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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在
教會年（Church Calender）的節期中，最

令信徒感到快樂的，很可能是聖誕節。記

念救主降生的重要意義、救恩降臨的普天同慶、

再加上大街小巷的節日氣氛，親友相聚的溫暖與

喜悅，都讓這個節期令人雀躍。同時，在教會趁

著平安夜和聖誕節舉辦的不同類型聚會中，聖誕

節洗禮具有極其獨特的意義。

為甚麼教會在聖誕節設有聖洗禮？這可追溯

至教會傳統，因為聖誕節是記念基督的降生，聖

洗禮則顯明人的重生，寓意我們得以重生，全因

聖子道成肉身；記念耶穌降生，也是象徵新生命

的誕生，所以聖誕節聖洗禮別具意義。

早期教會把十二月二十五日選定為聖誕節，

因為這天本來是當時異教徒敬拜太陽神的日子，

於是用這天來慶祝耶穌基督的誕生，去表明基督

才是世界之光，是我們的真太陽。今日，我們又

如何表達基督是我們生命之光？在聖誕節接受聖

洗禮是一個好的提醒，讓我們每逢聖誕節都能夠

記得自己是因基督得以重生；更重要是這個普天

同慶的大日子，提醒我們道成肉身的基督是時時

刻刻降臨在我們生命中。我們是否已做好準備，

邀請他常常進入生命中？

最近，再細味《聖誕之書》，讀過馬丁路德

對耶穌降生的相關經文詮釋，使我想到，沒有甚

麼比回歸聖道作為迎接基督降生最好的準備，因

為正如作者所講，上帝要童女生子，豈非奇難之

事，因為祂是上帝；但奇妙乃在於馬利亞相信，

因道一直都在她生命中，更懷道成就這事。回歸

聖道之重點，乃是讓道成肉身的基督，降臨在我

們的生命，讓我們能活出上帝的道，成全上帝的

旨意。

聖誕洗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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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醒華

■共融靈旅：

　聖公宗—信義宗的

　靈性反思

■世界信義宗聯會及

　普世聖公宗編

■道聲出版社

■HK$88

「共
融」是一種態度(謙卑)、一個信念

(基督身體只有一個)和不斷的屬靈

操練(彼此分享、欣賞、進入和學習)。

「靈性」是一種對周遭事物的反應，常反映

於信徒對身邊的人與事的回應。《共融靈旅》不

單見證著聖公宗—信義宗共融的書，又同時幫

助讓信徒在與社會共融上作屬靈操練。

書中每天屬靈操練的資料包括傳統引文、聖

言經節和反思文章。我尤其喜愛當中的引文，它

們是十六世紀時期的信仰傳統智慧，令信徒對信

仰有更深的領悟，又能經歷與當年聖徒相通的美

好！在經文的選讀上，每段聖言都帶出該週所思

想的主題，讓屬靈操練過程更有焦點。至於反思

文章，或許有時你對作者在經文的詮釋和反思不

盡苟同，但閱讀確能令信徒開闊對經文的理解。

我對此書的冀盼是不斷進深的共融，不單跨

越聖公宗—信義宗兩個宗派，而是更多不同的

宗派，甚至是眾多的獨立堂會。彼此欣賞對方的

屬靈傳統，互相學習，一起操練靈性。當然，更

大的挑戰是東西方教會之間的共融，這是我數年

前在法國泰澤社體中所體驗最實貴的，但願我們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

深願上主藉此書祝福基督教會的眾信徒，

能在基督裏共融，體驗多元中合一的甘甜！

在基督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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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
然你們沒有見過他，卻是愛他；如

今雖看不見，你們卻因信他而有說

不出來、滿有榮光的喜樂。」（彼前一8）繼暢

銷書《耶穌的叮嚀》（Jesus Calling）之後，莎

拉揚（Sarah Young）又再次完成眾所期待的鉅

著《總是耶穌》（Jesus Always），相信將再度

帶給喜愛莎拉揚作品的讀者一個驚喜。全世界有

超過二千萬人受到她著作的影響而轉換了思維。

現在誠邀你一同進入這種更新而快樂的生活方

式，進而得到生命的改變。

在現今這彎曲悖逆的世代，我們的生活充滿

了困難、失落、恐懼、悲傷的挑戰，喜悅常常是

不可能或無法感受到，但耶穌卻為祂的追隨者提

供了喜樂並生命豐富的生活。

《總是耶穌》提供366天的靈修信息，每天

有經文、精短信息，讓你可以來探索聖經中喜樂

應許的一部分，讓上帝的話語為你帶來滿有喜樂

的提醒。你會發現自己很喜歡擁抱快樂的生活，

即使你面對生活的挑戰，但這本有深度的書籍，

絕對可以協助、啟發你在上帝面前找到喜樂，體

驗真正在主裏豐盛的生命。

我們生活在這資訊氾濫的社會，周遭充斥著

真真假假的信息，令人無法分辨，導致價值、道

德的錯亂。就在此時，耶穌邀請你、渴望與你親

密地連結，在你任何處境中與你相遇。當你閱讀

本書時，就像耶穌面對面直接對你說話一樣，是

那麼親切的叮嚀。

你將在這本書裏從上帝的話語中得到成長。

希望你慢慢地閱讀，享受與耶穌親密的喜樂。

■陳敬智
與耶穌親密的喜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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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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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芷曦

幾
年前知道莎拉揚（Sarah Young）和她的

暢銷書，好奇翻開卻覺得很奇怪，怎麼這

作者當自己是上帝來寫作？看下去總覺得這只是

人的說話，就放棄了用這書，也不明白為何會吸

引這麼多人去看呢？作者用第一人稱來表達主耶

穌的話，看下去好像是主耶穌自己和讀者對話，

這也是對她最多的爭議——然而這其實同樣是最

吸引人的地方。

直到兩年前，新年復始再次找靈修資料時，

再次揭開《耶穌的叮嚀》這本書，今次是適逢

我最軟弱的時候，我渴慕有上帝的同在和祂的帶

領，看這書時真實經歷上帝對我說話。我發現作

者還是高舉聖經，她宣教士的背景又為我帶來一

些信心，發現其實她以其輔導背景，用了修辭

手法來寫這本365天靈修資料，也是從她的個人

經歷，希望帶領讀者和上帝有個人和更緊密的關

係。作者以幾段經文作參考，模仿上帝的心思意

念和讀者對話，她鼓勵讀者還是打開聖經來看她

的文章，我作讀者的確實在文章中與主相遇，經

歷上帝的同在。讀了這書一年也喜歡上她的寫作

手法。後來作者也撰寫了三本關於經歷上帝的盼

望、光和愛的主題。

最新著作是她花了五至六年時間撰寫的《總

是耶穌》，是以擁抱耶穌的喜樂為主題。她盼

望此書能幫助讀者增添喜樂和加強與主耶穌的關

係，她在引言分享到自己和病魔共處十多年的時

間，使她寫喜樂這題目更具說服力，喜樂不是在

順境才有，在逆境中能享受耶穌的同在，在擁抱

耶穌的同時，才可以在黑暗中選擇以喜樂生活。

今次她更特別在文章中加入經文，更顯得這些確

實是上帝的說話。這年來在看這書作靈修，實在

經歷作者所說的，在上帝的同在有滿足的喜樂。

與主相遇

■耶穌的叮嚀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1

■耶穌的叮嚀

　聖經故事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37

■耶穌的叮嚀

　給主最親愛的小孩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6

■盼望不停歇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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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霞飛

為
教會改革運動五百周年紀念，道聲出版社特別出版的「禮儀系列」共分五冊，分別是

《聖洗禮—歸入基督》《聖餐禮—與主聯合》、《孩童領聖餐—唯獨恩典》、

《堅信禮—確信上帝》、以及《崇拜禮儀—上帝臨在》。

此禮儀系列，深入淺出、循序漸進地介紹及解釋聖餐、聖洗、堅信及崇拜等各項禮儀的內

容、傳統及意義。不論是慕道者、平信徒、導師、教會領袖及教牧，都值得閱讀或作參考教材

之用，可以讓我們認識、學習及深入了解聖禮的傳統及意義，信徒藉此重新建立與上帝的親密

的關係，活化我們的信仰。

現今仍有教會偏重於釋經及宣教，在崇拜中沒有完整的禮儀教導，以致信徒對禮儀未能深

入了解，沒法投入崇拜，本系列能簡單、快捷地讓讀者透過對禮儀的認識，可更深切地經歷上

帝的臨在。

此禮儀系列從歷史、傳統及神學方面去簡述相關的聖禮；每本小書提供答問部分，簡單、

清晰及實際地解決信徒心中的疑惑，從而讓他們可更有效地投入崇拜。各小書的內容更包含了

在不同聖禮中，實踐時需注意的事項，部分更附圖解，具體且實用地教導信徒如何參與其中。

禮儀 系 列

■孩童聖領餐—

　唯獨恩典

■道聲出版社編

■道聲出版社

■HK$55

■聖洗禮—

　歸入基督

■道聲出版社編

■道聲出版社

■HK$45

■聖餐禮—

　與主聯合

■道聲出版社編

■道聲出版社

■HK$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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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信禮—

　確信上帝

■道聲出版社編

■道聲出版社

■HK$45

禮儀
系列

《堅信禮—確信上帝》一書尤其適合家中有小孩的信徒參

閱，內容不單介紹了歷史沿革及規定，更清楚地講述保傅的職分，

這是易被忽略的部分。這些講解有效提醒父母及保傅該如何幫助孩

童過信仰的生活：作孩童的屬靈榜樣，帶領孩童在日常生活中過倚

靠上帝的生活，常與他們一起禱告。《孩童領聖餐—唯獨恩典》

一冊亦提供了很多孩童領餐常見的問題，讓孩童、家長、導師及教

牧可作參考。《崇拜禮儀—上帝臨在》一冊，除剖析崇拜禮儀各

禮序的意義外，更提供在不同情況下舉行崇拜的意義和須知。

本系列也適合學道班和慕道者，在入門學習時閱讀，作為輔助

對照或參考教材，可從多角度認識禮儀和信仰生活。

■崇拜禮儀—

　上帝臨在

■道聲出版社編

■道聲出版社

■HK$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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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晋豪

■超越500年的影響力

■撒拉·威爾森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超
越500年的影響力》不單是紀念教

會改革五百年應運而生的作品，它

更是一次東西文化交流，促進教會合一對談的產

物。作者受臺灣神學家的邀請，往臺灣主講有關

馬丁路德神學的九堂課，當中不乏中西學者及牧

者的學術交流，與及信義宗跟天主教、門諾會與

及猶太信仰傳統的對話。本書正是這次思想激盪

後的合一見證。

本書可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有關路德當

時宗教背景的介紹。我們很多時候只知道他是宗

教改革的旗手，而忘掉了他的初心並無分裂教會

之意，而且他根本就是中世紀教會精神遺產下的

產物。因此，作者將路德本人與其九十五條論綱

置在當時教會氛圍理解是正當不過的。作者藉此

帶出天主教與信義宗合一對話的契機。

第二部分是有關路德神學在律法與福音之間

的區別，及在大問答（Large Catechism）中所

處的位置。作者渴望釐清人們對路德有關律法觀

的誤解，從而避免不必要的反猶情緒。作者銳意

引進路德神學跟猶太信仰傳統進行更深層的對

話，消除過去的陰魂，邁向正面的對話。

第三部分是路德的洗禮觀。作者分析了路德

如何把洗禮理解為上帝的禮物與工作，繼而對嬰

孩洗禮進行更深入的理解。接著作者以路德的洗

禮觀跟反對嬰孩洗禮的重洗派代表門諾會進行初

步的神學對話。

全書以簡單筆觸與讀者扼要分享路德思想，

同時引發讀者在教會改革五百年的今日思考如何

踏上教會合一的朝聖旅程。

超越 500年
影響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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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樂雯

■馬丁路德的崇拜觀與

　聖詩賞析（附CD）

■璩雅文著

■道聲出版社

■HK$126

有
一天，我在互聯網上偶然見到《馬丁路德

的崇拜觀與聖詩賞析》一書，我對此書深

感興趣，當下就想立刻訂購，然而因為各樣原因

未能成功購買，心中暗自盤算無論如何明天也要

訂購這本書。奇妙的時情就在第二天中午發生

了，感謝上主！我突然被邀請為這本書撰寫推介

文，我想也沒有想便立即答應了，因為我可以在

此書還未在香港發售前優先閱讀，實在深感榮

幸，這也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會！確實是奇妙！

我開始了這趟奇妙的閱讀旅程。我喜愛音

樂、推廣聖樂及培訓聖樂事奉，立刻就被書面的

一句說話吸引到內心深處，「音樂的地位僅次於

神學（聖道）。」—馬丁路德。作者在書中很

有系統地說明了為何馬丁路德看重音樂，並將之

再延伸到崇拜觀。我們都會在主日參與崇拜，但

究竟崇拜是甚麼？作者就從崇拜內的每一個環

節，用深入淺出的方式給讀者講得清楚明白，最

後還用了賞析的角度與讀者分享聖詩，使讀者更

加明白聖詩的背後，也分享如何欣賞和了解聖

詩，讓讀者再唱頌聖詩時更能明白及領會。

閱讀這書是一個奇妙旅程，因為透過本書能

對教會崇拜和音樂的看法加深認識，加上內容建

基於聖經，接近時代的需要，所以無論你是否聖

樂事奉者，當你打開這本書閱讀，都會被這書深

深吸引，展開一個奇妙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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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公主

■蘇珊．維爾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全
球暖化已是一個連小孩子都懂得的環保議

題。但對於食水，我們又知道多少？

縱然整個地球百分之七十一為水覆蓋，當中

只有約百分之三為食水，但大部分食水存在於冰

川內，所以現有的食水更顯珍貴的。加上全球城

市化，破壞大量自然生態，全球暖化引致極端天

氣狀況，水源將成為都市人除了糧食以外的另一

頭痛問題。

香港地小人多，單靠儲存雨水，並不能足夠

供應超過七百萬人口的需求。我們上一代的父

母，不少人曾經歷制水的日子。小學常識科也常

提到節約用水的方法及好處，但因食水供應很便

宜，加上自從引入大量的東江水後，水的供應得

以維持穩定，食水變成垂手可得，節約用水的概

念也消失了。

可是，在非洲等國家，糧食短缺及食水污

染，令當地人長期處於饑餓及患上水傳疾病。

《水公主》以真實故事講述一位女孩成長在

每天要長途跋涉打水的非洲，而打水的水源已經

污染，不再是清澈的。這種生活難題，是都市

人難以明白的，何況是小孩子呢！本書能帶領小

孩到世界另一個角落，了解他們的日常生活是

多麼艱難刻苦。即使未能親自到非洲，仍可透過

不同途徑支持前線工作的團體，參與改變食水危

機。小時候曾聽說世界上有些小朋友，連乾淨的

食水都沒有，因此立志讀環保工程，希望有一天

能為他們帶來乾淨的食水。原來，這就是「水公

主」！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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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雨甘霖

　每日靈修系列—

　以弗所書

■文亮著

■道聲出版社

■HK$54

■醫治婚姻中的傷痛

■蓋瑞·羅斯伯格博士、

　芭芭拉·羅斯伯格著

■舉手網絡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

■咦？不是你去刷馬桶

　嗎？

■蓋瑞·巧門著

■格子外面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2

基督徒若要在這個混亂的

時代裏過著得勝的生活，必須

要在真理上更加清楚上帝話語

的真諦。細語甘霖系列每日靈

修小冊，讓讀者回到聖經的話

語，透過有系統的靈修經文、

各樣的比較或默想，讓聖經連

結於生活；讓上帝的話語扎根

心裏，並把上帝的教導或提醒

化為禱告，身體力行，活出基

督耶穌的愛與榜樣。

本書是作者過去幾十年來

諮商輔導經驗的心血結晶，探

討如何處理婚姻、家庭、朋友

關係中各種摩擦與開放迴圈。

面對衝突，有些人採取否認的

策略，有些人試著掌控局勢，

還有人會想辦法為自己討回公

道。但是全能的上帝要我們以

智慧和愛來化解這些試圖造

成分裂的爭端，恢復彼此的關

係，讓人與人和好。

結婚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抉

擇之一，人們可以為了幾小時

的婚禮極盡心思，卻在經營婚

姻的課題上準備不足；只談

「相愛」就結婚，有如把未來

的幸福賭在瞬間的浪漫上。婚

姻做好準備十分重要，無論是

未婚還是已婚，也可以藉本書

檢視關係的基礎，學到建立美

滿幸福婚姻的必備技巧。

新 書 推 介 N E W  A R R I V A L
■是我，別怕！

■寇紹恩著

■天聲傳播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5

■沙堡之王—你

　把生命建立在沙

　土上嗎？

■瑞奇．威克森著

■道聲出版社

■HK$110

■小月和月亮先生

■越智典子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每個人的生活中，或多或

少都有些擔心、害怕的人事

物，當你遇到困難時，第一個

想到誰呢？

本書不單是恩典365系列

最新叢書，更是一張藏寶圖，

告訴你在哪裏可以找到有價值

的珍寶！如果讀者也經常不知

如何開口跟家人、同事、朋友

介紹聖經裏的耶穌，本書就十

分適合，讓慕道者認識耶穌是

誰。

本書作者透過路加福音第

七章中四個充滿戲劇化的故

事，讓我們明白如何尋到生命

中真正的平安與喜樂。在現實

中無論是自己、他人或物質都

無法帶來真正的滿足，甚至連

宗教也不可靠。當我們在這些

事務上尋求滿足時，就如同將

生命建立在沙土上，成為短暫

的沙堡之王，勢必成就一場徒

勞。閱讀本書，你將在生命轉

彎處與耶穌相遇。

夜晚黑漆漆的，月亮跑哪

兒去了？啊，原來他跑去找小

月玩了。他們一起玩耍、一起

談論了月亮許多的秘密。月亮

與小女孩的奇妙相遇，迸出有

趣的科學知識，揭開夜晚和月

亮的神秘面紗。

本書透過奇幻的故事情

節，將天文現象和數據，運用

孩子的生活經驗，以及他們能

夠理解的方式，解釋月亮的自

轉公轉、陰晴圓缺等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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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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基督徒必定是基督的門徒，當中

包括要順從基督、受苦及捨己。另一方

面，跟隨基督卻不是奉行律法主義，不是

靠自己拼命努力，乃是靠基督的救恩和聖

靈。作者指出「當基督呼召一個人，祂是

召他來為祂死。」提醒我們作基督徒必須

有受苦的心志，正正點出作門徒的要素。

潘霍華透過此書為這種代價作註釋：唯獨

基督才是生命的一切。

■道聲出版社著   ■HK$80

好書推介

基 督 追隨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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