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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挑戰和契機，真理卻

能歷久彌新，跨越時代、克服挑戰。

五百年前，馬丁路德把九十五條釘在威登

堡教堂，為教會改革運動打開序幕，影響所

及，不但他改變，教會、社會也因而改變，

甚至到了今天，其影響仍然持續。推動馬丁

路德促成教會改革運動的，是他因著對真理

的認識、對異象的堅持，深信教會與社會的

未來不應被贖罪劵等不公義、不合乎聖經教

導的問題困擾而阻礙福音傳揚及信徒靈命成

長。因著信仰的異象，促成馬丁路德努力激

勵教會和信徒回歸上帝、回歸聖經真理，推

動教會和社會邁向其遠象中的未來，變得更

合乎上帝心意、更合乎聖經教導。

今日，教會和社會仍然充斥各種問題，很

多人用不同方式表達不滿，甚至對未來感到

無望。基督徒面對這些問題，該如何回應？

認命？不斷埋怨？高聲疾呼？

在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之際，讓我們

再次思考改革運動的精神對今日信徒的啟

迪。馬丁路德對問題的回應，是因著信仰帶

給他的異象，堅持事奉上帝，不但指出問題

所在，更持守聖經，立場堅定，帶出人要面

■梁美英

對未來的方向，就是要回到上帝的恩典和話語

中。他看到聖經真理是推動教會和社會改革、

邁向未來遠象的關鍵。為讓人人可以讀懂聖

經，他善用被迫困在密室的時光專心翻譯聖

經。只有真理才是改變人心、解決眾多問題的

關鍵，因此他非常著重真理的傳承，無論如何

忙碌仍堅持寫作，為教育下一代撰寫書籍，包

括基督徒大問答等等。他這份因著異象而積極

透過傳揚真理以帶領教會和社會邁向未來遠象

的改革運動精神，從昨日到今日，從今日到明

日，持續不斷為我們帶來影響。

承繼教會改革運動的精神，路德對真理詮

釋的認真、對上帝真理的忠誠、對社會未來的

承擔都是今日基督徒面對教會和社會問題所需

學習的。珍惜和爭取學習真理和汲取屬靈養分

的機會，持守謙卑柔和的態度，用心了解身邊

發生的各樣事情，就能有清晰的思路、正確的

判斷和不偏不倚的回應。

當我們向山舉目，自會明白無論教會和社

會出現甚麼問題、無論世界變成怎樣，上帝的

看顧和帶領仍是不變。

因信仍有盼望，恩典總是夠用。

異象 遠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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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真

科
技的演進可讓我們能便利地鞏固、深

化、延伸人際關係。

科技的演進亦讓我們能便利地鞏固、深

化、延伸人心軟弱。

在社交媒體中，我們習慣於快速製作、

接收和轉發信息，卻常常忽略停一停、想一

想的屬靈思考空間，以致往往未能鞏固、深

化、延伸其正面的積極作用。每當我們談到

其負面作用時，常會慣性地諉過於科技，卻

容易忽略了我們自身的「貢獻」。

《#社群癮》作者以牧者的屬靈眼光及對

信仰、對人心的透徹認識，用心帶領我們去

透視「社群癮」的各種現象所折射出來的人

心需求及人性軟弱。科技本身是中性的，為

善為惡，存乎一心。作者並不否定科技帶來

的積極作用，但卻更著重討論當人迷失在當

中的危險。

英文原著的書名直譯是《#掙扎》，從愛

比較、拜偶像，到迷自拍、越界線，作者從

多個層面分析科技如何讓人心的問題與掙扎

以不同的形式展現。最重要的啟迪是讓我們

對很多可能習以為常的現象重新作出深入思

考，並以簡潔易明的闡述讓我們從聖經的真

理作出反省，追尋生命真正的滿足。

要深入體驗《#社群癮》如何鞏固、深

化、延伸我們的信仰根基和屬靈鑑察力，不

單要讀，更要咀嚼、沉澱、交流、討論。面

對新媒體時代的挑戰和機遇，《#社群癮》所

能帶動的討論是現時基督教群體中極其需要

的。無論我們是否同意作者的觀點，它都能

鞏固、深化、延伸我們對科技、對人心、對

信仰的反思。

鞏固、深化、延伸

■#社群癮

■克雷格‧葛洛契爾著

■道聲出版社

■HK$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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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登堡風雲：馬丁路德的朋友與對

手》是基督教臺灣信義會牧師、

中華福音神學院歷史與神學副教授廖元威博

士的處女作，於去年第四季面世。本書除了

介紹因為十六世紀改革運動先鋒馬丁路德而

著名的威登堡小城，當然也介紹與這小城關

係密不可分的馬丁路德，並與馬丁路德關係

密切的歷史人物，包括他的妻子凱蒂波拉、

屬靈師父約翰施道比次、得力同工墨蘭頓和

布根哈根、三位支持改革的選侯腓德力、使

馬丁路德的改革運動思想平民化和普及化的

藝術家老克拉納、從老師到同工再變成叛徒

的迦勒斯大、由改革運動同路人淪為革命陌

路狂徒的閔次爾，和可敬的論戰對手人文主

義王子伊拉斯姆。

歷史學者可以著作等身，但未必懂得教

學；教會歷史老師可以很有學問，但未必懂

得分享。雖然本書是廖博士的第一本著作，

讀者一定會感受到他的教學恩賜；不但如

■李廣生

■威登堡風雲：

馬丁路德的朋友與對手

■廖元威著

■道聲出版社

■HK$79

此，大家更可以從本書的內容發現到廖牧師

細說人物娓娓道來、介紹故事情理頭頭是道

的「能力高超」（香港建道神學院院長梁家

麟博士語，見本書第十頁「推薦序」）。

全時間讀神學十年、教神學快十七年，

拜讀廖博士的大作，我仍然能夠從中獲益良

多，這實在是真的。即使正如每本書都免不

了有這樣那樣的沙石，但瑕不掩瑜，對想

更多認識關於威登堡和馬丁路德這段歷史的

朋友，本書絕對是值得推薦、實至名歸的好

書。

威登堡風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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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幼我們便要從學校吸取大量的知識，默書、考試，都是對自己腦

袋的考驗。由一早起床直至晚上入睡，運動時、社交上、工作

時、娛樂中，沒有一刻不在使用你的腦袋，即使入睡後腦袋仍然在運

作。腦袋影響每個人的思考、動作、情緒、語言、記憶、想像等等，腦

袋是上帝給我們的一份禮物。

「你有沒有腦袋啊？」這是母親經常問卡森博士的問題。但相信香

港人對這句說話並不陌生吧！這該是每個孩童被父母責罵的最常見句子

之一，相信很多人成長後也一樣被人這樣責怪過。腦外科醫生卡森博

士，以他的經歷、故事和對腦袋的深入研究，整理出影響個人生活的八

大元素，發揮你腦袋的潛能，成就你的精彩人生。

腦袋每個人都有，但不是每個人都懂得充分使用。「你有沒有好好

使用腦袋啊？」才是真正問題。好好使用上帝的這份禮物吧，你會得到

意想不到的效果！Let's Think Big！不要等腦袋荒廢掉，好好發揮，為

主所用！

■李健聰

■Think Big

逆轉人生8大關鍵力

■班．卡森著

■道聲出版社

■HK$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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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
入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多位來

自不同宗派的教會領袖按著聖經和教會

改革運動的革新精神撰文，特意引導和激勵

年輕信徒對香港的承擔，並喚醒當今信徒應

持守的召命─在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年後的今

天，我們要以行動實踐「因信共融」，在基

督裏共建我們對香港的遠象。

《我們的遠象─基督徒對香港的承擔》

起首，由信義會張振華監督從闡釋信義宗神

學、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的歷史發展及當下的

香港形勢，為年輕人重尋基督徒的身分與使

命。然後，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林崇智會長從

循道衛理宗的神學分析教會改革運動帶來的

貢獻和啟迪，從而勉勵年輕人要回到聖經建

立正確的上帝觀。

接著，就由兩位資深的聖經教授帶領讀者

回到聖經去。戴浩輝博士分析當今世界處於

恐懼之下，人們選擇在網絡世界中建立信靠

關係，其實在舊約聖經有可比擬的記載，就

此可探索今日社會最有可能的「烏托邦」。

李思敬博士則從新舊約聖經中尋索復和的信

仰基礎，並引導年輕信徒要立定心志，在這

個撕裂的世界中建立「復和者聯盟」！

本書另一特色是邀請了天主教香港教區兩

位重量級神父撰文，他們均對青年牧養事工

充滿熱誠和盼望。首先有夏志誠輔理主教從

天主教香港教區牧養年輕人的經驗和體會，

分享信徒應如何塑造與人、與主、與萬物共

融的社會遠象。素來積極引導信徒關注政治

民生的陳滿鴻神父，就從天主教整全發展的

■朱小琪

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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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訓導，啟發年輕人如何在撕裂的社會中

尋找出路，以及委身推動社會發展。

書末由信義會方承方副監督向年輕人說出

真摰感人的「心底話」，勉勵年輕人要以基

督信仰來揀選生命！在這分崩離析的社會，

藉上帝的恩典和恩賜來推動改革教會和社

會。

本書確實匯聚前瞻卓見，處處流露文章作

者對栽培年輕一代薪火相傳的熱忱，絕對值

得所有年輕信徒、青年事工導師、教會長執

及牧者細閱反思！

■我們的遠象─

基督徒對香港的承擔

■道聲出版社

■HK$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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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讓人感到棘手的，應是不同背景的信徒

之間如何溝通。我們很容易就認為抱持

異議的人是保守頑固，或者浮淺欠經驗，懷

疑對方不屬靈。簡單來說，這可稱之為兩極

化（非此即彼，非友即敵），意見之間只問

陣營。

要面對這個情況，最終還是要「閱讀」。

有人說：我們每天瀏覽網頁，所閱讀的信息

比過去任何年代的人更多。但是這樣的閱讀

對我們到底是益是害？

「行走網絡時很容易習慣太多零碎的資

訊，而失去看大圖畫的能力……要分享給別

人從網路上讀到的一些知識時，會覺得老半

天講不清楚，支支吾吾……人只能做表面

的、迅速的決定和膚淺的批判，而不是全面

性的決定和深度的批判思考。……網上的辨

識力，跟網下的實力有關。而網下的實力，

又和從閱讀書籍過程的來回想像、對話、批

判所建立的深度思辨力有很大的關聯。」

■馬迅榮

《書蟲落網有出路》一書指出網絡用家的

思辨能力，其實與網下的閱讀有關。其實，

任何時候我們要理清思緒、表達所想，都與

閱讀的深度廣度有關。如此看來，若要信徒

彼此好好交流，還是要推動閱讀。

如何推動？如何閱讀？《書蟲落網有出

路》的三位作者：馬睿欣和莫非會向讀者

展示閱讀方法，譙進則會分享閱讀體驗，

相信讀者可以從三十多篇短文中得到啟迪。

閱讀—
網上網下溝通的關鍵

■書蟲落網有出路—

航向閱讀新視野

■莫非、馬睿欣、譙進著

■道聲出版社

■HK$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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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大民

■吹響得贖的號角—

以色列的秋季節期

■基里沙、基夏花著

■選民事工差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

《吹
響得贖的號角》所討論的內容，

是摩西五經所規定七節期裏的最

後三個─吹角節、贖罪日和住棚節。有一

些基督徒當讀到舊約聖經，特別是摩西五經

的節期、獻祭和飲食等諸般律例，會選擇跳

過不讀，有一些則高速瀏覽，對所讀內容不

甚了了。仔細研讀和瞭解其中內容的，確實

不是多數。這也難怪，因為這些經文所描繪

的，很多都是耶穌基督的預表。如果沒有人

加以解釋，是難以明瞭的。如果勉強解釋這

些預表，也會很容易陷入憑私意解經的錯誤

裏。《吹響得贖的號角─以色列的秋季節

期》剛好能夠補滿這方面的需要。

本書作者夫婦是猶太人，他們是聖經學

者，也是有數十年經驗向自己猶太同胞傳福

音的宣教士。在猶太家庭和文化長大的背

景，令他們對過這些節期有親身的經驗，而

且他們是以聖經為本位來作出討論。首先從

舊約聖經對節期的規定作為開始，然後是在

聖經的記載裏，以色列民遵守這些節期的方

式。接著是新約聖經裏主耶穌如何在節期的

背景裏作出教導（瞭解這些背景雖不會因而

有甚麼新鮮的啓示，但對聖經的體會肯定有

幫助）。也描述了今天的猶太人是如何遵守

節期。最後的也是最重要的，是這些節期有

甚麼真實意義。

作者寫作這本書的時候，心中存著未信主

的猶太讀者，要介紹他們認識節期中彌賽亞

（耶穌基督）。它也對我們基督徒有非常大

的益處，使我們明白基督徒的信仰根源是舊

約聖經─新約是舊約的完成，而不是取代。

雖然今天毋須遵守舊約的生活和禮儀去成為

猶太人，才能進入上帝祝福的範疇，但舊

約沒有被廢棄，反而它的實際內容是透過和

藉著新約圓滿地成全了。透過舊約這個「影

兒」，我們可以更加深刻認識「實體」。

對希望進深研究節期和相關背景的聖經

學者和基督徒而言，本書也是一份不可多

得的材料，故誠意向各位讀者推薦本書。

節期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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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藹霖

「我是從哪裏來的？」小寶寶問。

「你是從媽媽的肚子裏出來的，是爸爸媽媽的『製造』」媽媽答。

「那麼爸爸的爸爸的爸爸…和媽媽的媽媽的媽媽…又從哪裏來

的？」小寶寶再問。

「……」

相信很多父母都面對過以上不太容易回答的問題，如果要往前推到

關於人類起源，究竟是創造還是進化呢？恐怕更是無法三言兩語解釋

完。作者威廉‧史塔克（William Steig）在書中透過黃與粉紅木偶之間的

對話，卡通化地呈現出自己的答案。

作者是著名的畫書作者，除了本書外，為人熟悉的作品還包括「史

力加」，作者善於利用卡通畫作挑戰固有的思想框框，讓讀者自行通過

圖畫反思現實生活中的既定想法，引領讀者們自由討論、思考。

作為一名基督徒，我信世上一切都是主所創造的，但有時面對朋友

相同的查問，都不知從何說起，但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簡單而有趣的示範

答案。除了書中的對答外，如果我是書中的木偶，我認為還應該問：

「我在這裏有甚麼可以做？」、「造物主放我在這裏的原因？」當然，

首先要了解自己與其他木偶皆是不同的，在顏色上，在形體上及在思想

上等，因為我們都是主獨一無二的創造。

希望你看完此書，當下次有人問起你人從哪裏來時，你會懂得怎樣

回答。

■黃與粉紅

■威廉‧史塔克著

■道聲出版社

■HK$80

我是從哪裏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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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糕去澡堂

■苅田澄子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 馬丁路德

羅馬書講義

■馬丁路德著

■中華信義神學院

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216

■遜咖威利

■安東尼．布朗著

■道聲出版社

■HK$99

■教會的鑑戒－

民數記導讀

■許信靖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為何受苦－

 生命無理時，

 找到意義與安慰

■拉維‧撒迦利亞、

文生‧威泰爾著

■台灣舉手網絡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

■ 我們的故事－

從起初的創造到

新天新地

■許信靖著

■道聲出版社

■HK$144

天氣好冷好冷啊！年糕阿

年和阿糕準備去澡堂泡澡。到

底有甚麼浴池呢?他們興奮的

打開第一道門……

溫馨的小品故事，配上植

垣步子讓人感到溫暖的繪圖，

巧妙的將各種浴池和食材結

合，圖畫裏的文字更是為故事

增添了不少趣味性。

馬丁路德對聖經的權勢、

理解及全然的信靠，直到如

今，仍深深影響著當代的教

會。深願這本中世紀教改先驅

的巨著，穿越時空，仍舊向讀

者發聲。讓上帝的話語，解開

之後成為您的生命、詩歌及力

量。

威利心地善良，連小蟲子

都不敢傷害；就算不是他的

錯，他也會跟別人道歉、說對

不起。當然威利也就成了被欺

負、被霸凌的對象，他被欺負

的時候當然也會說對不起。威

利想要擺脫遜咖的角色，努力

不斷的運動、鍛鍊自己，終於

學有所成，練就出好身材，並

且解救了朋友。

本書的寫作十分重視此議

題的錯綜複雜性，知道閱讀本

書的人可能正處於深沉的痛苦

鴻溝之中，有些人甚至因此對

是否真有一位慈愛的上帝存

疑。《為何受苦》一書帶著對

情緒的敏銳與對理智的誠實，

提出對疼痛與受苦問題的回

答。

本書嘗試建立一個讀聖經

的架構，在上帝創造與救贖的

大故事裏，明白每一個小故事

的意義，清楚認識上帝在基督

耶穌身上所實現的救恩，知道

成為基督徒所蒙受的恩典是何

等的奇妙與浩大！從而願意委

身在上帝偉大的計劃裏，心思

意念被更新而變化，活出天國

兒女真實的樣式。

很 多 基 督 徒 覺 得 舊 約 很

難，民數記更難。作者認為最

大的原因在於讀者沒有從整體

的大故事(即上帝偉大救贖的故

事)來理解。因此，作者希望

透過本書，讀者在學習民數記

裏的每一件事中，都能看見耶

穌基督的影子，因著認識祂愈

多，愈曉得如何將自己的生命

建造在祂裏面。

新 書 推 介． N e w  A r r i v a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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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標竿人生

每日經歷神

成長九式（學員本）

健康標竿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七年一月三十一日）

聲道

今年是教會改革運動500周年，透過理解馬丁路德的教

導，思考其中三個唯獨再引伸第四個唯獨—唯獨基督，意思

是三個唯獨都是指向基督。尤其唯獨上帝的恩典得釋放，唯獨

通過聖經的啟示，唯獨相信基督也反映一個新的身分。道聲懷

著感恩的心為讀者挑選與「唯獨」相關的好書，盼望從信心、

恩典、聖經及基督中，不但讓我們能對此課題有進深的認識，

更重要是透過文字及閱讀能把信義宗的信仰及傳統代代傳承，

深化信仰，以生命影響生命。

教會改革運動500周年

馬丁路德重新指出新約的重大教

訓：人與上帝和好不是靠行為，乃是

因著信本乎恩。當時的人卻不理解，

指斥他的見解為帶領基督教遠離倫理

道德和紀律。此書描述路德對信心與

愛心關係的看法，有愛心表現的信心

是倫理的新基礎，唯獨相信基督才獲

得一個自由的身分。

■喬治‧霍萊著   ■HK$58

好書推介

信 心 生發仁愛的信心

由小書齋到百合書屋

Liturgies that Move

1

道聲︱http://bit.ly/2jVQxMB    好書共賞︱http://bit.ly/2jnxpG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