在內文中

找到系統神學的信仰思辯，也不會見到奧妙艱澀的神學反思。反之，當你

細閱梁牧師在平常的日子怎樣「細味生活與信仰」時，你會感受到一位畢

竟也是香港人的資深牧長，如何以他信仰的眼睛「善看」香港的那份情，

包括他對父母、夫妻、骨肉、社會、家國、教會的情，也了解他如何感應

與回答生活的究竟。你不必完全認同梁牧師的見解與立場，只需用心去體

味。或許，在相遇之間，你也會被促使去深思牧者正要跟你進行的，其實

是一場又一場關乎信仰與生命整合的「桌上談」！

■善看世情——

　細味生活與信仰

■梁永善著

■道聲出版社

■HK$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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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到拿細耳人，或許你會一時忘記是甚麼東

東。但一提參孫，相信大部分信徒也知道

他是誰，甚至有種「噢！又是參孫」之感。

但若我們認真反思參孫的故事，便會發現那

是一個極符合現代背景的故事。基督徒常彼此勉

勵：要做個好基督徒，便先要做個好人；基督徒

不能沒有人味，必須活得似個人，不能做甚麼、

說甚麼也有屬靈潔僻似的，結果淪為世人笑柄，

反而有損主名。簡言之，基督徒就是要入世而不

屬世。

但參孫的故事就是對基督徒入世的一個提

醒：入世入得過分投入，原來真的會忘記自己的

身分；入世入得過分成功，闖了禍也能憑一己之

力扭轉乾坤，真的會忘記倚靠上帝。

禍兮福所倚，當人入世入得遊刃有餘，便是

禍患的開始。以為自己夠定力，以為自己能控

制大局，以為自己贏盡掌聲，但到頭來只是一場

空，甚至一場禍。惟有緊記回到上帝的恩典，才

有真正的救贖。

金聖坤牧師將參孫的故事，分成近一百個短

篇，讓我們細味參孫的經歷。平時讀參孫的故

事，半小時讀完那三、四章故事，當然刺激緊

湊。但金牧師將一個高潮迭起的故事，以嘆慢板

的寫法娓娓道來，原來可以令我們看得更深入，

對參孫本人、他父母、當時社會上其他人的言

行、想法、價值觀，有更多空間去反思——從而

反照到今日ｉ世代的我們身上，讓我們從這個老

故事，得到新提醒。而所謂拿細耳人的秘密，其

實絕非甚麼秘密——就是倚靠上帝；但倚靠上帝

本身卻是一門大學問。

不想做避世信徒，希望做到入世而不踩界，

必讀參孫的故事。金牧師這本新書，正是一個很

好的南針。

不 是 秘密 的 秘 密

■拿細耳人的秘密

■金聖坤著

■道聲出版社

■HK$101

■蔡聖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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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
許，今天你正在經歷一些困難、挑戰、生

活上的壓力、拉扯。然而，你知道地球的

另一端的數百萬人是怎樣在戰亂、飢餓、貧窮、

疾病、暴力，甚至死亡的邊緣中活得快樂、富

足、並活在主的愛裏嗎？

本書的作者夫婦理查和瑞妮蒙主感召，加入

世界展望會事奉。理查和瑞妮會到世界各地探

訪，為當地人民提供援助，更重要的是傾聽他們

的需要和心聲，與他們分享主的愛。作者夫婦把

這些真摯的交流，記錄成一個個真實的故事。在

海地地震中失去一隻手和一隻腳的婦人，縱然

身體殘缺，家園盡毀，她反過來感謝上帝給她生

存，讓她可撫養女兒成人；在烏干達的婦女，她

們在殘酷戰爭中被擄當性奴，但因耶穌的愛，讓

她們從被擄得自由，她們為此向救贖的主獻上感

恩……

看到這些真實的故事，呈現的應該是令人悲

痛、憤慨和絕望的情景。然而主的愛卻為這群故

事主角的生命帶來轉變，主給他們信心、盼望和

愛，帶領他們走出黑暗，更讓他們成為別人的祝

福。很多時候，我們很容易對比我們缺乏的人動

了慈心，認為他們是可憐的，是缺乏的。但在書

中的每個真實記錄中可見，得到真正喜樂的，富

足的，平安的，其實是這些記錄中的主角，他們

有的勇氣和堅忍、對主堅定不移的信心、向上帝

讚美的力量，不得不讓我們學習、反省和敬佩。

作者在前言中為此書引用了德蘭修女的話：

「每次看到窮人，就看到耶穌基督。」主耶穌真

實地與每個愛祂的人同行，我們要為著祂的恩典

和愛，大大稱謝感恩。

今天，或許你在經歷一些困難，但別忘記要

對主有信心，愛我們的主必定與我們同行，我們

更要為愛我們的主獻上頌讚。「你將我的哀哭變

為跳舞，脫去我的麻衣，為我披上喜樂，使我的

靈歌頌你，不致緘默。耶和華——我的上帝啊，

我要稱謝你，直到永遠！」（詩三十11-12）

微光中
遇見主

9     

■杜藹霖

■微光中跳舞

■查理・史汀斯、

　瑞妮・史汀斯合著

■道聲出版社

■HK$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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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林麗卿

小兒子喜歡玩玩具火車，有一回，我問

他：「你愛媽媽多些還是Thomas多些？」小

兒子不假思索立即回應：「Thomas！」雖然

這答案令我頗失望，但不改我對他的愛，他

永遠是我疼愛的孩子。

米雅的《寶寶，你愛我嗎？》是一本詩

集，收錄了她作新手媽媽時所寫的詩，讀著

這些短詩，令我回憶起自孩子出生後的生活

點滴，細味當中久違了的温馨片段，這是一

本讓所有媽媽們產生共鳴的書。看著孩子由

一麵粉團似的東西，慢慢成長，成為曉爬懂

走、會說話溝通的小人兒，經歷了一趟生命

的奇妙之旅。十分認同米雅在書中所說：

「生產是上帝對夏娃的懲罰，因為你的緣

故，我開始相信，上帝其實最鍾愛女人。」

沒錯，懷胎十月固然辛苦，生產雖然痛楚，

但卻最能感受到生命的奇妙，這是作父親的

■寶寶，你愛我嗎？

■米雅著 

■道聲出版社

■HK$83

永遠無法體會的，這經驗也讓我更深的體會

上帝對世人無條件的愛。

《寶寶，你愛我嗎？》也讓我想起耶穌

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約二十一15-

19)縱使彼得曾三次不認主，但耶穌仍然愛

他。同樣，雖然我們屢次犯錯，但上帝依然

愛我們，就如媽媽等候孩子說愛自己一樣，

等候著我們向祂回應：「天父啊，我很愛

祢！」

是的，我很愛祢！

你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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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道聲同行」奉獻表格

11     

■歷險

■艾隆・貝克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你們給他們吃吧！

■高昭鑾著

■基督使者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0

■永不放棄的愛 

■劉志雄著

■道聲出版社

■HK$198

■貓咪的數學題

■淺沼泰著

■道聲出版社

■HK$83

■我往哪裡去？

■米瑞安・奈芙著

■台灣舉手網絡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

■亞當與耶穌基督

　兩個家譜的奧秘 

■汪川生著

■道聲出版社

■HK$104

New Arrival
新書推介

☐  本人願意奉獻＄ 作為支持　貴社的 ☐ 經常費 ☐ 出版專款 ☐ 內地文宣

☐  本人願意每月以自動轉賬形式奉獻，請將銀行直接付款授權書寄給我。

奉獻者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 先生 ☐ 女士 ☐ 小姐

郵寄地址：　　　　　

聯絡電話：　　　聯絡電郵：　　

奉獻方法：

1. 郵寄支票

 抬頭「道聲出版社」或"Taosheng Publishing House"，寄回本社。

2. 存入本社戶口

 渣打銀行（香港）港元儲蓄戶口405-2-078818-4，存入後可將存款收據傳真、郵寄或電郵至本社。

本社將會發出正式收據，奉獻可憑收據作為認可慈善捐款，歸入政府薪俸或盈利稅免稅額。

要承傳文字宣教使命，除上帝的保守帶領外，你們的參與及支持也很重要。尤其對資源有限的出

版社來說，這份支持不但能讓道聲有穩健的基礎，也讓我們感受到我們並不孤單，在文字宣教路

上有你們與道聲一同拓展上帝的國度。

感謝你對道聲的支持與守望！願你透過參與文字宣教的事工，讓更多人得到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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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聲出版社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信義樓三樓	 Tel	:	(852)	2388	7061	 Fax	:	(852)	2781	0413	

道	聲	書	局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0A信義樓地下	 Tel	:	(852)	2332	4248						電		郵：	taosheng@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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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瀏覽本社					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hktaosheng

Taosheng
      Newsletter

聲道 特別推介

慈繩愛索

耶穌的叮嚀 - 聖經故事

成長九式- 栽培員本

登峰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1

聲道

Y世代事工手冊

師言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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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謝利著   ■道聲出版社  ■HK$56

這 本 書 正 在 提 醒 我 們 是 「 管

家」，不是「主人」。管家既然不是真

正擁有手上所有的，就只有忠心和良善

地管理。要緊記我們所能享受的，一切

都是恩典，要常存感恩的心領受！ 

《信徒皆管家》bit.ly/1dZ8P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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