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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麗卿

每
個人一生都在追求幸福……

小朋友喜獲新玩意而感到幸福；

年青人為達到自己的目標而感到幸福；

新婚夫婦為覓得愛侶而生活在幸福之中；

喜愛閱讀者為讀畢一本好書，使生命有所得著而感到幸福；

老年人喜見兒孫健康，能相聚一刻而感到幸福……

其實，人對幸福的要求是會隨著歲月及目標的流轉而變化。

十月初，兒子要參加鋼琴考試，事前我一直盤算要不要取半天年假陪伴他，還是交由外

傭代勞。畢竟，年假有限，而考試時間只需十多分鐘，但最終我還是決定與他同行。考試當

天，在兒子等候進試場的十多分鐘，眼看著他非常緊張、坐立不安、掌心冒汗，我也被他的

緊張所感染，並想方法為他減壓。終於到了應試時間，我目送他進入考室，就在這刻，內心

不期然地湧上一陣温暖幸福的感覺，雖然只是短短十多分鐘的陪伴，但能夠與他一同分擔緊

張和憂慮的情緒，送上最後的鼓勵支持，也是作媽媽的一種福氣，突然感覺這半天的假期實

在很有價值，並慶幸沒有請外傭代勞，否則便會錯過了這次與他「在一起」的幸福時光。

誠然，能夠一起分享快樂是幸福；但同樣，能夠一起經歷及分擔憂困，也是一種難能可

貴的幸福。上帝每時每刻與我們同在，與我們一起分擔喜怒哀樂，這種「永遠在一起」的快

樂時光，不受時空限制，不因歲月流逝，並能隨時隨地與上帝傾心吐意，確實是一種永恆的

幸福。

就讓我們在這個充滿温馨的季節，將上帝的愛——這永恆的幸福與親友分享，藉著小禮

物、書本，一張小小的書籤向他們撒播幸福的種子，然後，你會發現從分享而來的幸福靜悄

悄地從心底冒出。對，你正在經歷分享的幸福啊！

就是能「在一起」、分享

幸福



■給我十萬個靈魂

■連加恩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9

3     

■呂振宇

大
家有沒有經歷一些事情讓我們如癡如

醉，燃起滿腔的熱情，願意不惜付上高

昂的代價去得著呢？它可能是新發表的iPhone、

可能是復古版的籃球鞋、也可能是全球限量的名

貴手袋……

《給我十萬個靈魂》作者連加恩也同樣曾有

滿腔熱情的經歷。他認為，如果總有一件事會讓

我們被人認為是格外的執著，甚至達到令人受不

了的程度，那麼應該是為了傳福音救人靈魂而瘋

狂，因為那是上帝國度裏的一種讚美，是君王賞

賜給忠心將領的一枚勳章。如使徒行傳二十六

章24節「保羅這樣分訴，非斯都大聲說：『保

羅，你癲狂了吧！』……」（新標點和合本）所

記，保羅就得著了這勳章，作者也嘗試想得到這

樣的勳章。

為主

	 癲狂
！

本書作者連加恩是一位醫生，他於前往非洲

布吉納法索服役時，有感於當地環境髒亂，尤其

滿地盡是丟棄的塑膠袋，牛羊誤食至噎死，他利

用閒暇時間，與當地教會共同發動「垃圾袋換衣

服」的運動。獲各方熱烈回應，數量之多一度癱

瘓當地郵局，引起媒體大量報導。回台灣後，獲

邀約到不同校園演講，並在其中有帶領決志呼召

的機會，至今更擔任許多大型青少年佈道會的講

員，持續影響成千上萬的年輕人。

透過本書，連加恩與你分享他多年「傳福

音、佈道經驗」的濃縮精華；書中情感深切的分

享、真摯的禱告、實用的小組討論及本週行動等

等，大大激勵我們對傳福音的渴望，並能深刻感

受天父對失喪人群的心跳，讓我們勇敢實踐基督

交託給我們的大使命。



4     

你
有夢想嗎？有了夢想，然後呢？

有些人認為達成夢想只是個「夢」，是一

件遙不可及，很難做到的事。然而，我們若

只在空想，又因膽怯、怕麻煩或懶惰而不為

夢想付諸行動，它又怎能實現呢？

《有了夢想，然後呢？》的作者陳慧潔是

位年僅十七歲的女孩，她沒有因為年輕而小

看自己，反而看到社會的需要，懷著愛心和

勇氣，策劃了很多場大大小小的公益慈善活

動，為世界上有需要的人帶來祝福。她相信

有了夢想，加上公益善行和行動力，即使能

力有限，只要集結不同人的力量，就能產生

無限的影響力去改變世界。

讀過慧潔的故事，讓我深深領悟到：要

達成夢想，就不應為自己的能力設限——未

行動就先說：「我不能！」或「我做不到

■黃嘉敏

■有了夢想，然後呢？

■陳慧潔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2

然後呢

有了夢想， ？

的！」因為有些事不做，你永遠不會知道你

能做。有了夢想，也可以與公益結合，幫助

別人。	

生命有無限的可能。讓我們在短暫的人生

中不只是心懷夢想，而是努力實踐「夢想x公

益x行動力」這條公式，使我們的夢想變成使

命，祝福這個世界。



■吹角的日子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42

吹角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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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
食祈禱真是一個不可缺少的屬靈操練，你會在當中──尋求、遇見上

帝、被上帝的愛充滿、並把愛帶出去。

我每星期也有禁食祈禱的習慣，但沒有深究禁食祈禱的意義，漸漸變得漫

不經心。看過此書後，鼓勵了我要認真地看待禁食祈禱，書中很詳細地講述了

禁食祈禱的態度、意義和果效。要放下食物、放下金錢、放下忙碌，使我們藉

著禁食禱告，免得入了迷惑，要作智慧人，與上帝、與人有好的連結。

禁食禱告可幫助我們刻苦己心、放下自己的喜好、歸向上帝，我們個人可

藉此得復興；在上帝的心意裏，禁食禱告是以團隊進行，當基督徒聚集在一起

禱告，我們可以翻轉這個國家。另外，禁食禱告是上帝給教會一個打贏屬靈爭

戰的極重要兵器，要求主賜下啟示，拿掉蒙蔽，突破我們現在的困境。

這些時間，感受到自己和身邊的人因著生活的壓力，心靈變得狹窄，容易

生氣，盼望我們每個人在禁食禱告操練的過程中，心靈變得愈來愈寬廣、愈來

愈有深度，祝福自己、祝福身邊的人。

■鄧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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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青時的我，帶著黑色粗框眼鏡，厚厚又長

的頭髮，包包臉，純真帶點傻氣，正如劉

清彥老師所形容他自己一樣：一個懵懂的青年。

我想我也是，或許會更甚！	

剛進教會，因著服事人手缺乏，團友們又誠

意又迫切地邀請，使我無法抗拒，就是這樣當了

三年暑期聖經班導師。記起每年暑假，團友們都

來到教會，展開一星期暑期聖經班的服事。由構

思、選材、策劃、佈置等，都與主日學校長一起

商討。你一句，我一句，嘈吵聲與歡笑聲交雜，

大家盡情發揮創意；設定主題，並配合使用的經

文、詩歌、名牌、佈置、課程內容、手工、遊戲

等，各樣互相呼應，並把整個教會禮堂和課室都

佈置得煥然一新。

當看見孩子們投入參與，當發現少年人從不

同環節中明白聖經真理，當經歷孩子們生命的改

變，這種心情，是很難單單以筆墨去形容；這種

滿足，也很難單單以一兩句話訴盡心中喜悅。我

在想，我也只是每年陪伴小孩一星期的時間，雖

然有三年多，但想也沒想過原來竟有人可以超過

三十年全情投入主日學的教導服事，是每一個星

期啊！他正是劉清彥老師。看到這裏，心已被觸

動，《暖讀、暖心、暖時光》是令人感動，令家

長窩心，令上帝得榮耀的閱讀紀事。

你可從這本書中每一個觸動劉老師生命的小

孩故事，看進劉老師愛小孩的心懷，也可以揣摩

劉老師教學的方法和原則，也可體會他因病或因

出國事奉而未能參與主日學服事的痛苦和掛念。

這一切都是出於一份愛和關懷，加上耐心的教

導，在信仰上成為他們的「盧公公」（盧公公是

劉老師的青少年主日學老師、他敬重的長輩，更

是他的屬靈教父），使這些故事顯得精彩，使這

些生命充滿盼望。

此書述說小孩的生命緊扣劉老師自己的生命

故事，既是恩典，也是祝福；更是十九本繪本童

書的進深解讀。每一個小孩都是獨特的，每一個

小孩背後都有他與劉老師一同經歷的片段，而每

一本出版成書的繪本都蘊藏著扣人心弦的故事。

■梁美英

讓　　
撒播　　的種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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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中最深印象有「憤怒鳥弟弟」，面對這樣的學

生（過度活耀、亞斯保加、自閉等等），真的不

可以急，是一點也不能心急，因為他們的世界不

能硬闖，但卻要一視同仁，一樣的愛護和看待，

因為耶穌喜愛小孩是沒有經過篩選的，這真是很

好的提醒。此外，「缺席的父親」中引用《爸爸

的頭不見了》，不但反映現今世界典型的家庭實

況，更有力提醒為人父親在孩子信仰建立上參與

太少，盼父親們能每天抽時間與孩子禱告，不然

因為工作忙碌而忽略了和孩子們的互動，錯失與

孩子維繫情感與關係的機會，到終有一天發現問

題嚴重之際，想補救卻已經無從入手了。至於

「憐憫的力量」一篇，讓你能深深明白每一個人

都像《斷嘴鳥》一樣，有殘缺不完美的部分，但

如果可以彼此多一份了解和認同，並且憐憫、關

懷和接納對方，生命中的殘缺也會因此得以修

補，當劉老師引導孩子們如何面對別人的斷嘴

時，孩子們的回答令劉老師的心也融化，因為他

們真的明白聖經中所說真正的愛。

劉老師從來不愛多說高深難明的道理，透過

說故事，把孩子與聖經快樂地結合起來，打破

兒童主日學給人留下沉悶的印象，也突破聖經故

事只是故事的教導，他只期望孩子能明白真道，

繼而行道，甚至那怕這麼多年的服事只能影響一

位小孩，他已心滿意足，因為他知道每一個人都

是從別人那裏領受了福音，我們都是福音的傳遞

者，將信仰的腳蹤留給下一代的孩子，讓他們成

為別人的祝福，讓生命繼續影響生命。從書中你

可以感受到他教導的力量來自愛，持守服事的堅

持來自與孩子緊密的關係。	

在主日學服事上相信也曾令我們遭遇挫敗，

甚或曾在做與不做之間裹足不前，或是也有在堅

持與放棄中擺盪猶疑的老師和家長們，但願此書

如劉老師的祈盼一樣，能藉著這個生命故事，成

為一粒小小的種子，堅固眾人的信心，也給眾人

力量，延續撒播這幸福的種子。

■暖讀、暖心、暖時光

■劉清彥著

■道聲出版社

■HK$98



能
夠以「現代語言」，將古代的舊約經文作

詮釋，是吳獻章博士的獨特恩賜與文學修

為的表現，以簡單易明的字句，闡釋何西亞先知

的生平，用戲劇般的手法，把這個先知的家庭故

事與上帝和選民之間那既親密同時又是傷害的關

係聯繫起來，令讀者很容易就明白並投入進何西

亞這位先知。因奉上帝之命，一娶再娶淫亂的妻

子歌蔑的事件，在當中所面對的艱難、痛苦與順

服的心志，從而明白上帝對那些朝三暮四，在政

治上以及在屬靈上，都同樣做了「紅杏出牆」醜

事的不忠妻子——以色列人的那份近乎「病態」

的愛戀，即使妻子如何的不忠，因著對其愛慕之

心，一而再，再而三地希望對方能回心轉意，回

到自己的身邊。

同樣是釋經書，《何日君再回》雖然是一部

講解《何西亞書》的註釋書，然而卻未如坊間普

遍的註釋書一樣，令人感到艱澀難明，除了因為

作者採用很現代的字眼，以及運用戲劇的手法

作為寫作的技巧外，在每個釋經段落之間，還加

插了一篇「神學、事奉和家庭反思」的內容，藉

著對當下相關經文的生活反思，令經文更貼近生

活，不離地。

最後，誠如吳獻章博士所言，何西亞先知

「他的人成了一篇信息，他的信息亦成了一個

人。」（98頁）藉著閱讀這有血有肉的先知的

遭遇，讓我們思想自己與上帝關係的同時，此書

也幫助我們反思自己的信徒生命，又是一篇怎樣

的信息呢？

與上帝建立幸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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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日君再回

■吳獻章著

■道聲出版社

■HK$162

■余勝意



我
想，人與人之間的相處，總少不免的有被

排擠或排擠人、對人有偏見或別人對自己

有偏見、有喜愛某人或討厭某人的經驗。面對別

人對自己異樣的目光與偏見，又應如何自處？

作者利用一條小青蛇——哈皮，向小朋友展

示了解決方法：如何在不被理解的時候，仍然有

不畏懼他人眼光的勇氣；遇到不當對待時仍保持

善良的心；在充滿挫折感的時候，仍堅持自己的

夢想，永不放棄呢？

哈皮這條對自己獨特的衣著品味充滿自信的

小蛇，將森林中其他小動物們傷人的評價當作推

動力，以激發牠的穿衣靈感，更加為了創造夢寐

以求的衣服，甘願冒險到人類的小鎮上，尋找最

好的裁縫師。然而，不如「蛇」意的事發生了！

■張雅雯

非
常

哈

皮
Very Happy！

人類們因著對蛇的不認識與恐懼，找來捉蛇專

家，誓要把牠們一一抓進籠子裏！哈皮面對著同

類的埋怨與指責、人類的追打，惟有垂頭喪氣地

離開小鎮。雖然景況如此，哈皮仍沒有放棄，亦

不怪責和怨恨人類，這使牠遇到一位特別的「姚

大民」，不但不把哈皮當成怪異，還欣賞牠、

幫助牠！結果，整個故事當然是Happy	 End ing

啦！還有意想不到的驚喜呢！

誠如故事一樣，我們作為師長，願意成為特

別的「姚大民」嗎？不會因為自己的無知，而

埋沒了小朋友的天分，常常鼓勵他們追尋自己的

夢想和道路，找到自己的熱情，這樣樂觀的思

想，天天都會是Happy	Day！日日都會有驚喜！

與上帝建立幸福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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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哈皮

■荷莉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79



相
信提起度假，從大人的口中只想遠離煩

囂都市，放下工作去歇息；從小孩的口

中只想與家人一起去玩個痛快；從退休人士的口

中只想悠閒去享受人生的新生活。可想而知，旅

遊度假帶給人們優悠自在、輕鬆寫意的閒情生

活。在此童書中鴨子終於去度假，不受打擾地坐

在沙灘椅上品嘗消暑的食品，享受風和日麗恬靜

的時刻，可惜，他美好的計劃並沒有完全實現。

感覺很有趣是當我翻閱這本書時，與鴨子成為互

動的書，牠總是不停地喊叫、哀求、抱怨地叫嚷

「不要再翻頁」，原因是牠在度假，不希望有人

來煩牠，看到這頁自己也會心一笑，往往是事與

願違，很難不受打擾，除非獨自到荒島去。其

實，鴨子只要不堅持自己的期望，轉變心態去欣

■羅群英

享 受
豐盛人生的美好   

賞在周遭身邊的人與事，牠也可以享受當中的樂

趣，只是牠沒有作出這樣的選擇。

鴨子的堅持是不想受人打擾，希望讀者不要

翻頁，但讀者若不翻頁，便不能繼續看故事的

發展。鴨子只想留在那一頁，或者要求回到第一

頁美好的情景，這也是我們對人生的心態。當我

們時常眷戀美好的一頁而不去冒險，不翻頁就看

不見前面還有意想不到的新一頁，繼續享受美好

的豐盛人生。如傳道書提到，萬物都有定時，上

帝會為我們去安排，「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

成為美好，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裏；然而上帝

從始至終的作為，人不能測透。」（傳三11）

10     

■鴨子的假期

■古萊德・蘇法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與道聲同行」奉獻表格

11     

■客家人與基督教

■陳義聖著

■中華信義神學院

　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80

■智慧的人生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0

■耶穌的叮嚀──

　給主最親愛的小孩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6

■爸爸為女兒的禱告

■羅伯與

　喬安娜．泰根著

■保羅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4

■媽媽為兒子的禱告 

■羅伯與

　喬安娜．泰根著

■保羅文化

　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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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 

■卡森・艾莉絲著

■道聲出版社

■HK$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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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	 	聲	 	閣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50號	 Tel	:	(852)	2388	7681						網		址：	www.taosheng.org.hk

歡迎瀏覽本社					Facebook專頁：http://www.facebook.com/hktaosheng	 好書共賞：GoodBoo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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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wsletter

聲道 特別推介

善看世情

耶穌的叮嚀 - 聖經故事

成長九式

身分之重尋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

1

聲道

聖像畫——
進入神的心懷

教會年曆實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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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文銳著   ■道聲出版社   ■HK$48

此書見證著祖牧師的受託人生，不

但傳講受託，更是身體力行、無私奉

獻。他指出受託就是信仰和生活，

我們是上帝的管家，天地萬物既

由祂所賜，我們就當好好運用、

管理並且樂意奉獻，讓我們、讓

我們的教會藉受託進入更豐盛的生命。

《主召我傳講受託》 bit.ly/1kRIuw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