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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閱讀
成為下一代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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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在急促的世代，繁忙的都巿，即興的文

化，讓人無法安靜下來，身心疲累，我

們這一代和下一代都深受影響。每天睜開眼

睛，資訊不停湧入，急於回覆電郵及信息，這

就是我們每天追趕生活的寫照。

當人缺乏沉澱空間、無暇思考、疏於鍛

煉，只會停留在應付生活的層面，根本無法

面對突如其來的挑戰和衝擊，餘下來的只有自

責、埋怨、批評、不滿……卻缺乏意欲尋找解

決方法和出路，甚或承擔付諸實行所帶來的改

變。這豈不也是我們這一代以至下一代皆無法

逃避的生活挑戰嗎？到底有何出路呢？

閱讀，能給我們一條出路。

閱讀是一種操練，是最佳的培育工具，無

論小組或個人培育，都能豐富生命內涵。縱使

你閱讀了一本世上最爛的書，起碼也學會分

辨何謂「爛書」，汲取經驗，不可再讀。好

書能帶領人進入深度思考，但必須要的是願意

騰出時間來沉澱消化，加上實踐，讓知識與生

■梁美英

命融合，使心意更新，生命改變。有人會覺得

新一代從小已浸浴在多元媒體的姿采當中，安

靜閱讀不再是他們「那杯茶」。然而，多元媒

體往往把資訊以簡化快速的方式表達，不容易

留住注意力，更缺乏令我們深入消化思考的空

間。若我們仍停留在瀏覽資訊的層面，如走馬

看花，換來片面的養分，就像植物札根在淺土

中，不打穩基礎，只會讓我們愈讀愈有障礙，

難以親身經歷閱讀帶來陶造生命的能力。

相反，若果我們看重閱讀與反思，一點一

滴的累積能豐富我們的生命內涵，彰顯出不一

樣的生命，不但在朋輩中互相影響，更能讓這

種榜樣和感染力成為下一代重拾閱讀真諦的鼓

勵。事實上，文化的改變與進步也是如此，一

點一滴累積而成，世界可以成為不一樣的世

界，我們的生命也同樣可以顯得不一樣，不但

能祝福我們下一代，更能讓這種閱讀文化代代

相傳，成為生命更新的重要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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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鄺天賜

第
一次看到這本書，書名不太吸引。望文

生義，不外就是對現今教會教導事工看

不過眼，勸人認真教導，要愛主愛人，老生

常談的論調罷。那值得花時間來看？但翻開

作者序，有這樣的一句：「真正的復興不是

透過人來實現的。在毫無生氣的教會注入了

新生命的復興，是惟有上帝才能帶來的。」

作者有此洞見，看來，他真的有話要說，而

且不再是一番一切由人出發的陳腔濫調。

無可否認，今天的教會較過去在資源方面

豐富得多，但靈性處於低潮的信徒仍不少。

雖然具備有系統的課程、美輪美奐的教材、

形形式式的訓練班、經過規劃的教室、林林

總總教學秘技的書籍，可惜就是培育不出靈

性熱忱的學生。究竟是為甚麼？作者毫不避

諱，直指問題出自負責教導的人。他並非想

當然或無的放矢，而是確實對當今教會有深

度的認識和反省。因為，作者洞悉困局的癥

結並不在於學問貧匱或是技巧不足，而是靈

性出了問題。他著意從靈性出發，鼓動讀者

去正視問題，審視一個參與教導的人當有的

生命和關係狀態，立志以一個愛靈魂的心去

實踐上帝給他作為教導者的召命。

已經很久沒有看到這樣的一本好書了！我

們熟悉的好幾位靈修學大師，大都是西方世

界的人物，就算是亞洲區的靈修作品大都依

從個人靈性作為進路。（去年出版的《身分

之重尋》則是以教牧人員為對象，又是另一

本好書。）當然，靈性的事情，都是普世性

的，這沒有甚麼問題。金南俊作為一名韓國

人，他願意為教會中參與教導的人，從靈性

教會教導的復興

■教會教導的復興

■金南俊著

■道聲出版社

■HK$100

的角度，寫出這樣一本針對群體的書籍，這

又是另一天地。

全書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使命復

興」，講愛使命、愛靈魂、同工之愛；第二

部「敬虔復興」，講傳福音、禱告和閱讀；

第三部「服事復興」，講教師傳道的時候、

探訪靈魂的時候與及教導的時候。主題平

白，但內容絕不平鋪直敘，文字卻鏗鏘有

力，激勵人心。

除了內文外，還值得推介的是每一章後，

都有數條發人深省的問題。聰明的領袖會善

加利用，為那些負責教導的人（不單是主日

學老師）組成小組。每章閱後，回來一齊分

享，共研問題，互相砥礪，獲益倍增。

若果你以為目前承擔的教導職事是一件流

水作業的東西，這書可以幫助你有一個徹底

的審視。你可能被罵一頓，但罵對了，你還

是獲得裨益。當然，若你有心訓練好教會中

的教導者，這書確是很好的訓練材料。而事

實上，作者所講的情況並非只限於教導領域

內，腦筋轉一轉，設想在其他事奉處境上也

有舉一反三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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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位朋友分享他為身邊有好友不斷轉換戀

愛伴侶而感到擔憂，更慨憾說：「他／

她究竟明白不明白甚麼是愛？」究竟「愛」是

甚麼呢？

有首流行曲叫《愛很簡單》，歌詞的內容

描述愛大概就是一種使自己失去理性的感覺，

並會使自己願意一生與對方走在一起。兩人同

走人生路，是結婚誓詞的一部分，但能一直共

同走下去卻不是單靠「Feel」。有時候我也會

跟熱戀中的年青人說：「有Feel是重要，但這

些感覺可以變得佷快，相反，理性卻能維繫和

鞏固彼此之間的愛……愛是需要學習的。」或

許你也聽過那些「老夫老妻」，他們可能只是

結婚兩三年，便會失掉了以往愛的感覺，或許

他們會說自己又不是那些熱血青年，而且生活

繁忙，這是正常的狀況，但這更大可能只是各

自逃避學習愛的藉口吧！人們願意花時間金錢

讀書補習取得學位，為將來能有更安穩的生活

打算、為經營自己的事業終身學習，但卻很鄙

吝時間學習愛那自己曾許諾厮守終身的丈夫和

妻子。真是很可惜！

《人妻7件事》，集合了作者過去三十

多年，悉心經營婚姻、養育孩子的第一身經

歷，讀起來有種在聽一位屬靈長輩給晚輩的

叮嚀的感覺，或許聽起來都是很鎖碎的生活

小事，沒想到在細微互動中也能影響關係。

也有聽起來覺得很「硬」很難做得到，但

真．愛，其實真是從來都不簡單。

最後，想加一個註腳，雖然這書乃「女性

成長系列」但其實也不單是給人妻看的書，

特別是第一課「勿惡，出軌」當中的婚姻個

案，也是對人夫非常重要的提醒。

真．愛 ■陳穎嫻

■人妻7件事

■顧美芬著

■道聲出版社

■HK$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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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小書齋到百合書屋

■殷穎著

■道聲出版社

■HK$198

每
一個人都有他獨有的寫作習慣和喜好的

寫作空間，有人會選擇在家中、有人會

選擇在咖啡店、有人會選擇在交通工具上。殷

穎牧師喜好的寫作空間，就在一張「小書齋」

木製老書桌上。他習慣在這裏寫下他的生命故

事、屬靈領受，一寫就寫了二十本。

「小書齋」是殷牧師的書桌，「百合書

屋」是他家中的書櫃，也代表他多年前著名的

「百合文庫」系列出版，所以這百合小屋，盛

裝著百合文庫的榮美。書桌讓牧師藉此出版書

籍，書櫃卻正向人展示殷牧師的心血。無論書

桌、書櫃、書籍，都是殷牧師的生命。

《由小書齋到百合書屋》一書，正是殷穎

牧師在「小書齋」上寫出的最新著作，也是多

本著作中最艱辛的一本，因為在出版過程中，

殷牧師備受多種疾病纏繞，險些要擱置出版。

然而，上帝的恩典總是夠用，讓這位文字工作

者的生命故事終能展現人前。《由小書齋到百

合書屋》主要分兩部分，殷穎牧師先與讀者談

一個文字人的胸懷和器識，他認為「先器識、

後文藝」應是成為一個基督教出版人必備的歷

練和條件，即使不是每一個出版人都能達致

這個境界，也可以此作為奮鬥的目標。另一

方面，殷穎牧師也帶領讀者透過他的經歷和思

想，反思現在社會所呈現的種種境況，進而思

考一個真正的基督徒可以用甚麼態度面對。

閱讀這本字辭溫潤流暢的作品，在字裏行

間彷佛與詩人對話，又像與文字高人交流，進

深認識何謂出版人，亦深深被作者的生命所吸

引與感染。

殷牧師出版此書的心願是希望讓百合花復

活有力的生命繼續在地上發光，願出版仍是繼

續有力地向世界發聲，還讀者一顆熾熱的心。

■梁美英
由小書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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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智榮

為
不少準新人婚前輔導，近來發現不少對

生兒育女的看法愈來愈消極，他們心底

裏知道上帝的心意，不至於完全拒絕，卻見

他們面有難色，心存各樣壓力及疑問。這正

正反映了一個真相，作父母不易，在香港作

父母更難。

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深明在這時代、這

處境下為人父母的壓力，近來TSA、學童自

殺等等的新聞，難怪新世代夫婦驚懼生育是

讓生下來的孩子活受罪，已生小孩的父母在

香港這個計劃成長的國度裏，也只好不停追

逐、計劃，只求能為孩子做得更多，希望他

孩子要成長，
父母要悔改

們不要輸在起跑線上。雖然基督徒父母也知

道不能這樣盲目追求，但當周遭的氣氛、親

友的壓力、內心的不安，往往就只會人云亦

云。

面對奉子女為偶像的異教，羅伯與喬安

娜•泰根這兩本禱告書就為心裏充滿不安的

父母在黑暗中帶來曙光，生養、教養兒女本

是一場冒險，兒女的成長就是一個獨特的生

命故事，生命從來都不能複製，也沒有必勝

的方程式，面對生命的不可預期，這個會寫

笑話書的幽默父親卻認真起來，記下為女兒

祈禱的禱文。祈禱是一個在上帝面前宣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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棄主權的行動，為兒女祈禱發生的那一刻，

正正就是宣告把兒女的主權歸予上主，承認

自身在兒女成長上的限制，也是從奪取兒女

生命主權的罪中悔改過來。當你每天跟著作

者的禱文禱告的時候，你會發現當中在信仰

而來的價值不斷衝擊著你為父母的尊嚴、對

兒女成長的功利觀念，更甚是你生命中的那

些黑暗。

■媽媽為兒子的禱告

■羅伯、

喬安娜．泰根夫婦著

■保羅文化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4

■爸爸為女兒的禱告

■羅伯、

喬安娜．泰根夫婦著

■保羅文化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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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現今的社會當我們要談及「得勝」或

「成功」，想必大多數人都會以金錢、

權力、地位來衡量，如果以此標準來定義得

勝的人生，我想大多數的香港人都是「廢

青」一名。筆者與其他八、九十後的青年人

一樣，往往只透過電腦或智能手機的屏幕，

看著別人「快樂過生活」；但此時此刻，自

己往往只能「拼命去生存」，「得勝」一

詞，彷彿與我的人生毫無關係一樣，好像一

個遙不可及的夢。 

當然我們仍然可以選擇自怨自艾，但原來

「得勝的人跟你想的不一樣」，他們也有不

同的心路歷程。

這書一方面是聖經研究，另一方面也包含

生活應用，因為作者以聖經士師記及撒母耳

記上下為主線，以借古鑑今的方式，將不同

人物功過加以分析，每個章節後作者會加上

簡明的總結，有時會以點列式去歸納及整合

一些得勝的秘訣，讓讀者彷彿正在翻閱古時

的武功秘笈，細味得勝人生的內功心法。

跟你想的不一樣 ■李永聰

這本書除了分享成功的要訣外，我認為更

可以作人物式查經的材料，因為作者詳細地

分析及描寫各人的性格特徵，當中論及不少

為人熟悉的英雄人物︰如基甸給得勝者的八

堂課、參孫給我們八個引致失敗的警告、大

衛面對困難時的六個挑戰等。另一方面，此

書也會深入介紹一些在聖經比較少「出場」

的人物，如耶弗他跨勝負面情緒的要訣、哈

拿從無奈到喜樂的秘訣、亞比該逃過厄運的

七個重要關鍵……而當中最傳奇的一定就是

大衛及他家族的恩怨情仇。

當我翻閱此書時，不知作者是否刻意安

排，我留意到在開首時，作者用了一整章的

篇幅闡述「困境的價值」，而在書末同樣以

一整章談論「患難的價值」。以筆者的角度

來看，得勝與困難是相輔相成，沒有細味過

失敗的辛酸，又如何能真正懂得品嚐得勝的

甘飴。

願你我都能擁有得勝的人生！

■得勝的人跟你想的不一樣

■黃銀成著

■道聲出版社

■HK$100得勝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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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是上帝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

作者許惠珺是一位台灣的翻譯者，

與外籍丈夫一直期望能生幾個混血寶寶，但

卻事與願違。作者夫婦在牧者的鼓勵下，開

展了領養的經歷，他們一共領養四個孩子，

本書是作者根據百歲醫師的方法照顧孩子的

經驗分享。

作者在書中以嬰孩的成長過程分為十個

章節，並根據百歲醫師的育兒法作為基礎解

說。書中的解說不但讓我加強對嬰孩照顧的

理論知識，更讓我明白每個孩子都是獨特

的，作為父母，若以愛心和耐性照顧孩子，

定能找出一套最適合孩子的育兒方法。我在

閱讀此書時，一直回想起過去四個月照顧初

生女兒的經歷，有相似的，也有不同的，我

跟作者好像有種同路人的感覺。孩子的到

來，讓媽媽既期待又緊張，雖然之前可能想

像過種種情景，但當真正面對時，還是經常

擔心自己的應對不是最好的。此時，如果有

過來人和同路人在身邊鼓勵和支持，共同分

享，那種同行的感覺是最窩心的。

在今天的社會，現代人因為責任或生活問

題，不願生育。然而作者夫婦卻領養四個孩

子，並自他們初生時期已經開始親自照顧，

這種信心與愛心，不得不令人佩服。曾經，

我在婚後也一直避談生育的事，但原來主默

默為我安排，在去年賜予我一個女兒，並一

直在身邊安排不同的天使祝福我們。誠如作

者知道不能生育後，上帝通過牧者向她說：

「不能生育不表示上帝不要給你們孩子。」

孩子，是上帝給我們最珍貴的禮物。我們學

習怎樣接受這份珍貴的禮物之前，先要學習

對上帝的信心。相信上帝，在你和我的生命

中會有意想不到的計劃和恩典。

■這樣做，寶寶超好帶

■許惠珺著

■道聲出版社

■HK$115

■杜藹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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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惠君

耶穌的叮嚀—
給主最親愛的小孩

耶
穌喜愛小孩，所以祂的叮嚀不但給你和我，更給世上每一位小孩。這

書共有十三個叮嚀，作者透過圍繞幼兒身邊發生的事物，運用一些簡

單、淺白的文字，讓幼兒學習去感受、認識及明白耶穌的叮嚀。

這些叮嚀的主題包括：上帝的創造、上帝的無所不知、無所不在、無

所不能，要學習感恩、倚靠和跟隨上帝。書內每頁叮嚀的重點都用紅筆標

示，讓家長每讀完一個叮嚀給幼兒聆聽後，幼兒也可自行從眾多文字中，

找出重點所在，讓幼兒易於掌握及在日常生活中實踐。

這書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每個叮嚀都附上一句相當配合的金句，使幼

兒更明白聖經的話語。當幼兒熟讀此書後，家長更可與幼兒一起誦讀金

句，甚至每月背誦一句，讓上帝的話留在小朋友心裏，成為他們日後成長

的幫助。

我深信這是一本很好的親子讀物，願你使用這書，與幼兒建立良好的

親子關係，更讓幼兒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願上帝的話語，帶給你和你

的孩子安慰與力量。

■耶穌的叮嚀—

給主最親愛的小孩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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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政治

■賽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142

■聖經芝麻開門

■柳摩西著

■台灣推喇奴書房

■道聲出版社

總代理

■HK$125

■心靈守護者

■約翰．歐特堡著

■道聲出版社

■HK$114

■探索世界城市

■福川裕一著

■道聲出版社

■HK$73

■讓神裁決

■沙品敦著

■台灣舉手網絡

協會

■道聲出版社

總代理

■HK$108

■三代經課講章系

列：愛的拯救―

福音（丙年）

■戴浩輝、

胡玉藩著

■道聲出版社

■HK$96

這本書向我們提供思考

的路徑，幫助教會慢慢邁向

更具聖經基礎、更老練的福

音政治哲學，期盼引導更多

的基督徒，透過明智的政治

參與，更有效地實踐愛人如

己的命令。

《聖經芝麻開門─植物

故事》是以無花果樹、橄欖

樹、桑樹、羅騰樹等在以色

列生長的聖經植物故事，來

解開如謎般的經文含義。這

本書會為大家開啟一世紀猶

太人的文化與風俗來理解聖

經的新眼界，並提供密碼解

開誰也無法回答的暗號。

本書是歐特堡與他亦師

亦友的朋友魏樂德的心靈對

話。歐特堡與魏樂德之間亦

師亦友的關係，幫助歐特堡

對生命中的許多掙扎，找到

了答案。 

這本書不但能幫助你瞭

解人確實有一個靈魂─內在

生命─及其重要性，同時也

傳授你一些培養內在生命的

方法與訣竅。

作者打破單一介紹建築

或城市的方式，將老師和小

學生放進故事成為主角，實

際 開 展 一 連 串 的 走 訪 與 調

查 ， 從 孩 子 的 角 度 了 解 設

計、建築、都市規劃與人的

關聯，在輕鬆的對談中全面

且立體的吸收相關知識，也

從中培養獨立思考的能力，

落實土地與社會關懷。

不合上帝心意的論斷可

能極具毀滅性，而且影響深

遠。本書獨特之處，在於涵

蓋了一個《聖經》雖曾廣泛

提及，卻鮮有著作討論的重

要主題：沒有甚麼比習於論

斷的人更讓人感覺無禮、更

容易引起爭端的了。

丙年的福音經課主要誦

讀與宣講路加福音，（甲年

是馬太福音，乙年是馬可福

音，而約翰福音則分佈在這

三 年 之 中 。 ） 在 路 加 福 音

中，上帝應許為以色列人賜

下拯救者，藉祂彰顯上帝的

大愛，並拯救全人類，故本

書以《愛的拯救》為名。

新 書 推 介． N E W  A R R I V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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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善看世情

標竿人生

鼓勵你的女兒

耶穌的叮嚀–聖經故事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1

聲道

由馬丁路德推動的宗教改革對當時教會的教條、儀式、領

導和教會組織結構等皆提出質疑，那為何宗教改革後教會仍保

留禮儀？禮儀如何幫助人更親近上帝？因此，本年特設「禮儀

系列」，幫助信徒思考上述問題，了解禮儀如何幫助我們活出

有禮的生命，說出有理的言詞。因為禮儀不是默守成規，而是

一種生命的呈現。

面對這個文字工作艱辛經營的年代，盼你能願意與道聲同

行，使我們持續為道發聲，更盼望透過文字能把信義宗的信仰

及傳統代代傳承。

《從逾越節晚餐到聖餐》

■張振華著

■道聲出版社

■HK$68

張振華牧師由出埃及的逾越節

晚餐引至耶穌基督在這晚餐中設立聖

餐，帶領大家回到耶穌立聖餐的當

晚，更重要的是回到由逾越節晚餐到

聖餐的核心意義，使我們每一次領聖

餐時，腦海中都會重演著上帝的拯

救，由出埃及到離罪惡，幫助我們重

新得力，得自由釋放。

禮儀系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