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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善的自由，攻克己心，榮神益人。」（頁

iv）。要謹記：基督徒是全然自由的萬人之

主，不受任何人管轄；但同時是全然順服萬

人之僕，受一切人管轄。意思是甚麼呢？這

包含在「愛」裡，因為愛的本性就是隨時服

侍，並受所愛之人的管轄。

對於這些道理，所謂教義等，當一知半解

時，總會認為信耶穌就可以，藉信稱義，那

不要管我如何生活，更不要管我有否奉獻和事

奉，因為我是自由人啊，我自己向上帝交待。

這是否真正的自由呢？或許對於一些我行我素

的人來說，他們會很享受這樣的生活。然而，

人可以獨自生活嗎？正所謂凡事都要代價。面

對今日世界，我們所犯的罪，是因為基督為我

們付了代價，才不致於滅亡；面對人類所毀壞

的大自然，因別人為我們付了代價，我們才以

為沒有大礙，繼續浪費，繼續享樂，卻其實是

預支下一代的產業。

因此，「得釋放」一方面安慰我們藉上帝

的救恩使我們得了釋放和自由，但同時也提

醒我們要善用這自由，凡事出於愛，並注入

憐憫，不但能使自己得福，也能祝福別人。

■梁美英
得釋放	
作

為基督徒，你感到被捆綁嗎？是甚麼令

你被捆綁呢？

作為基督徒，你感到得釋放嗎？是甚麼讓

你得釋放呢？

從信仰角度解讀「得釋放」是指人活在

罪中被捆綁身不由己，藉基督的救恩得著釋

放，重獲自由，生命再次充滿盼望和喜樂。

這真理其實從一開始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

就已植根在信徒的生命中，但往往只停留在

頭腦認知或掛在嘴邊，卻未能活出真理。於

是這真理在生命中，未到發芽已被遺忘，成

長更無望。信徒聚集、守誡命、事奉等，最

終看為另一種被捆綁，更甚是感到透不過氣

來，於是以為離開了信仰群體就會得釋放。

然而，上帝的誡命、基督的大愛、聖靈的提

醒，卻讓我們經歷信仰的真實、持守真道的

寶貴，那從上而來的平安喜樂更叫人嚮往不

已。這些靈裡的掙扎往往令人痛苦不堪。這

是否就是人性的光景？

「釋放」是「自由」的一種，而自由並

非沒有「規矩」，正如《基督徒的自由》所

言：「他非但不將這種自由當作放縱情慾的

機會，誤己害人，而且必然因信基督而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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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勝意

■道聲月曆2017——

　教會改革運動的對話

■道聲出版社

■HK$25

每
年，總會在家中及辦公室內掛上《道聲月

曆》，除了因著每一次的出版都為我帶來

驚喜外，《道聲月曆》也是一本很好的輔助教材

和學習資料。

就如二零一一年以《愛中成長》為主題的

一輯，一來因為插畫是由我認識的一位會友

所繪畫，二來從這個月曆就能簡單清楚了解

教會年的節期及特色。另外，二零一二年的

《聖靈行傳》中每個月都走訪保羅行蹤的足

跡，讓弟兄姊妹更容易明白保羅書信所寫為

何；還有今年的《為道敢言》更像是上主刻

意的安排，引發人藉十二小先知書反思今日

我們所處境況。

從封面到每一張的插畫，以至每一句金句和

內容，都帶有培育的導向，使人愛不釋手，我有

資深領袖更會利用當中的插畫來教導主日學和福

音班，使參加者更具體和容易明白信仰的不同範

疇。

二零一七道聲月曆的主題，聽說早在二零

一五年終已經訂定，為的是迎接教會改革運動

五百周年。藉著馬丁路德在不同處境中與十二位

關鍵人物的對話，引發大家反思當中的意義、教

會改革運動的精神及與個人信仰的關係，並從中

思想教會改革運動對今天這世代依然意義重大，

盼望我們能從中看到上主乃是掌管歷史的主同

時，也思想我們今天要如何學習先賢，在當代為

道發聲！

2017 道 聲
月 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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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成長的要素—

   關愛、鼓勵與接納 ■方承方

■鼓勵你的兒子

■楊有志、

　楊陳玉華著

■道聲出版社

■HK$70

當
楊牧師與師母的兒子出世一星期後，筆者

的么子也呱呱落地！當時楊牧師、師母與

筆者同住一個屋苑，兩個家庭只是相隔一條馬

路。那時，我們常常互相往來，在對方家中作

客。還記得每次相聚，楊牧師與筆者的話題總是

圍繞著教會和事奉；而兩位師母當然就以照顧孩

子、如何培育孩子成長來交換意見；而楊牧師的

兒子便與筆者三個兒子遊走於屋中，蹦蹦跳跳，

好不興奮。在那些與楊牧師、師母相聚的日子，

筆者已深深感受到楊牧師不單只是一位多才多藝

的牧長，他和師母對培育和教導兒子，早早已有

其獨特的心得和方法！楊師母放下穩定工作做全

職母親，並且專研心理輔導，筆者相信這都是楊

牧師、師母為了兒子成長而作出的計劃。 

數年後，筆者遷居，再加上緊張忙碌的生

活，漸漸地與楊牧師一家也疏於往來。只是偶而

在屋苑商場碰到楊牧師一家，都不期然說：嘩！

你們的兒子真的快高長大，父子二人如同「餅

印」啊！ 

當今天捧著楊牧師、師母合著的《鼓勵你的

兒子》，由於以往與楊牧師一家交往的經驗，筆

者就知道這是一本不一樣的親子著作！因為此書

所承載著的不是理論和學說，而是一對父母對兒

子在成長中那份骨肉的愛。作者就是透過每一天

實實在在的生活，向讀者展示出一個充滿關愛、

接納和鼓勵的溫馨家庭。 

此書分成五大段落：信仰篇、家庭篇、品格

篇、學習篇、人際篇！每一篇都由一些生活中

的體驗的短文組成。當筆者讀到感動之處，真的

眼滲淚水；讀到楊牧師和師母為教養兒子而苦心

孤詣之處，心中不期然發出由衷的敬佩！最令筆

者讚嘆的就是在兒子成長的日子，楊牧師和師母

竟然做了各種如斯多、細心而又詳盡的記錄，以

至今天可以化成文字，與讀者共享他們一家那寶

貴的經驗。這書的面世，告訴了所有讀者一件事

情：作者夫婦是如何細心和細緻地陪伴他們的兒

子成長！ 

當今天很多父母擔心他們的孩子輸在起跑

線，當今天孩子們自少就無可避免地面對一個汰

弱留強、殘酷競爭的社會，《鼓勵你的兒子》一

書，不單讓我們讀到鼓勵孩子，對他成長的重要

性，與此同時，此書也鼓勵著讀者建立一個充滿

愛和鼓勵的家庭是何等寶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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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藹霖

每個家庭每對父母對於管教孩子的觀念和方

式，都不盡相同。當父母的要教孩子，但卻沒有

人教父母怎樣教孩子。有時在街上見到小孩在哭

鬧，我都會特別留意父母的反應和對策，父母的

反應和態度大大反映了他們的教養方式，一個巴

掌打下去？不理孩子轉身走去？還是按下情緒耐

心解釋？

養不教，父之過。教養孩子是父母一輩子的

責任，但，如何教父母怎樣教？這裡不說教了。

只是希望道出一點，也是「教」的最重要的一

點：「父母就是孩子的一面鏡子，怎麼樣的父母

就會有怎麼樣的孩子。」孩子天生喜歡模仿，特

別是模仿自己的父母，所以當父母的「希望你的

子女如何，你們也應如何？」就是了。

書中有不少教養孩子的真實情景，讓父母們

參考，或許你未必同意當中的處理方法，畢竟每

個孩子都是獨特的，但當中的教養心得和方法卻

值得讓我們當父母的反思和借鏡。讓孩子在愛中

成長，不用管，用愛來身教，與孩子一起成長，

才是最幸福。

不用管,

用愛來教,
原來可以更幸福！

■管教．

　原來可以很幸福

■劉慈惠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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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小琪

世
界信義宗聯會為慶祝二零一七年教會改革

運動五百周年，訂立了主題：「藉上帝的

恩典得釋放」，以及三個副題：「救恩——並非

商品」、「人類——並非商品」和「大自然——

並非商品」，並出版了四本同名專書以作宣傳。

筆者有幸參與這套叢書的中文編譯工作，在此分

享這四本書帶給筆者的深刻反思和激勵！

擴張境界——每冊包含八篇文章，每篇

文章由不同作者撰寫。作者來自全球不同地

區、不同宗派的神學家、教會領袖及平信

徒，充分體現基督徒合一的精神。內容反映

當下世界各地面對各種不同的社會、經濟、

政治、教育、民生等困境，身為信徒怎樣去

傳揚「不離地」的福音。各地信徒如何克服

挑戰的親述見證，驅使筆者不斷追看下去。

深切反省——馬丁路德如何推動教會改

革，從來都是神學院必定教授的內容。這四

本書在每篇文章結束前，均設三條以當今

處境作反思的問題，正要讀者好好思想昔日

觸發路德推行改革的問題，其實今天仍然存

在！面對社會各種不公義的境況，我們是以

「沒有最灰、只有更灰」的消極態度度日，

還是以路德的積極態度作勉勵，好好在上帝

的話語上扎根，及善用上帝給予的恩賜，倡

導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的福音？

得釋放——這套系列的主題在於「得釋

藉
上
帝的恩典

得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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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得釋放」是因為「被捆綁」，是甚

麼捆綁著我們呢？人人答案不同，有人是

拮据的經濟狀況、有人是冷戰狀態的婚姻關

係、或是對工作前景、社會民生的不滿等

等，但始終離不開「處於困局」的思想。試

問捆綁著的身心靈，又怎能活出豐盛的人

生？你要得釋放嗎？來！釋放就在眼前！

細閱這套系列，你會目睹這五百年來，各

方各地的人是如何藉著上帝的恩典進行各方

面的革新，因而得著釋放和激勵。懇切盼望

你我能一起攜手傳承這種改革精神和使命，

並栽培身邊的弟兄姊妹活出有價值的召命人

生！

■藉上帝的恩典得釋放

■世界信義宗聯會著

■道聲出版社

■HK$198



在
繁忙的都市生活當中，人們都以自己的生

命賺取金錢。鬧鐘響到最後一分鐘才匆匆

起床上班，加班後隨便吃只有一條菜的快餐，回

到家中洗個澡就疲倦地躺在床上，仍然要撐著沉

重的眼皮玩一兩個小時電話才肯睡覺，到第二天

又是不願起床。「凡事都有定期，天下每一事務

都有定時。」（傳三1）忙碌急促的生活節奏，

令很多人失去了生活，沒有了定時，只剩下了生

存和財富。「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

又將永恆安放在世人心裡。」（傳三11上）當

信徒的生活失了序，就不能享受上帝創造世界時

的「各按其時、各從其類」的美好，感受不了

「上帝看著是好的」的美意。

《標竿人生》作者華理克牧師在馬鞍峰教會

所推動的「但以理計劃」，以飲食、運動、專

注、信心和朋友五大層面，全方位地重整會友的

生活習慣和起居作息，令會友「失序」的生活

得以「重序」。單單一年，「但以理計劃」就為

馬鞍峰教會的會友成功減去了超過了十二萬公

斤，讓他們活得健康！究竟「但以理計劃」成功

的秘訣是甚麼呢？世俗的營養治療，大多以「罪

惡感」作為源動力來迫使人們改變自己。「但以

理計劃」則是以上帝的「愛」作為動力，讓會友

在四十天內有翻天覆地的改變。「靠著愛我們的

主，在這一切的事上，我們已經得勝有餘了。」

（羅八37）

「得著智慧的，愛惜生命；持守聰明的，尋

得好處。」（箴十九8）為了自己，為了上帝，

今天就作出改變吧！與華理克牧師一起，直奔健

康的標竿！

■李健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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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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愛,
     過健康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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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
天香港教會不乏利用聖經作為支持既定策

動群眾行動的託詞、將「解入經」合理化

的說法。周博士在此書開首宣稱「為投身於釋經

及講道的讀者尋定方位，以致在實踐時拿捏準

確，成為傳講聖經道理有效的流通管子。」（頁

3） 筆者讀畢後，實在如作者的宣稱，讀出天

機，將解經重新放回傳遞信息的恰當位置。

筆者欣賞周氏對新約時代的古文獻的熟悉，

幫助我們明白一些關鍵詞彙的原意。例如對羅馬

書十一章22-24節順性/逆性的解讀，找到當時

斯多亞學派的道德討論文獻，順性意指「美善、

健康和聰明的」，逆性則是貧弱和愚拙的，表

達出保羅以此比喻表達榮譽和低賤價值的意思 

（頁156）。周氏也找到當時教人種植的三篇古

籍文獻作比較 （頁161-164），證明保羅的接

讀出天機
枝比喻也很常見，保羅並不是對種植學懵然不

知，進一步說明羅馬書十一章的遊說策略，更能

讓我們明白羅馬書十一章的遊說目的，不會陷入

保羅新觀的窠臼。在第五章周氏解讀羅馬書二章

6節「上帝必照行為報應各人」，也充分反映周

氏對猶太文學的熟悉，嘗試從羅馬城的猶僑讀者

回應的角度理解羅馬書二章，自然得出這猶太傳

統信念怎樣跟基督救恩並行不悖，怎樣成為日後

因信稱義的前設，怎樣藉信堅固律法。

本書輯錄了周兆真十一篇解經文章，一篇方

法論。其中九篇都是闡釋羅馬書的難解經文，

積聚了作者二十多年來的解經研究和釋經講道

心得。若你想讀出聖經的信息，成為傳講新約 

（甚至舊約）的有效溝通者，此書是不二之選。

■何善斌

■讀出天機

■周兆真著

■信義宗神學院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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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群英

當我們提及情緒時，很自然便道出喜、

怒、哀、樂這四個字，除此之外，究竟我們對

情緒的感受認識又有多少呢？原來人的情緒是

多種感覺、思想和行為綜合產生的心理和生理

狀態，最普遍有喜、怒、哀、驚、恐、愛等的

情緒，也有一些細膩微妙的情緒如嫉妒、慚

愧、羞恥、自豪等。情緒常和心情、性格、脾

氣、目的等因素互相作用，也會受到荷爾蒙的

影響，因此，一種情緒會影響我們的行為、思

想、生理和心理的狀態。所以無論成人或是小

孩，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正面或負面的情緒，

都會引發自己行為的動機。

情緒是上帝賜予每一個人，我們需要怎樣

妥善去處理？《情緒：充滿愛的家庭，培養高

ＥＱ的孩子》中作者在最後幾頁寫著，告訴我

們最重要是家裡充滿愛的圍繞；有足夠的陪伴

時間；有人願意細心去聆聽。父母以愛來陪伴

小孩，幫助他們表達情緒，當他們得到適切的

方法來妥善地處理負面的情緒，同時也能提

升他們的EQ，讓他們茁壯成長。《雅各書》

作者說：「你們每一個人要快快地聽，慢慢地

說，慢慢地動怒，……要存溫柔的心領受所栽

種的道。」（雅一19、21） 我們需要認識自

己的感受，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當瞭解自己

時，就能適當地流露情感，也學會懂得以同

理別人的感受，作陪伴同行者，如保羅所說︰

「要與喜樂的人同樂；要與哀哭的人同哭。」

（羅十二15）

情緒：充滿愛的家庭 ,

培養高EQ的孩子

■情緒：充滿愛的家庭，

　培養高EQ的孩子

■亞曼達．麥卡迪著

■道聲出版社

■HK$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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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景雄博士八十五

　華誕賀壽文集

■信義宗神學院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20

■青春，飛翔練習

■金耕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86

■	Liturgies	that	

Move	!

■	Gabriele	

Hoerschelmann	&	

John	G.	LeMond

■信義宗神學院

■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20

■傳統商店街大改造

■福川裕一著

■道聲出版社

■HK$73

■梅瑞克和巫師

■大衛．麥基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傷痛是生命背包

中的必然但絕非

永遠的行囊

■露絲．霍基著

■道聲出版社

■HK$72

此書集結與李景雄博士

的 摰 友 、 同 工 及 門 生 的 講

章。內容廣泛，涉及聖經研

究、神學與教義、本色與文

化神學、靈修學、崇拜學、

心理學，以及宗教對話。

上帝不會允許我們受超

過我們所能承受的試煉，面

對人生的考驗時，也讓我們

查驗出天父的心意。本書以

年輕人的語言，以聖經的觀

念，解答我們大大小小的問

題；以永恆的眼光，看見現

今議題、現象、生活背後的

真義。還有許多信心偉人的

故事當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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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王和梅瑞克爭執了好

長一段時間。因為梅瑞克不

願意用魔法讓國王變得更有

權勢。有天，國王找來了一

位叫桑卓克的巫師，他願意

幫助國王，達成他的願望。

梅 瑞 克 不 只 沒 聽 過 這 位 巫

師，也發現他不是甚麼好東

西！一場魔法師和巫師的對

決，即將展開。

坊間談情緒管理的書不

勝枚舉，但徹底解決的方法

並不在情緒的管理，而在釐

清導致負面情緒的源頭，才

能正確看待並合宜處理，徹

底 走 出 負 面 情 緒 的 惡 性 循

環。本書幫助我們：認清情

緒傷痛、了解悲傷旅程、走

出陰霾人生。

新 書 推 介 N E W  A R R I VA L

「Liturgies that Move」

匯集了基督教禮儀中常被忽視

的動作元素。本書鼓勵信徒以

身體行動如行走明陣、喜樂舞

蹈思想及經歷基督。（本書為

英語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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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標杆人生

禱告

每日經歷神

追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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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六年五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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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義有心人》

■楊文傑著

■道聲出版社

■HK$128

《信義有心人》的作者楊文傑弟

兄是一位對禮儀很有心的信徒，在教

會多年的培育下，激發了他對禮儀研

究的熱忱。此書分享了他在不同的禮

儀課程中所學習、研讀中所領受、服

侍中所經歷，以及與主相遇的經歷，

也提供了一些非常實用的「教會禮儀

服務員」指引。

禮儀系列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