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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
謂敢言？是否代表在任何情況下，都勇

於表達意見、立場，就是敢言？今時今

日，敢言適用嗎？有人會聽嗎？然而，敢言的

關鍵意義在於講甚麼、講多少、怎樣講，以及

何時講。

如果敢言所宣講的內容是「道」，是從上

帝而來的旨意，因著上帝的緣故，不因人的負

面反應而放棄，這才是真敢言。人領受後去宣

告，當人願意跟隨，即人願意與生命的主結

連，上帝不會遺棄他們，成為他們的上帝，生

命就能得著滿足和喜樂。只可惜，歷史告訢我

們，人往往會以為自己此刻所擁有和追求的是

最有價值和最有意義，堅持己見的出發點，不

是因為上帝，而可能是為自己爭取利益和好

處，這實在並非敢言。

■梁美英

舊約先知是一群上帝的代言人，在叛逆的

世代，被上帝差派到不同的地方，向著不同的

人去宣告，上帝有祂的時間、有祂的信息、有

祂的指示，讓先知向人揭示上帝的心意，他們

都被形容為勇於發聲，因為當時的局勢非常嚴

峻，即使要受唾罵，甚至被害，因著上帝的

託付都堅持下去，為道敢言，直至任務完成為

止。

我們要小心，因為我們是上帝的子民，基

督徒的一言一行都是作為上帝的代言人，人看

見我們的好行為認出我們是基督徒，相反就

不堪設想。因此，我們要明白並遵行上帝的

心意，才能活出真道，活得有道才會有勇氣宣

講，才會有智慧分辨，才能為道敢言，這才是

真正有意義的敢言。



老
家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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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聖龍

年
輕時為了完成一年內讀完聖經之類的目

標，一讀到族譜的章節便會很高興：

yeah！可以跳過這段了，距離讀完聖經又近一

步！長大一點，知道族譜很重要，所以會嘗試

細看當中一些重要名字，回想該人物的事蹟，

但也只限於零碎片段。再成熟一點，透過聽道

或一些釋經講座，知道不同族譜原來有其獨特

結構和含義，一連串名字背後，其實蘊藏著不

同聖經作者的心思。

想不到現在遇到汪院長這本書，竟讓我進

到讀聖經族譜的第四個層次：本書不只解構一

個族譜，更是將聖經幾個重要族譜——創世記

亞當的族譜、馬太福音由遠到近的耶穌族譜及

路加福音由近到遠的耶穌族譜——逐一分析比

較，讓讀者不只獨立地讀明一個族譜，更可以

比較不同族譜的重點和相關之處。

當然，聰明的讀者可能心想：族譜是很悶

的東西，汪院長還要寫一本書解構和對比三個

族譜那麼多？豈非悶上加悶再加悶？無可否

認，看族譜一定不像看《玩轉腦朋友》那類卡

通電影般有趣。但汪院長真的功力深厚，他

的筆觸確實做到深入淺出，為讀者像剝洋葱

皮那樣逐點解釋每個族譜的信息，當中清晰

引用經文金句去講解，又在適當地方以圖表

概括要點，令本來深奧繁複的內容，也變得

一目了然！

每個人腦中原來有五個朋友：阿樂、阿

燥、阿驚、阿憎和阿愁。未讀這本書，可能

大家一讀到聖經族譜便令阿燥、阿驚、阿憎

和阿愁四個彈起；但讀完這本書，相信阿樂

可以主導你的腦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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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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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處香港這種高度貧富懸殊、財富分配不均的城

市，有時確令我們有些迷茫和困惑。

筆者還記得擔任財務顧問時，在旺角遇到一位舊

客戶，她因理財不善而經歷生意失敗，潦倒不堪。只

有四十歲左右已滿頭白髮，甚至招呼也不願打，使人

心痛之餘亦不禁問一句，究竟「財務自由」是否只是

空談？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我們還有機會可以贏嗎？

深信人的盡頭往往就是上帝的起頭。我們不用被周遭

環境和壓力所嚇怕，硬要將自己和同輩或別人作不必

要的比較，因為真正的平安和喜樂就是活在上帝裏

面！

本書作者杜奧利博士花了不少的心思，將聖經理

財原則及實踐理財智慧結合，更為香港環境度身訂

造，不管是作為個人理財方面的參考，或者是教牧同

工和事工領袖，都能受益並更有效地從事牧養工作。

讀者在學習聖經理財原則之餘，亦能對現今金融市場之衍生投資工具有正確的瞭解，幫助讀

者們有效地部署自己人生不同階段的財務需要，不論是在結婚、買房子、子女教育及退休等問

題上，本書都能提供適切實際的思考重點。全書均引用實例全程跟進，好讓讀者在輕鬆的環境

下，參考別人的例子，步步為營，贏在終點！

金錢都是上帝所賞賜和託付給我們的，作為上帝的忠心僕人及好管家，我們當如何面對社交

網絡、媒體的比較文化呢? 還有社會上每日排山倒海而來，不斷鼓勵我們滿足了再算的情感消費

文化，都是要我們學習慎思明辨，堅守立場，擇善而行的。

「當以耶和華為樂，他就將你心裏所求的賜給你。」（詩三十七4）

願我們常常警醒，克己攻身，看著上帝就看見希望！

■謝靜怡

克己攻心、步步為營、

   在終點!贏

■贏在終點 / Winning at the Finish Line

■杜奧利 (Dr. Olli Tuominen) 著 

■活出希望事工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28（中文版）/ HK$138（英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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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振華

自從基督新教將古教會的七個聖禮定為兩

個聖禮（洗禮和聖餐）之後，其他的人生禮儀

如婚禮、安息禮等都好像成為了一般儀式典

禮。然而，修改的原意是希望另外五個禮儀

受到如此看待嗎？答案當然是否定的。

在我們看來，洗禮和聖餐帶有赦罪的應

許，就成為聖禮。但在教會舉行的其他禮

儀，其實都根源於上帝的設立和賜福，我們

不能認為如果不屬於聖禮，其他禮儀就只是

人的行為，沒有上帝的應許。我們要有正確

的觀念，一男一女的婚姻、安息禮拜都是上

帝設立和賜福的。

作者張玉文博士根據近代天主教會、聖公

宗教會和信義宗教會對婚禮和安息禮拜的禮

儀更新中，指出在以上兩個禮儀加入聖餐，

是符合兩個禮儀中上帝創造和救贖的神學意

義。作者這種思考模式其實非常貼近五百年

前教會改革的精神─回到根源去，重新思考

上帝怎樣分別在這兩個典禮中賜福一對新人

和一生忠心事主的僕人。

婚禮的精神是逾越，即由一個個人跨到二

人成為一體的新關係；而安息禮亦是由生命

逾越到永恆的安息。以上兩個禮儀，都建基

於耶穌基督的逾越，即聖餐中所看到的捨命

和流血，並且逾越到復活。張博士很精煉地

將婚禮和安息禮置於聖餐的逾越意義之下，

是一個很好的神學研究成果，有創見而實

用。

對於現代人來說，在一個迷戀自我，高舉

個人而撇除上帝的世代，婚禮以浪漫風趣為

主軸，安息禮拜以亡者的生平和追思的表達

下，這本作品提倡在禮儀之中加入聖餐禮，

使參加者以耶穌基督的出死入生來看婚姻生

活和永享安息。這確實是一本暮鼓晨鐘之

作，在迷霧的山野之間，聽到召回正途的美

聲，重新上路。

暮鼓晨鐘

■生命禮儀之基石：聖餐

■張玉文著 

■道聲出版社

■HK$62



信
主已超過十年，對召命(Ca l l i ng)一詞仍

是一知半解，一直以為作信徒的使命就

是傳福音，作見證。Call ing還是留給受到上帝

呼召作全時間奉獻，進神學院，當傳道的弟兄

姊妹吧！

直至近年閱讀過幾本關於召命的書籍，

《天職論》、《尋找失落的職場召命》，直至

今日所讀的《召命人生─活出生命的獨特意

義》，才發現以往對召命的理解有誤，從而有

新的體會。《召命人生─活出生命的獨特意

義》讓我明白召命並不局限於上帝呼召我們奉

獻作傳道，而是活現在我們每天的生活中，我

們透過探索上帝呼召我們的四個主要天職：家

庭、工作、社區、教會，利用祂所賜給我們的

不同恩賜及召命過我們每天充滿意義的人生。

或許我們現正處於世俗人認為「成功」的階

梯，然而書中提出了一句發人深省的說話：

「成功跟過著上帝命定的人生，不一定是相同

的。」

書中提供八大策略，讓我們尋找活出上帝

所交託的召命：

策略一： 讓上帝成為生命的中心─這是達致

有意義的人生首要及最重要的策略，

但要留意的是這個策略是知易行難。

策略二： 把點連接起來─將我們生命中認識

的人點列出來，構成一幅屬於自己獨

特的「星象圖」，你完全有能力將你

生命中看似沒有關聯的點(人)連接起

來。

策略三： 把常規納入日常生活─確定目標，

面對現實，然後採取措施，訂出要實

踐這個目標的常規。

策略四： 誠實訴說你的故事─誠實地面對自

己(包括隱藏處)，從自己人生的故事

中找到要重新調整及改善的部分，透

過實踐常規，轉化我們生活，從而改

寫我們的故事。

策略五： 兩條曲線─以目前位置描繪出你未

6     

■林麗卿召命人生
你我有分的



■召命人生─

活出生命的獨特意義

■辛士祈著

■道聲出版社

■HK$108

來的曲線，藉著聖靈的工作，透過操

練來自我提升，為未來的曲線作準

備。

策略六： 心流的動力─真正的心流是從我們

洗禮的水流出，我們受造是為了服

事。

策略七： 簡樸生活─財富消費是我們追求跟

隨耶穌的障礙，簡樸生活容讓我們以

物質財富來服事別人，避免被它們反

過來控制我們。

策略八： 關心自己─這是活出新造的我的途

徑，讓自己活在平衡及健康的生活

中，以致身心靈均能保持在正面積極

的狀態。

當你尋找到上帝在此時此地對你人生的召

命，就要付諸實行，作者在書中進一步以具體

的實例，讓我們明白如何運用這八大策略在生

活中服事我們的家庭、工作、社區及教會。正

如上帝創造每個人都是獨特的，祂對我們每

個人的召命也是獨一無二的。

作為基督徒，你絕不能錯過這本書！你是

否已準備好活出你的召命人生？是時候調正

你的人生方向，活出一個上帝為你早已預備

且滿有意義的獨特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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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兆真

我
與陳國權牧師是同窗好友，又一同在信義宗神學院服事。陳

牧師為人好學，中國文化底子深厚，又是靈修專家，其中以

精讀東正教及沙漠教父的靈修傳統為最，神學院一眾同學在他靈修

座下受益不淺。

陳牧師學問淵博，為人忠厚，平易近人，又是一位出色的牧

者，得到教會會友的愛戴，教會每有困難，人事磨擦，陳牧師常常

都是本著其愛主愛人愛教會的牧者心腸，作和平之子，義不容辭，

建立團契。

陳牧師是眾人的好同工，也是我的好拍擋，我在他身上學習到

不少事奉和做人的道理。陳牧師被上帝多方使用，使他靈力充沛，

他在講台上宣講的信息常能發人深省，雖不是如炸藥般的轟然爆

發，卻是柔和的杖，擊打輕引，使人歸正，安慰提點，實在難得。

藉陳國權牧師六十五歲壽辰，眾人能以這份講道集為陳牧師祝

壽，聊表欽敬及愛戴之心，並盼望這份心意能為陳牧師的六十五歲

壽辰帶來一分驚喜和歡悅！此書集結與陳牧師一起事奉的教牧，

或是受陳牧師指導的學生，以及一眾好友的講章，每一篇的講章，

不但可成為參考，更能從字裏行間讀懂一份為牧的心，效法善牧耶

穌，牧養群羊。

陳國權牧師

六十五華誕賀壽講章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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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國權牧師六十五華誕

賀壽講章集

■信義宗神學院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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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
代人生活緊張，食無定時，睡眠不足，

缺乏運動，加上工作或人際關係的壓力

大，導致身體出現各種問題，有的甚至患了

不同程度的心理疾病。

面對生活的種種壓力，面對人生的大小挑

戰，別說是社會大眾，就是信徒也沒有特權

倖免於「難」。

既然忙碌和緊張的生活嚴重影響我們的健

康，那麼有甚麼良方妙法應對呢？

在此，筆者誠意推介一種生命靈糧─

就是考門夫人的靈修精品《奔向日出》。這

是她《荒漠甘泉》系列作品的第四本，也是

終篇。全書共三百六十五道美味佳餚，每天

「吃」一味，可使你心靈強健，無懼人生風

雨，奔向日出之處。

《奔向日出》以華麗而富有詩意的語言感

■梁麗平

動讀者。每篇文章以聖經話語作導引，內容

言簡意賅，句子短小精悍。一字一句猶如洗

滌心靈的春雨、滋潤心靈的清泉，讓你讀後

如沐春風，煩憂盡解。

在靈修饗宴中，自認有個海量的胃口。

當嗅到香氣撲鼻的珍餚美食時，我就會恨不

得一下子倒進肚裏。《奔向日出》的作者考

門夫人─她那優美的文字，澎湃的感情，時

而像跳躍的音符，在我心靈深處激盪起空谷

般的隆隆迴聲；時而像蔚藍色海面上飄拂的

輕風，撫慰著我貧瘠而乾涸的心田。字裏行

間散發出震懾人心的文字魅力，讓我愛不釋

卷，捧讀再三。

同樣地，盼望這書成為你的靈命日糧，所

費無幾卻受益無窮。

■奔向日出

■考門夫人著

■道聲出版社

■HK$72

無懼風雨，奔向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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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贏
在起跑線」這句口號成為不少父母育兒指標。為了讓自己的

孩子「贏」，父母會早早催谷孩子不斷學習。三個月大的嬰

兒開始認字識數；八個月大開始學四國語言；一歲多已懂得超過千個

中英文字。這些家長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讓孩子「贏」在一些外在技能

上，往往忽略了孩子在健康、精神、人際、自理或創意等方面的發展。

我們知道愛因斯坦是個偉大的科學家，他被認為是一個天才。然

而，愛因斯坦（小亞比）在三歲之前都沒有開口說話，父母擔心小亞

比的健康，於是帶他看醫生，並根據醫生建議，帶他聽音樂會、聽演講

等，希望可以激發他說話。但，似乎小亞比都沒有開口說話的跡象，直

至一個安靜的晚上，小亞比的媽媽陪他看星星，哄他睡覺時，小亞比說

了人生第一句話，這句話也成為他一生最大的成就。

我寫這篇文章時，肚腹裏正懷著八個多月的孩子。這個故事恰巧對

我有很大的提醒，提醒我真正對孩子最有效的教育不是要他學懂多少

國的語言，學會多少個生字，最好的教育就是愛。正如小亞比的父母沒有因為小亞比遲遲不會

說話而放棄他，催逼他，他們反而給小亞比很多的自由和探索的空間，還有無限的愛和包容。

在試過不同的方法後，父母認為即使小亞比一輩子也不會說話，他們仍然一樣愛他，父母對孩

子的愛就是這樣了。我深信每個孩子都是天父所創造的，都是獨特和可愛的。不論孩子的發展

高低，孩子都是父母的寶貝，是天父給我們寶貴的禮物。願我們都能讓孩子在愛中成長，對世

界，對萬物，對人，對己都有愛。

■杜藹霖

■亞比的第一句話

■賈桂琳．圖維爾著 

■道聲出版社

■HK$86



「與道聲同行」奉獻表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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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書推介New Arrival
■鴨子的假期

■吉萊德．蘇法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蝴蝶

■江國香織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異端論

■楊東川著

■道聲出版社

■HK$60

■向生命的禮物

說YES

■莫非著

■道聲出版社

■HK$108

■古往今來的

生死學

■楊東川著

■道聲出版社

■HK$63

■何日君再回

■吳獻章著

■道聲出版社

■HK$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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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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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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標竿人生

追隨基督

耶穌的叮嚀–聖經故事

尋回失落的職場召命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一日）

1

聲道

說一個故事

正信奧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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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洛夫著   ■道聲出版社  ■HK$108

本書以福音書為基礎，從主耶穌在

有關金錢方面的教導中讓信徒反思自己

的光景，更進而推及至教會的受託層

面。每一章均設有「個人反思」及「小

組討論」指引，既適合個人閱讀，也能

成為小組研讀討論的好工具。

《跟耶穌學金錢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