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場劵，乃是因著上帝的愛和恩典自然流露的

生命。對今天的信徒來說，這個道理依然是

非常重要的提醒。基督降生只有一次，亦只

需要一次，「因一次的義行，所有的人也就

被稱義而得生命了。」然而，一次義行卻能

多次提醒我們，更不只限於節日間。當我們

明白基督降生的真正意義後，自然能從心裏

自發做出好行為，這正是恩典印記，人們就

能因我們的好行為認出基督，看到信仰轉化

生命。

今天，救恩已經在我們生命中，我們可

以如何回應救恩、彰顯救恩的真實，並活

出召命人生，讓基督降生這恩典、這禮物

能繼續傳揚，散播在每一個角落呢？耶穌提

醒我們「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做在

我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

身上了。」（太二十五40）聖誕節正是提

醒我們：即使是微小的行動，也能讓人看見

恩典的印記。讓我們對待家人多一點恩慈耐

性、為露宿者送上合適用品、與心靈有需要

的朋友聊天、幫助有需要卻負擔不起的孩子

補習、甚至為獨居長者定期進行大掃除等

等……每個點滴都讓他們能從你身上看到恩

典印記，抓住這一線曙光，看到關懷、看到

救恩、看到盼望。

■梁美英

每
年十二月，世界各地的人都會用不同的方

式來慶祝基督的降生。連續幾天的假期、

洋溢大街小巷的節日氣氛，都教人不會忘記：聖

誕節到了！然而，時至今日，對於不少人來說，

聖誕節的意義，可能是止於假期、購物優惠、親

友聚會等等，又有多少人明白基督降生真正的意

義呢？

為甚麼人們只記得聖誕是個節日、聖誕要

送禮物，卻不了解其真正意義呢？作為基督

徒，在聖誕節可以做些甚麼，讓人明白聖誕

節的意義是記念在二千多年前，道成肉身的

基督，住在人的中間，把救恩帶給世人，充

充滿滿有恩典和真理，讓人更能深刻認識上

帝？請一兩個朋友出席教會舉辦的平安夜晚

會？送出一兩件充滿信仰內容的聖誕禮物？

讀一兩篇有關基督降生的經文？就是這樣

嗎？足夠嗎？ 

耶穌降生是上帝給世人一份寶貴的禮物，

全是恩典。這恩典提醒我們上帝藉基督拯救

的計劃，使人因信稱義。教會改革運動強調

唯獨恩典，正與律法主義的主張成為強烈對

比，希望讓人明白救恩不是用行為賺取的，

更不是靠一兩張贖罪券就可以抵銷的，而是

上帝白白賜予赦罪之恩，藉著恩典讓世人從

罪的捆綁中得釋放。這不是說，人不需要有

好行為，而是說明好行為不是賺取救恩的入

恩典印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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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石激起千重浪

　（增修版）

■李廣生著

■道聲出版社

■HK$108

■陳潔玲

一石激起
浪千重

馬
丁路德在威登堡（也有譯為「威丁堡」）

教堂的大門上，張貼了以拉丁文寫成的

《論贖罪券的效能》(普遍稱為《九十五條》，

一埸波瀾壯闊的宗教改革運動由是展開。他的這

個舉措便像一塊石頭，投進沉寂的湖面，所激起

的迴響，攪動起的浪花，讓教會的發展從此走上

一條前人完全不能想像的道路。在我們記念宗教

改革500周年的當下，我們怎不能對這段動魄驚

心的歷史好好的認識、回顧、反思。

李廣生牧師的著作《一石激起千重浪：改革

運動教會歷史簡介》第二版出版在即，對有志

於認識中世紀改革運動歷史的肢體，這是一本十

分值得一讀的著作。李牧師以流輰的筆觸，嚴謹

認真的治學態度，不只介紹了對本宗信徒所熟悉

的馬丁路德的生平及思想，也論及慈運理、成人

浸禮派、加爾文、大不列顛的改革運動。在增修

版中，李牧師不單作了字詞或段落上的潤飾，修

訂。在正文中更增加了一章「歐洲其他地區的改

革運動」，拓闊了在上一版中未盡的歷史篇幅，

也在附錄的可讀性上下功夫，把原附錄四「支持

馬丁路德和德意志改革運動的三位撒克遜選侯」

的內容化整為零，放到第三章「馬丁路德的生平

和德意志的改革運動」裏面，以註腳形式介紹相

關的人物。相信這一切改動，目的只有一個：為

讀者帶來一本內容更全面，可讀性更高的著作。

新版在即的《一石激起千重浪：改革運動教會歷

史簡介》，你又怎可錯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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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新人—

■呂振宇

■一個新人：教會的

　奧秘—30天禱告

　手冊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0

以
弗所書是使徒保羅寫給以弗所教會的書

信，有學者認為其重要性可與舊約的約書

亞記相比較，因兩章均同為記載屬靈的戰爭與屬

靈的福氣。舊約約書亞如何記載著以色列人的生

活，新約以弗所書同樣論到基督徒所過屬靈的生

活。以弗所書內容注重主耶穌與教會的關係；教

會為主耶穌的身體，信徒是身體中的肢體，既為

肢體，就不能離開身體而單獨存在，就如我們不

能把手砍下放在桌上，因為手一離開身體，就失

去它的功用。基督徒也是如此，他不能與教會脫

節，而肢體間也必須過合一的生活，彼此相愛，

使主的身體得以完全。

有學者認為研讀聖經的最好方法就是如詩篇

1-2節提到，「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

他的律法：這人便為有福！」《一個新人：教會

的奧秘》是一本以以弗所書經文靈修禱告的書

籍，每日一篇，共三十一天。除靈修經文外，透

過今日詩歌、主題信息、信息默想、禱讀經文等

等帶領讀者進入以弗所書信息當中，相信讀後

能幫助了解以弗所書信息，並透徹明白如第二

章15節耶穌基督「廢掉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使兩方藉著自己造成一個新人，促成了和

平。」

教會的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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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卜海崙

面
對新世代二十一世紀的挑戰，教會該怎樣

實踐宣教的責任？上帝的使命是甚麼呢？

芬蘭作者Risto A. Ahonen以《二十一世紀的宣

教》為題來論述宣教神學。他的目標是對宣教及

其歷史提供一個廣泛的研究，並尋找宣教的起源

和實踐的推動力量。

全書分為十章，作者在導論中提醒讀者，

二十一世紀宣教工作發生了巨大的變化，需要再

思時代的需要和教會的召命。第二章「宣教的三

位一體基礎」，宣教的基礎不是教會本身，而是

在上帝自己，目標是榮耀上帝。第三章「基督獨

特性」，基督的救恩是整全的，並參與世界及其

需要。第四章「聖靈的宣教」，作者強調聖靈論

和宣教的關係。第五章「教會論與宣教」，討論

地方教會宣教組織的更新和信徒的參與。接下來

是處理二十一世紀宣教的關鍵問題，包括：「處

境神學的需要」、「與世界的宗教相遇」、「社

關服事與傳福音—宣教的功能」、「宣教和上

帝的治權」。最後，宣教是甚麼？

「宣教是在於令世界各處的人都認識基督。

基督經常以鄰舍的身分與我們相遇，向飢餓的人

提供麵包，向口渴的人提供食水。基督的愛覆蓋

整個人，包括這個人的需要和期望。在救恩和釋

放的核心，是十字架和復活、贖罪，以及被救贖

脫離罪、死亡和腐敗的權勢的奴役。」

如果你盼望認識宣教的意義和實踐，或是在

宣教神學上進深，這是一本不可缺少的書籍。

■二十一世紀的宣教

■阿霍寧

（Risto A. Ahonen）著

■道聲出版社

■待定

宣教二十一 的世
紀



上
一版本的《信義宗信徒手冊》出版至今，剛好十年了！它一直是我們信仰生活的導

航書。那麽，十年後的今天，為甚麼要寫另一版本呢？

上一版本的內容乃是根據二零零五年美國Augsburg Fort ress出版的The Lutheran 

Handbook翻譯，因此帶有濃濃的美國文化背景：例如〈教會篇〉內收錄了「怎樣在一間沒

有空調的教堂內生存一小時」、「帶甚麼前赴教會的『百樂』餐（Potluck）」等文章。

快將出版的《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則專為信義宗教會及信徒撰寫，承傳深入淺出的

風格，闡述我等信徒如何在當今社會中實踐信仰。它既有馬丁路德的神學精要、解讀信義

宗的禮儀及崇拜、也不乏解答信徒日常生活中碰到的零碎問題，例如：怎樣才算是教會？

一定要做十一奉獻嗎？基督徒應否參與政治？

本書共分為五章：教會篇、禮儀及崇拜篇、馬丁路德篇、信徒生活篇、聖經篇，適合

慕道、初信、以至信徒領袖細讀，絕對是每位信義宗信徒的必讀手冊！你既願意每天花不

少時間瀏覽手機上的各式資訊，現在誠意邀請你每天也翻一翻這本隨身指引，幫助你在這

動盪世代中活出堅定的信仰！

《信
義宗教會信徒手冊》是參照信義宗

教會的背景而編寫，目的在幫助信

徒認識和欣賞信義宗的傳統背景，進而了解信義

宗教會的特色和運作，以便他們可以更好地投入

教會，積極參與事奉和熱心追求成長。本書參考

了大量相關的材料，由道聲出版社執行編輯朱小

琪教師加以整理編寫而成。參考材料盡量採用華

人作者的作品，以切合本地信徒的需要和提升本

書內容的實用性。

作為一本手冊，本書的內容盡量涵蓋信義宗

■余瑞堯

信徒平日所遇到的各類問題，以深入淺出、提綱

挈領、輕鬆幽默的方式加以解答。為了增加讀者

閱讀的興趣，本書還加添了一些趣味性的資料，

例如「為甚麼每年復活節日期都不同？」

我們期望本書能夠受到廣泛歡迎，它特別適

合那些希望對信義宗教會有更多認識的信徒作個

人閱讀或小組討論之用，也可以作為信義宗教會

在培育信徒時的用書。願上帝使用本書，使它成

為信義宗教會眾教牧及信徒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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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琪

信義宗教會
信徒手冊



二
零一七年是教會改革運動500周年，當年馬丁路德博士憑真理改革

教會，隨後信義宗教會應運而生。道聲出版社在這時候推出《信義

宗教會信徒手冊》正是恰如其分的時刻，讓眾信義宗教會的信徒對自己的

信仰內容溫故知新。同時，也讓其他宗派的弟兄姊妹認識信義宗教會所宣

認的信仰綱要，消除因誤會而生的矛盾，促進宗派之間的合一見證。

《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篇幅不算多，內容卻是非常豐富全面。共有

五個篇章，包括：

第一篇：教會篇

第二篇：禮儀和崇拜篇

第三篇：馬丁路德篇

第四篇：信徒生活篇

第五篇：聖經篇

每篇章都深入淺出、簡單扼要、簡潔易明，剖析信義宗教會的教會

觀、崇拜禮儀的神學意義、信仰立場、信徒生命成長指南和信仰的根基。

所謂：「一書在手，『因信稱義』你擁用」。

■葉亮星

7 

■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

■朱小琪編

■道聲出版社

■待定

閱
畢《信義宗教會信徒手冊》一書的初稿，即時的感覺是「麻雀雖

小，五臟俱全」；也很佩服編輯們的功力，能這麼精簡扼要地把

有關信義宗教會的基本資料，及一般信徒對教會、信仰、生活、社會處境

等範疇所關心的事項以問答方式有條不紊地羅列出來及提供基本解說。我

尤其對「馬丁路德篇」中就這位偉大牧者的精緻簡介印象深刻，在「宗教

改革運動500周年」前夕讀來別具興味。

當然讀者們不能期待一本小書中可詳細地解答其心中對信義宗教會的

所有問題；並且在「信義宗」這一把大傘子下其實也包含了不同宗派，本

書當然也不可能就信義宗聯會六個成員宗派的教義、禮儀、體制、傳統等

獨特之處作逐一介紹，但作為一本導引性手冊，本書已恰如其份地提供

了一份簡單易明的信仰生活藍圖。書中各篇內容均有詳細註腳，足顯示

編輯們對資料的搜集及編纂態度認真嚴謹，也為有興趣深入了解特定內

容的讀者提供了進一步的閱讀文獻指引。我很樂意向大家推薦這本小書。

■朱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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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
介《健康標竿》的重要原因，正是此書

和我理念相近，因為要有健康，就要從

多方面入手(包括：信心、食物、運動、專注、

朋友)，作為營養師的我，在此想分享食物及專

注的部分。

聽見周圍的人都在「講」健康，但眼見實際

就難實「行」，因為說到底大家就是不夠專注，

對食物營養不夠認識。作者華理克指出，參與

此計劃之會眾第一年不僅體重一共減了「十萬

多」千克，他們的慢性病(如過敏、腸胃及皮膚

問題、糖尿及心臟病等)都有改善。若問大家哪

些是健康或排毒食物？你可能念念有詞，但應該

不知其所意。作者難得介紹不少有療效的「超級

食物」，包括蕎麥、藜麥、蕃薯、黑莓等可對付

■陳勇堅

現今疾病。同時，作者詳述一些有害食物（如代

糖、麩質等）對健康之影響，讓我們懂得選擇。

當中，亦不乏許多健康貼士，讓大家「不離地」

實行起來。

此書其中的重頭戲算是四十天排毒食譜（也

附加適合港澳華人食譜），教大家何如簡單地預

備可口美食來達到健康效益。例如：利用奇異籽

及藜麥作材料，肉桂杏仁、希臘式鱈魚等都是健

康吸引的美食。

不過，要計劃成功，在論及專注的部分就極

為重要，我覺得值得深思，重點就是更新而變

化，學懂大腦健康之道，認清態度及目標，讓自

己有感恩及反思的心，加上非常實用的食譜，相

信「健康」便離您不遠了！

健 康 　 標 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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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標竿

■華理克、艾門、海曼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34

年
青時友儕間的話題鮮有扯到「健康」上

面，最接近的關注可能是男孩子嫌自己

太瘦，女孩子卻覺自己太胖，關心的是「型」和

「美」的問題，而健康根本是囊中之物，何用費

神？那是精力充沛，身手靈活的美好時代。

直至一日，身體開始發出各樣的警號，提醒

我們原來長期缺乏運動，飲食失衡，睡眠不足等

等已蠶食了健康，心知道是時候需要改變了。但

要改變多年以來的生活習慣，真是談何容易？千

頭萬緒，又應該從何開始呢？

華理克牧師的「健康標竿—40天但以理計

劃」為想開始過一個比較健康與均衡生活的人提

供了有效且全面的指引與幫助。此書給讀者的，

不單是餐單與運動量的建議和指引，更重要的是

在意志與信心上的建立。

「40天但以理計劃」中強調的元素不單是

食物與運動，更包括了信心、專注與朋友。不

錯，坊間與網上有無數的餐單與運動計劃，但我

們不是半途而廢就是根本不夠決心與動力開始。

華理克牧師從核心的問題說起，先鼓勵讀者依靠

上帝的幫助去改變，令這四十天的計劃成為一個

恩典歷程。

東西方飲食習慣與食材有甚大分別，華人

讀者要跟從一個美國的餐單有實際的困難，道

聲出版社明白這需要，邀請了營養師加入「華

人飲食」及「港澳飲食」，是很貼心的安排。

香
港是一個讓人忙個不停的地方，能夠準時收工是很多打工仔

的願望，生活在工時長，缺乏休息時間的社會裏，大部分人

都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問題。若你問我，覺得自己是否健康？我會以

「年紀大，機器壞」這句說話來形容我現時的身體狀況。當年齡愈

來愈大，身邊的人就會告訴你吃甚麼對身體有益，或做甚麼運動對

身體好，但是心靈的健康就很少有人關注，包括自己。

《健康標竿》一書提出五大重點，就是信心、食物、運動、專

注及朋友。開始看這本書的時候，就發現這並非一本只跟你說吃甚

麼，或做甚麼運動就可以達致健康的書，《健康標竿》是一本教導

你用但以理的生活方式，來過我們的每一天，這是一本照顧到我們

的身、心、靈健康的書，與其說這是本書，倒不如說它是一本健康

手冊，一本教我們如何走向以健康為標竿的手冊。我已經開始走向

我的健康標竿了，你呢！快快去找你的好朋友，一同開始走向健康

標竿，過一個心身靈都健康的人生。

■黃詠嫻

■鄺建豪



重返重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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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思琦

相
信很多人在閱讀小說的時候，腦海中都會

浮現出一些畫面，不論人物的長相、服飾

打扮、故事場景、佈置氣氛等，我們都會按著文

字上的表達一想像出來。但因著各人的認知、

見解、想像力都不大相同，即使是同一位人物或

同一件東西，不同人所想像出來的模樣都是不一

樣的。相反地，大家看著同一本沒有文字的圖畫

書，會接收到同一信息嗎？能想像出一樣的故事

嗎？準備好執起你的魔法畫筆跳入色彩奇幻的旅

程嗎？

繼《旅程》和《歷險》後，《重返》是作者

艾隆‧貝克的魔法畫筆「三部曲」最終回。本書

繼續以無字繪本形式延續首兩部的奇幻旅程，這

次更加入親情元素，令故事內容更豐富。小女孩

返回生活中依舊孤單，故第三次進入令人著迷的

世界，並遇到更困難的挑戰，不一樣的是，這次

的冒險加入了女孩的爸爸，而且成為一股強而有

力的力量帶領她回家！ 

這三部曲的特別之處是，每本內容都獨立完

整，而三本組合一起閱讀，更具體地表現出故事

性及連續性。若細心觀察的話，會留意到《重

返》裏的許多場景和細節描繪都似曾相識，其實

都是在前兩部曾經出現過的景物，令作品更加

完整的首尾呼應並增加了閱讀趣味，令人不禁

翻閱前兩部重温，實在佩服作者的用心鋪排。

■重返

■艾隆．貝克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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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福的器皿

■金聖坤著

■道聲出版社

■HK$80

■啟示錄的4個旋律

■莊東傑著

■道聲出版社

■HK$152

■天生完美

■楊永民著

■道聲出版社

■HK$101

■無可限量

■楊永民著

■道聲出版社

■HK$104

金聖坤牧師是現今最具健

康影響力的屬靈領袖之一。他

將生命投注於「使萬民作主門

徒」的異象，熱誠推動「使萬

民作主門徒」的事工，且會一

直持續遵行傳福音到地極的大

使命。本書透過路得、波阿斯

和拿俄米的故事，激勵信徒成

為祝福的器皿，把祝福帶給這

個世界。

新 書 推 介 N E W  A R R I V A L

本書的寫作，是為了幫助

基督徒確信「啟示錄」很重

要，並實際可以讀懂它，領受

不一樣的生命。第二世紀的基

督徒藉此生命在苦難中得勝，

啟示錄真理的開啟不僅能提醒

我們不致退後冷淡，更能幫助

我們在未來的各種挑戰中得

勝，也能使我們預備自己及幫

助別人成為國度人才，一起進

入永恆的事奉與敬拜。

一個人的自我形象，就是

如何看待真正的自己。看對自

己，自我形象就會提升而健

康；錯看了自己，自我形象就

會低落，就會生出自卑感、無

安全感，這些都會帶來人際關

係中很大的阻礙和破裂，我們

需要看對自己到底是誰，在上

帝眼裏，我們原本受造時都是

「天生完美」的好角色。

在這本書中，火把教會的

主任牧師楊永民牧師透過幽默

真摯的筆觸與讀者分享，火把

教會如何從三十人開始的小小

教會，一步一步成為立志要改

變世界的千人教會。透過內

容，帶領讀者思考如何成為討

上帝喜悅、合上帝心意的教

會，帶領你體會建造教會的酸

甜苦辣。篇篇都是動人心弦的

生命故事，十年心路歷程全紀

錄。

■書蟲落網有出路

■莫非、馬睿欣、

　譙進著

■道聲出版社

■HK$101

■細雨甘霖

　每日靈修系列—

　以弗所書

■文亮著

■道聲出版社

■HK$54

閱讀正進入革命性變化的

時代。電郵、簡訊、智慧型手

機等社交媒體盛行，正篡奪紙

本書的地位，除了改變閱讀行

為，也影響了現代人和書的關

係。電子閱讀模式正悄悄地引

發一場閱讀危機。身處美國南

加州的三位愛書人，近年來因

參與「創世紀文字培訓書苑」

推動全民閱讀，並嘗試用幾個

角度來談閱讀的豐富和變化。

細語甘霖系列每日靈修小

冊，希望陪伴大家回到聖經的

話語，透過逐章有系統的經文

來靈修；並透過各樣的比喻或

默想，讓聖經與我們的生活連

結；讓上帝的話語能扎根心

裏；並讓我們將上帝的教導或

提醒化為禱告；進而期許我們

能身體力行，應用上帝的真理

之道，活出基督耶穌的愛與榜

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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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道聲月曆2017

信徒箴言2017

健康標竿

標竿人生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六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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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詩集原來設計是作為《頌主聖

詩》的附加版，亦是香港道聲出版社與

美國福音信義會的合作成果，具備五方

面的特色：第一，為《頌主聖詩》中詩

歌數量較缺乏的類別，提供更多適合的

詩歌。第二，除西方的詩歌外，亦加入

不少中文詩歌，務求令《頌主新詩》

更富大公教會的精神。第三，詩歌中加

入現代和聲伴奏，讓作品的風格更為多

元化。第四，外語詩歌採用現代語文翻

譯，亦引入不少由華人信徒創作的現代

詩歌。第五，大部分歌詞都可以廣東話

或普通話唱出。

禮儀系列
1

《頌主新詩》

■道聲出版社

■HK$1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