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Taosheng
      Newsletter

7月

2017
July

7月道聲通訊-2017-v3.indd   1 14/6/2017   下午4:05



2 

■梁美英

「我
們無法改變環境，但我們可以改

變心境。」

一次培靈會講員講道，這一句說話令我留下

很深刻的印象：的確，在繁忙生活中，如何能讓

自己安靜下來，傾聽上帝的聲音？ 

本想安靜靈修，卻經常被手機信息的提示聲

影響專注、失去安靜；即使你有計劃安靜退修，

卻不由自主拿出手機自拍，在社交平台分享（即

所謂打咭），一進入社交平台，安靜的心更是盪

然無存，很快就被網上資訊充塞，原本是傾聽上

帝的聲音，最後卻是聽了更多人的聲音，又或是

自己的聲音。其實，這些經歷，是今時今日每位

都巿人生活中的掙扎，更是每位基督徒的掙扎。

那麼，我們可以怎樣？ 

安靜，其實是有方法的。 

每一個人的性格都不同，每一個人的需要也

不同，但要尋求安靜，大家都有一個相同的起

點：要明白為何要靜。靜，讓人看見自己和別

人；更重要，靜，叫人看見上帝。我們可以透過

每天早上或晚上或有空間時操練安靜，更可以透

過一些專門書籍幫助自己進入安靜。最重要的

是，作為基督徒，我們不是憑空去靜，乃是有一

個焦點，就是主耶穌基督，讓我們的心神專注在

基督裏，我們的思想、眼目和嘴巴因此也能活出

基督。這樣，即使最惡劣的環境擺在面前，我們

仍然可以好像耶穌一樣，處之泰然，並能準確拿

捏如何用上帝的話語去回應人的需要，或用更合

宜的話去回應別人的需要和呼求。 

前陣子，為籌備《我們的遠象—基督徒對

香港的承擔》講座，忙得要命。我想起愈忙愈需

要親近上帝，於是選擇每早晨誦讀一段《信徒箴

言》，邊跑步邊默想，整天把這句話充滿自己。

到了晚上，嘗試以《彩繪詩篇》，用書中的詩篇

作禱告，一邊按書中的彩繪線條繪畫，一邊靜聽

內心的屬靈迴響。這個彩繪靈修的方法，讓我很

快就進入了難得的專注與安靜中，每篇詩、每幅

畫都隨著自己的心境而讓我在寧謐中，透過默想

經文得著新的啟迪，仿似跟上帝對話，又似與內

心深處的自己在對話。 

雖然，我們無法每時每刻改變心情，但我們

卻可以無時無刻都呼求上帝，使我們以基督的心

為心，以祂的眼看世界和以祂的心情向人和自己

動憐憫。 

當我們在寧靜處重新與上帝深談，就會發現

原來上帝早已把寧靜放在我們內心深處，只待我

們透過上帝支取這份寧靜，因為無論在那裏，總

是耶穌。

始於寧靜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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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敏華

■總是耶穌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1

我
總是在你身邊，我就是你的喜樂！

默劇大師卓別林為滿座觀眾說了一個很棒的

笑話，引來哄堂大笑……然而隨著他重複三次

同一個笑話後，靜悄悄地，沒有人笑了……接下

來，他說了一句充滿智慧的格言：如果你不能一

次又一次地，為同一個笑話開懷大笑，那你為何

要為同一件事一次次傷心哭泣？一次次憤怒生氣

呢？同樣地，聖經箴言說：「喜樂的心，乃是良

藥，憂傷的靈，使骨枯乾。」詩人大衛也說：

「我就走到上帝的祭壇，到我最喜樂的上帝那

裏。」因祂是喜樂祝福的源頭。

生活充滿了困難，喜樂似乎遙不可及。然而

喜樂是種選擇。紐約時報暢銷書《耶穌的叮嚀》

作者莎拉揚在飽受多年疾病所苦的光景中，仍持

守在耶穌面前，享受與主獨處，從默想生活中尋

找點亮日子的小樂趣，每天記下所領受的祝福，

並以此稱謝上帝；因為「感恩」是心靈喜樂最重

要的元素。在患難的日子裏，她輕看至暫至輕的

苦楚，為要成就極重無比永遠的榮耀；因此，才

能創作出一本本激勵人心的靈修經典，《總是耶

穌》正是在如此處境下完成的。

每當你軟弱灰心時，要將此視為耶穌要為你

裝滿「力量」的罐子。祂是你的主、你的摯友，

祂喜歡與你談心，祂渴望參與你的大小事，祂隨

時準備等候要施恩予你，祂是你隨時的力量。任

何時刻祂一直都在，耶穌一直在你身邊。祂與你

同行生命的道路時，要尋找主慈愛同在的記號。

偶爾在出其不意之處，要留意祂在沿路點綴的小

小歡樂，當你在主裏面找到喜樂，你的力量就會

加增。這就是主耶和華的喜樂！

此時，耶穌的叮嚀彷彿又在耳邊迴響：「要

靠主常常喜樂，我再說：你們要『喜樂』。」耶

穌正在對你說話，你聽見了嗎？你要「喜樂」！

擁抱耶穌 的喜樂

獻給心靈最美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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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
麼是合上帝心意的婚姻呢？如何確定他

是上帝為我預備的另一半呢？我是否有

單身恩賜，要注定單身一輩子？這些問題在我還

未有對象的時候，問過自己不下數十次。這或許

也是仍然單身，但渴望擁有另一半的人真實的問

題與擔憂。要知道胡亂的擔心，也不會令你的另

一半突然跳出來，告訴你：我就是你的真命天

子！甚或你會每見一位異性，就亂想一通，心裏

盤算著：是他嗎？是他嗎？這真的很危險！是非

常容易開始一段錯誤的愛情。我感謝我身邊的朋

友與導師，鼓勵我多閱讀，找一些相關的書籍，

先預備自己的心，並且了解上帝對戀愛和婚姻的

教導與看法，自然就能又行在上帝的祝福中，又

遇見我們的真命天子。

《不一樣的幸福》是一本精美的書，全書分

成三部分：等候篇、相遇篇和相守篇，非常適

合青少年小組週會、渴慕戀愛的人及作婚前輔導

閱讀之用。每篇文章都簡單易明，而且字數不多

又顏色豐富，每讀一篇都有一句「幸福之鑰」來

帶出重要的信息，我建議可以揀選一至兩句，成

為自己的座右銘。一邊乘車一邊閱讀，或是坐在

Café店裏一邊品嚐咖啡一邊思考和整理現在的

感情狀況，也是不錯的安靜時間。當你一切都預

備好了，上帝必定將那人帶到你面前，就像上帝

親自帶夏娃到亞當面前一樣，你必定慨嘆，就是

他了！

■張雅雯

幸福
是等候、相遇、

相守

■不一樣的幸福

■寇紹恩著

■財團法人基督教

　天聲傳播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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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凝

■婚姻大不易

■蘇珊．布萊克著

■道聲出版社

■HK$85

相
信每一對夫婦都一定十分認同「婚姻大不

易」。畢竟要把兩個成長背景及性格不同

的人結合在一起，是需要很多的適應。我與丈夫

結婚不到兩年，即便很多人認為我們還沒度過婚

姻的蜜月期，但當中仍有不少地方需要學習，

《婚姻大不易》一書給予我作妻子的很大提醒。

書中一開始提到進入婚姻，最先反映出來的

是對對方的愛和內心的罪。愛在婚姻中很易明

白，常聽別人說婚後更了解對方，看到對方的弱

點，給對方的包容和愛就要愈多，可是沒想過會

反映內心的罪。在閱讀這本書的前一晚，我剛跟

丈夫吵架。吵架時，內心總想著他的不是：要不

是他這樣說……若他沒有這樣做……把所有責任

推到他頭上去。在氣還未消的早上，我打開了這

本書，一口氣讀了一半，當中有一個例子讓我印

象深刻：當你擠牙膏時，被擠出來的一定是牙

膏，不會是花生醬，人也是一樣。每當我們面對

衝突，感覺對方向我們施壓，呈現出來的就是我

們內心的狀態。我才醒覺自己內心的罪，也是引

發這次衝突的原兇！作者以第一身分享作妻子的

經歷，引起了姊妹的共鳴，並以上帝的話語給予

鼓勵及提醒。

婚姻中免不了有磨擦，若你在尋找如何在衝

突中省察自己，如何藉著聖經經營一段婚姻，我

誠意向妳推薦這書。即使妳還在拍拖階段，這書

可幫妳更了解自己並預備進入婚姻。這書讓仍處

於新婚期的我省察自己需要成長的地方，祝福了

我們的婚姻。願上帝也藉著這書祝福妳和伴侶的

關係！

婚姻大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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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和太太結婚已十四年，雖然生活條件不

算富裕，但卻沒有缺乏，因為上帝的恩

典夠用，更重要是我倆都在主裏感到滿足和喜

樂。不過，即使多要好的夫婦，都總會為一些瑣

事而爭吵，我們也不例外。

在婚姻中，有許多氣氛緊張的時刻，大部分

都離不開關乎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時間分配、

金錢運用、價值觀等等，因大家的不同而產生衝

突。但原來經營婚姻，也可以有輕鬆、好玩的情

趣。

《倆口子》的作者以幽默來傳達這個寶貴的

信息，以四格漫畫表達婚姻中的點滴，把夫妻

相處最真實又有趣的互動表現出來。當中的題材

很多元化，包括生活瑣事、溝通、處理家務、信

仰、時事議題等，藉漫畫幽默方式呈現，讀下去

不但引起共鳴，令我發出會心微笑，更讓我得到

不少啟發。

此書讓我深刻了解到男女真的大不同，男人

知道結果就可以，但女人總是滔滔不絕地把前

■鄺建豪

因、後果、細節交待得一清二楚。縱使有時對於

不同的表達方式缺乏耐心，但原來讓對方表達，

靜心聆聽就已經足夠。既然這樣，就不要停留在

比較。相反，認真想如何好好對她（太太）來得

更實際，這也提醒我嘗試與太太相處時，從細節

開始說起，讓她也感受我的重視，更重要是讓她

感受我的愛。

但願身為丈夫或妻子的你，從這本書不但獲

得會心微笑，更能在婚姻生活的種種挑戰中，可

以輕輕鬆鬆，找到婚姻生活中的情趣和樂事，好

好享受彼此相愛的生活。

■倆口子

■張蓬潔著

■道聲出版社

■HK$72

婚姻生活中的樂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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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永智

《加
拉太書註釋》是馬丁路德的著作，眾多的資料

顯示，這書也是作者在其所有著作中最為喜愛

的。本書對認識教會改革的歷史甚為重要，當中清楚闡釋基

督教教義的中心思想「稱義」，罪人惟靠基督的功勞而得稱

為義。此外亦有力地駁斥了教會改革時期教皇和一些改革派

的謬論。這實為教會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神學思想。

路德是一位牧者，他不僅關注教義，而且也十分關心牧

養的實踐。在第四章他特別講解保羅的牧者心腸，他提到保

羅為要再得著讀者，因此熱切地以溫和的情感來緩和自己嚴

厲的言辭。更提醒所有的牧師和傳道人都應該像保羅那樣，

對迷失的羊寄以充分的同情，要以溫柔的心引導他們。他們

是不能以別的方式來矯正；過分嚴厲的話語只會激起惱怒和

絕望，而非悔改。這實在看到路德的牧者心腸，也是對今天

我們重要的提醒。

最後的附加緒論更是不容錯過，他提出了各種不同的義

和基督徒的義的分別，提醒當中的重要性。「因此我們將信

或基督徒的義的道理誠懇地表白，再三述說，好使之不斷地

使用它，並將它與律法的義分辨清楚。否則我們就決不能

持有真的神學，反倒不久會變為教條學家，禮儀主義者，律

法主義者，或教皇黨徒，而且把基督遮蔽了，以致使教會中

無人能受到正當的教訓或安慰。因此，我們若要作教師和領

袖，就當極關心這些事，好好標出律法的義和基督的義之差

別。」

■加拉太書註釋

■馬丁路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148

牧者
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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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媽出籠啦—

　一位虎媽的心路歷程

■一葦著

■道聲出版社

■HK$54

■林麗卿

生
活在物競天澤，適者生存的社會裏，連教

育子女也強調要贏在起跑線的現今香港，

縱使希望讓小朋友愉快地學習，但在實際的環境

(混亂的教育制度、學校間為爭排名而過度操練

學生等)，這只能成為一個奢望。即使家長們多

不願意成為虎媽，但或多或少也沾上了一點虎媽

的「虎氣」。

《虎媽出籠啦—一位虎媽的心路歷程》一

書的作者在孩子出生前，就立志要做一個最稱職

的母親，盡力保護孩子，讓他們擁有健康、快樂

和成功。相信這也是每位媽媽的心聲。作者從未

想過自己是一位虎媽，直到女兒患病，矛頭指向

自己，她才作深入反思，發現自己成長的過程及

經歷，讓她不自覺地走上了「成虎」之路，在找

出原因之後，作者分享她如何靠著信仰，一步步

去走出這個牢籠，修復與子女的親子關係。作者

更於每章後加上「靜下心，想一想」部分，提出

不少深入的問題及指引，讓讀者一同反思及認清

自己教育子女的方式及價值觀。

誠如作者所說「本書不是一本親子教育指

南，但希望可以提供作父母的一個借鏡，看清自

己教育孩子的方式和真正的目標動機。希望父母

們在瞭解自己何以對孩子會存有某些期盼的真正

緣由後，能夠學著更自由和全然地去接納欣賞、

尊重信任，並珍愛他們的兒女。」(頁10)

無論你是否「虎媽」或「虎爸」，只要你是

愛你的子女，這本書就絕對值得你慢慢細閱！

我 是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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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偶然的機緣參與了校訂工作，加入心儀

已久的作家團隊服事，令我受寵若驚。

懷著感恩的心不敢懈怠，一頁頁細細恭讀。當收

到印刷精美如藝術品的成書時，內心的悸動更是

久久不能平息—篇幅長達四百多頁的《竹窗感

懷》，可說是殷牧師最有分量的一本著作。以

八十七高齡的抱病之軀而筆耕不輟，一肩扛起宣

揚福音的使命，殫精竭慮傳遞信仰見證，奮力向

著標竿奔跑。

書中部分的篇幅，分享記憶深處遙遠的童

年；道出鄉音無改故鄉衰的悲愴；經歷萊蕪戰場

的累累傷痕；白色恐怖被囚禁的劫難夢魘；為東

坡〈寒食帖〉書法排名伸冤；為韓愈鬻文養生之

不當批評抱屈，真情流露，筆觸細膩。特別令我

動容的，是隱藏在字裏行間細微的深情：為玫瑰

斷莖續脈，經紓困解厄調養生息，直到蕊瓣在葉

上綻放才安心。為斷趾白鳥急救裹傷，卻意外觀

察到牠自斷傷爪以求生，發揮了不起的自救潛

能！為耆年綠鳥日落西山而擔心，為其安然離開

鳥世而不捨，繼而妥善安置長眠所在。尊重生命

的態度；民胞物與的情懷，超脫沈三白〈閒情記

趣〉的意境，到達救主基督大愛的昇華。

較多的篇幅，是探討與基督信仰相關的話

題，如：尊貴的人子形像究竟如何？「願主旨意

成全」的真義為何？歸納統整靈修心得，鞭辟入

裏的闡釋，如：上帝為何揀選以色列為其選民？

一雙鞋帶如何串聯全部救恩史？對信徒身心靈深

度剖析及反省。閱讀過程中，讓我一些習以為常

而錯誤的認知得到糾正，存疑豁然開朗，激起心

頭陣陣漣漪。

■周文方
竹窗 懷感

■竹窗感懷

■殷穎著

■道聲出版社

■HK$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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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群英

10 

作
者在描繪威利是個沒有特別的專長，只愛看書、聽音樂，

看到傷感的電影時會忍不住落淚，帶出他不需裝飾，自然

流露出情感的一面。威利沒有運動細胞，但敢於努力去嘗試，不

會放棄自己的目標。當他面對可怕的拳霸欺壓他時，他沒有退

縮，臨危不亂地以自己的身體去對付惡霸，因此威利成為大英

雄，但他沒有覺得自己了不起，他仍舊喜愛真正的自己。「我

憑著所賜我的恩對你們每一位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

著上帝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衝量，看得合乎中道。」(羅十二3) 

■大英雄威利

■安東尼．布朗著

■道聲出版社

■HK$99

■遜咖威利

■安東尼．布朗著

■道聲出版社

■HK$99

「遜
咖」是台語，解釋為「差勁」的意思，作者安東尼

‧布朗一開始描述威利對小蟲不敢傷害；不是他的

過錯，他即時向別人道歉；被人欺負時也會說對不起。現今世人

看威利是個「懦弱」、「愚蠢」的人，但作者卻帶出威利實質是

一個良善的信息。最後威利想擺脫遜咖的角色，他勇於克服自己

的限制，努力不斷去運動來鍛鍊自己，終於練出好身材，並解救

了朋友。威利的「良善」就是有善良、公義、正直的本質，如保

羅所說︰「你們要謹慎，無論是誰都不要以惡報惡，彼此間和對

待眾人都要追求做好事。」(帖前五15) 

遜咖 威利

大英雄 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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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晾衣服的日子

■潔西莎．貝格利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基督裏的喜樂人生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0

本書很真實地描繪出媽媽

和孩子們的互動，雖然媽媽和

孩子不停地在對話，但是媽媽

的動作從未停下來過；媽媽開

始洗衣服，再到晾衣服的地

方，兩個調皮的小男生就一路

跟著，並且不停地玩弄著衣

服。媽媽一步步教他們怎麼晾

衣服，他們玩得津津有味之

餘，也想出許多古靈精怪的點

子。

腓立比書是保羅在監獄

中，寫給腓立比教會的一封

信。整封信都反映出上帝啟示

給保羅、而且保羅也已經活出

來的人生觀，包括他對事奉、

人際關係、金錢等許多方面的

信念。書卷中反覆出現的一個

主題，就是「在基督裏的喜

樂」。每一個在耶穌基督裏的

人都可以進入這樣的人生觀，

實實在在地活出喜樂的人生。

伯恩特・漢姆博士(P ro f.

Dr. Berndt Hamm)，德國著名

歷史學家，尤其專於中世紀時

期教會歷史和神學研究，本書

可幫助讀者了解路德的神學是

怎麼從中世紀晚期的神學和敬

虔的靈性操練發展出來，更多

認識宗教改革運動的本質，更

敏銳於路德對於信心與稱義的

嶄新領悟，進而重新定位上

帝、人與世界之間的關係。

■家樂的兔子

■蘇慕理著

■道聲出版社

■HK$120

本書藉由寓言故事的形式

來探討關係，還告訴我們如何

修 正 關 係 。 故 事 從 一 隻 學 習

無私、與人為善的兔子搬到樂

園之路開始全新的生活展開序

幕，故事中兔子面對各種險惡

環境的挑戰，也因此學會與其

他動物合作，為樂園之路的未

來種下盼望。書中並收錄許多

魯凱族的傳說，幫助讀者認識

這些流傳一代又一代的部落故

事。

■餓了：心靈廚房

　美味料理

■溫喜晴著

■道聲出版社

■HK$72

■強奪亞美尼亞

■阿莎露伊絲

　（歐蘿拉）‧馬蒂根

　妮恩著

■成美文創實業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0餓 ， 是 種 非 常 重 要 的 感

覺，提醒我們「該吃了！」這

是了解自己需要的一種提醒。

耶穌說：「我就是生命的糧；

到我這裏來的，必定不餓；信

我的，永遠不渴。」於是作者

以上帝的話語為糧，採集各樣

食物為配料，成立「食我了」

粉絲團，發表圖文料理，並把

二零一四至二零一五年間的作

品集結成書。

一九一五年鄂圖曼土耳其

帝國轄制下的亞美尼亞，發生

一連串有系統、慘無人道的種

族滅絕大屠殺事件。當時年僅

十四歲的亞美尼亞基督徒女孩

歐蘿拉‧馬蒂根妮恩（原名阿

莎露伊絲‧馬蒂根妮恩），逃

離迫害後抵達美國，並以口述

形式把親身經歷出版成書。本

書問世之後於一九一九年翻拍

成電影，當時對西方世界造成

了巨大的震撼與迴響。

新 書 推 介 N E W  A R R I V A L

■早期路德信心的突破

■伯恩特．漢姆著

■中華信義神學院

　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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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命的禮物說Yes

寶寶，你愛我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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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一書四冊，匯聚

了世界各地不同宗派的神學家、教會領袖

及信徒撰寫的神學反思，讓我們更深入思

考改革運動的精神對這世代信徒的意義。

不要再把救恩、大自然和人類視為商品，

不要再被消費、自私、掠奪所蒙騙。唯獨

藉上帝的恩典我們才能得釋放，與人分

享福音和救恩，作個大自然的好管家。

■世界信義宗聯會著   ■HK$198

好書推介

恩 典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道聲︱http://bit.ly/2017ML500tph   好書共賞︱http://bit.ly/2017ML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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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我們的遠象

標竿人生

善看世情

梁言善道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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