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美英

常

聽人說人不能夠單獨生存，我想這話

「爸媽，你們知道我是怎樣想的嗎？你們知

很有道理。

道我喜歡怎樣的生活嗎？」埋首照顧父母的

人必須要與周遭的人有著密切的關係，

子女，看到失去能力的父母，身心疲累時也

彼此配搭，才更能發揮自己的恩賜，成為別

想問：「可以再次給我微笑嗎？可以再次牽

人的祝福，活出有意義的生命。在上帝的創

我手嗎？」這些問題的背後，正正反映期待

造中，也因著「那人單獨一個不好」而為他

有更密切與更好的關係，也顯明關係中必須

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可見人與人之間彼此配

要有愛，才使我們不致迷失。

搭正是上帝創造時的美意，是何等的重要。

有一種關係，是支援著各種關係，也是

一切都因著彼此間的關係而有所連結，生命

各種關係的根源，那就是與上帝的關係。上

觸碰生命，顯得更有意義。

帝就是愛，用愛去與人建立關係，也用愛使

不是你去刷馬桶嗎？

不論在社會、在工作、在家庭、在教

人彼此關係緊密起來。當人愈是與上帝的關

會、在每一個人群中，我們每一天都在關係

係緊密，就會愈明白別人的感受，並因重視

中徘徊，又在關係中努力，每一個人與人關

彼此之間的關係，而甘願放下自己的執著，

係的經歷，是好是壞，都正正在陶造我們的

更因靠著上帝的大能而駕馭憤怒，不讓關係

生命，讓我們更認識自己，認識對方。

破裂，不讓關係糾纏；也因著上帝的憐憫，

還

在家庭中，可能太太會常常問丈夫：
「咦！不是你去刷馬桶嗎？不是你去換燈泡
嗎？」又或者丈夫下班回來，很自然地問：
「不是你去做飯嗎？不是你去幫子女檢查功
課嗎？」充滿壓力的子女也可能心裏會問：

■巫若燕

記得在我結婚當天，其中有一中式的

假如你是已婚的，在看過這書後，我相

儀節— 「接新娘」，當時我就開下

信你必然會與我一樣有會心微笑的感覺；而

對別人多一點忍耐，對自己多一點寬容，以

「以後你也要參與刷馬桶這事」的條件，才

我在讀此書時，我一直在想如果在婚前早知

致關係顯得更和諧，更合上帝的心意。

讓他進來接新娘。事實上，在婚前我們從來

道這十二件事，在新婚的磨合期中，必然會

沒有認真坐下談過家務的分配及雙方對家庭

更快過渡。另一方面，假如你是未婚的，這

角色的理解。然而，我卻聽到不少婚姻「前

書實是必讀之選，因為預備婚姻是重要的，

輩」跟我抱怨，即使她們與丈夫結婚已二十

而此書將帶領你和你的伴侶，進入一個既真

年，但丈夫從未刷過馬桶一下。

實又有趣的預備婚姻之旅，正如作者所說：

但願在上帝和人之間、人和人之間，都
因著愛共建美好的關係。

在讀畢Gary Chapman的《咦？不是你去
刷馬桶嗎？》一書，我對婚姻及兩性相處的

「婚禮僅持續幾個小時，而婚姻，我們希
望，是持續一輩子的。」

了解上有更深刻的體會。G a r y繼《愛之語》
一書後，寫了一部令人會心微笑的作品。他
以不同真實的婚姻生活例子，配以輕鬆的筆
法以及深厚的婚姻輔導功力，深入淺出地談
到「結婚前早該知道的十二件事」。然而，
他所談到的範圍亦不單只圍繞著「刷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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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更從中引申到夫妻個性差異、金錢管

■咦？不是你去刷馬桶嗎？

理、家庭影響、靈性不同、衝突處理、閨房

■蓋瑞‧巧門著

之樂等範疇。當中，作者對「道歉與原諒」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一課，尤有獨到的見解，為我和丈夫上了深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刻的一課。

■HK$95
3

沙堡之王
諺

■林一君

語說：「小朋友玩泥沙！」相信不少朋友曾有在沙灘堆沙堡的
經驗，每次堆沙都會令人十分起勁，大家會用不同工具把沙土

堆砌成許多不同的小沙堡，有時候更要花上一整天的時間才能完成，
換來皮膚通紅、滿身汗水，正當滿心歡喜欣賞製成品之際，突然一個
大海浪嘩啦嘩啦地淹至，浪潮退卻後滿是頹垣敗瓦，那麼沙堡呢？城
門呢？城樓呢？一下子化為烏有，好夢成空，此刻的沙灘只剩下一片
平坦的沙土。
《沙堡之王》的作者以自己的人生經歷，結合路加福音第七章的
故事，帶領讀者走進靈修之路，一個又一個的人物：主人百夫長、拿因
的寡婦、傳道者約翰、邊緣的女人，走在眼前，彷彿現代人的寫照，他
們的故事正好讓人反思怎樣建立生命的根基。我們是否把生命的根基建
立在沙土上，還是在磐石上呢？我們的人生價值定義在短暫的物質上，
還是在永恆的上帝上呢？或許，我們以為已經得著了人生最重要的東
西，在生命中不斷地堆砌一座又一座美輪美奐、大大小小的沙堡，為要
追求成為終極的沙堡之王，但我們萬萬也估不到，一次金融海嘯，一個
交通意外，或一場大病，突如其來失去一切，財富、健康、生命等轉瞬
即逝，我們還可拿甚麼來支持自己繼續走下去呢？就讓我們一同反思人
生，尋覓生命中真正的目標。

■沙堡之王：

逾越 節 的 福音

Messiah in Passover

你把生命建立在沙土上嗎？

■王大民

■道聲出版社

「耶

個逾越節筵席」，這句說話基

節的彌賽亞》（Messiah in Passover）一書，

■HK$110

本上沒有大爭議。但逾越節本來只是用來記

用意就是要讓猶太人瞭解耶穌基督就是逾越節

念一個民族脫離奴役的事件，為甚麼救主要

的羔羊，也讓外邦基督徒進深瞭解逾越節和筵

選擇逾越節的時候設立新約，藉此使全人類

席中的預表，生命得以成長，和受激勵向猶太

從罪得釋？也命令門徒要經常這樣行來記念

人和外邦人傳揚彌賽亞。因為將全書翻譯為中

祂？早在救主降世前，猶太人遵行逾越節筵

文仍需一段時間，所以抽取了部分內容，先出

席已有千百年的歷史。雖然經歷了三千多年

版《逾越節的福音》，將逾越節筵席中的福音

的演變，其中的傳承大致上一直保存到現

信息介紹出來。讓華人信徒明白自己信仰的猶

在，而它們如何向以色列及所有人啟示上帝

太傳承，更關心猶太人的福音需要。當有機會

的救恩呢？新約聖經的福音書和書信已有相

踫到猶太人時，可以用溫柔敬畏的心見證「耶

關解說。就算在今天的逾越節筵席裏，仍然

穌是基督」(約九22，二十31；徒五42，九

充滿著最後晚餐的影子，也保留著不少以預

22，十八5、28；約壹五1)，也就是他們一直

表方式向猶太民族的啟示。包括：聖三一，

所等侯的彌賽亞！

■瑞奇‧威克森著

穌基督和門徒的最後晚餐是一

選民事工差會有見及此，出版了《逾越

基督的被擘開（受死），埋葬，復活和重臨
人間，我們對此又有多深的瞭解呢？
總括而言，耶穌基督將新的內容和意義，
加入一個古老的逾越節傳承之上；或者可以這
樣說，是將它蘊藏的精意表達出來。猶太民族
因為未接受福音，心上蒙上了帕子，對於 上帝
在逾越節等節期所留下的福音信息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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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的福音
■戴路‧博克、
米切‧基里沙著

基督徒因著不瞭解猶太文化，也輕輕放過了藉

■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

著各樣猶太節期向猶太人見證耶穌是他們的彌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賽亞的機會。

■HK$60
5

成神
讀

畢《成神— 東正教的靈修與禮儀》

心如何成為真實的神性空間」，「帶領聖禮

打開屬靈的眼光及學習到內在生命那條成聖之

一書，讓我能更深學習東正教會之寶

的人如何運用全感觀，藉著圖象、器皿、語

路，這是門徒成長之旅的寶貴指引。

貴屬靈養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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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偉旗

言、動作、空間與程序帶領會眾經驗上主的

最後，兩位作者能用精準易明的華人語境

首先，這一小書能深入淺出介紹東正教會

臨在」……等，這都是基督群體須認真學習

說明這深奧的東方教會寶貴屬靈法門，這實在

的靈修神學及崇拜禮儀。作為一個前線牧會的

的課題。原因是，今天很多基督新教的信徒

是華人教會群體的福氣。求主使用這書，成為

傳道牧者，深感獲益良多，對個人及牧養均有

群體欠缺上主臨在的真實經驗，所謂信仰往

祝福教會的器皿。

很大啟發性的幫助。

往流於頭腦的知識、命題式的認知以及膚淺

■成神—

此外，本書讓我能清楚了解東正教靈修

的快餐文化時，當信徒生命面對真實的處境

及禮儀的基本神學意義及內容。這些都是十

和困難，往往內心會感到迷惘恐懼，不能領

■陳國權、張玉文著

分寶貴的屬靈資產。特別是有關「上主真實

受到從上頭而來的那份恆久的仁愛、自由、

■道聲出版社

的臨在」，「人與上帝互動及同工」，「人的

平和、信心及盼望。藉著閱讀這書，信徒能

■HK$82

東正教的靈修與禮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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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神聖的呼召—

照顧父母
隨

■林麗卿

著醫療技術日益發展，人類的壽命也愈來愈長，香港也面對人
口老化的問題。在缺乏退休保障和安老設施的情況下，五六十

歲的長者要照顧他們八十多歲父母的情況也十分普遍，所面對的壓力

打開 親 子 溝通 之門
《爸

及困難也不少。要妥善地照顧年老的父母，及早計劃並安排確實是一
個可以舒緩突如其來的需要所帶來的壓力和徬徨的一個良方。
■楊陳玉華

媽，你們知道我是怎麼想的

完成課業的能力，即是幫助孩子肯定自己的優

嗎？》作者劉艾青女士擁有豐

質。作者亦勸告讀者真正瞭解自己的孩子，幫

富的心理學學歷、心理輔導工作和親子教育

助孩子內化思考比胡亂運用各種育兒理論更有

的經驗。閱讀這本著作，深深感受她對家長

價值。作為父母，更要經常反思社會壓力、個

和孩子那份愛和負擔，她表明這書是為他們

人的判斷和期望，如何影響自己的育兒觀念。

寫的，為要「父母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

寫作手法方面，作者運用第一人稱道出

轉向父母」。

孩子的心聲，再以流暢的文筆和豐富的心理知

我很喜愛和欣賞書名，以孩子第一人

識，把生活事例和對親子關係的心理狀態和變

稱，很直接道出孩子對父母最大的渴想，也是

化的細膩描寫和論述貫串其中。讀者好像置身

親子關係核心的需要和成功的關鍵。全書分兩

實際的家庭生活場景，學習深度地反思與子女

大部分，包括：「孩子對父母養育和管教方式

的相處，在作者的引導下，慢慢地打開親子溝

的心聲」（共八章）及「從孩子的個人需要發

通之門。

出的心聲」（共九章）。全書和每章的結構簡
潔清晰。
內容上，欣賞作者在親子路上為讀者簡

要學習如何照顧長者各方面的需要，《再次牽我手》確實是一本實
用的指南。該書以信仰為根基，針對成年子女在照顧年長父母時必須面對
的挑戰與角色身分的轉換，並為讀者提供參考的建議。年長子女在照顧年
邁的父母時，要如何不傷他們的尊嚴而能表達對父母的關注與擔憂，從父
母開始出現疾病徵兆時，便提醒你不能再忽略或拖延照顧父母的需要，在
照顧過程中如何化解兩代間的代溝，各家庭成員在照顧年長父母的人手安
排及協調，以致長者對自身身體變化所引起的情緒調適等，都是本書涉及
的範圍。

■再次牽我手
■南西‧帕克‧布魯曼特著
■道聲出版社
■HK$123

若你家中有年老的長輩，本書能助你更深了解老年關顧的重點，讓
你提前預備好你的身心靈，向他們提供適切的照顧。照顧年老的父母並不
是一件容易的事，但這卻是上帝對我們作兒女的一個神聖呼召，「當孝敬
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華——你上帝所賜你的地上得以長久。」（出
二十12）

作者對孩子和父母細緻的瞭解和愛，正
是這本著作動人的原因。若能細讀，定能給作
為父母的讀者在親子路上注入動力和希望！

潔及準確地豎立了三個符合情理的指標：瞭解
孩子怎麼想、看對問題和思辨思考的推理原
則。此外，她鼓勵父母要看到孩子所承受的心
理壓力，因為這是孩子最需要被瞭解的，而被
瞭解就能夠培育成為一個健全自我的人，也擁
有了被接納的心理力量。相反，不少父母只集

8

■爸媽，你們知道我是怎
麼想的嗎？

中看到孩子不濟的一面，不斷給予負評、標籤

■劉艾青著

和否定，或只催迫孩子完成各項期望的課業。

■道聲出版社

作者認為這是不對的，而應該是讚賞孩子能夠

■HK$137
9

■打造神國企業—
在職場中建立榮耀神的企業
■李虹著
■道聲出版社
■HK$126

本書探討三種型態：1. 企業為宣教，將企業的盈
餘支持宣教事工；2. 企業與宣教，基督徒在工作之餘
親身參與宣教事工；3. 企業即宣教，企業本身即是為
■出去，宣教吧!

宣教設立的。

■金聖坤著

職場的基督徒應朝向企業即宣教的目標而

■道聲出版社
■HK$110

為何還需要

翼過程，提昇平信徒成為門徒，擴
張境界，成為天國宣教大使，是

■傅崑崙

雙翼宣教的策略。
■天國經濟學—

在本書中「洪水氾濫的日子」可以比喻為

耳熟能詳，不少兒童玩具、圖書和電

外在環境令人內心世界崩壞的時候。動物們在

影均以此故事作為題材，我們為何還需要多

方舟上的提問，使人聯想到人生變幻無常，有

一本關於挪亞方舟的兒童繪本呢？

時生命就像洪水上的方舟，船將會開往哪個方
向呢？

的畫風，以圓潤的風格設計人物和動物。她按

這使筆者想念到需要留在醫院接受治療

照故事情節的發展運用相配合的色調，動物的

和休養的小讀者。他們需要長時間留在醫院等

表情和眼神均能表達出方舟生活的喜怒哀懼。

候。他們固然要耐心等候病情的好轉，不過除

這是教導小讀者辨別情感的好材料。

了有醫護人員和家人的照料外，還有一些哥哥

接著正如本書譯者台灣資深兒童繪本工

姐姐會和他們玩遊戲和鼓勵他們，病房內的小

作者鄭明進老師在導讀所言，本書讓小讀者容

讀者們彼此相助和勉勵也很重要吧。這也許就

易辨認出來自世界不同地區的動物和雀鳥，藉

是我們需要童書《挪亞方舟》的原因，在艱難

著故事內的不同情節和畫面展現出創造的多樣

環境下人們仰望上主的引領，一起尋找出路，

性。這是引領小讀者開闊世界視野的起始點。

重過新的生活。

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新書推介
N e w

A r r i v a l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0

金錢在我們的生活中，佔有不可忽略的地位，聖
經也用了許多篇幅談金錢，如何用天國的眼光看待
金錢，是上帝兒女必修的課題。金錢牽涉的範圍很
廣，但每一方面都與我們個人的心有關，本書從
天國國王對金錢的看法開始，逐步介紹至實

■遞送瓶中信的人
■蜜雪兒‧庫瓦斯著
■道聲出版社

際的生活操練與應用，將金錢的全貌展
示出來，幫助每個願意學習天
國經濟學的人。

■HK$99

遞送瓶中信的人擔負的工作非常重要。他得打
開所有在海上找到的瓶子，把裏面的信送到收信人

在生物多樣性的基礎下，我們可以讓小

手裏。儘管他很愛自己的工作，他還是盼望能收到

讀者思考「不同個性的人和動物如何共存」的

一封寫給自己的信。有天，他發現了一封耐人尋

課題，作者創作本書的靈感就是來自人和動物

味的瓶中信，上面沒有收信人的名字。在他

都是乘坐「地球號」這艘大船。長期共處於有

全力以赴解開謎團的時候，竟然也找到

限的方舟空間內，動物們如何適應呢？動物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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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完成主的大使命。

宣教的屬靈精神相融合，用全球異象雙

信各位小讀者對挪亞方舟的故事已經

首先，我們可以欣賞日本作者靏見幸女士

中，影響社會及群體，並領人歸入神

在過去二十年間，金牧師將牧會及

挪亞方舟 的兒童繪本呢？
相

努力，將上帝的經營法則帶入工作及事業當

了自己內心深處的渴望。

有磨擦怎麼辦？挪亞伯伯如何舒緩動物們的情

■挪亞方舟

緒？他又怎樣緩和緊張的氣氛呢？我們可以與

■靏見幸著

小讀者發揮解難方法，改善擠逼居住環境所產

■道聲出版社

生的問題，尋找與人與大自然相處之道。

■HK$86

■天亮之前
■喬艾絲‧席曼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書裏簡短的文字念起來像一首歌，用
刮板製作的插畫讓人驚豔，贏得紐伯瑞榮
譽獎的作家和凱迪克獎得主合作的作
品提醒我們，當你誠心渴望的時
候，願望可能真的會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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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社將於七月後以電郵取代寄發紙本《道聲通訊》予道聲之友的會員，若會員仍希望收到紙本的通訊，請掃描右面的QR code登記！

道聲

1

2 信徒箴言2018（普及版）
3 成長九式（學員本）
4 梁言善道
5 禮儀系列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一八年一月三十一日）

活動花絮
《逾越節的福音》
新書發佈會已於2017年
12月9日舉行。感謝上帝
給我們一個寶貴的學習
機會，藉米切博士（D r.
M i t c h）的分享，我們對
猶太文化及節期有更多的
認識。我們可以從米切博士的見證中，看到上帝的喜樂
充滿他。
■逾越節的福音｜http://bit.ly/M-Gospel
■活動花絮｜http://bit.ly/2017-12-09---Alb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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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聲出版社：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三樓

電

話：（852）2388 7061

傳

真：（852）2781 0413

道 聲 書 局：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城景國際對面）

電

話：（852）2332 4248

網

址：www.taosheng.org.hk

電

好書共賞：GoodBook.hk

郵：taosheng@elchk.org.hk

歡迎瀏覽本社      Facebook 專頁：http://www.facebook.com/hktaosheng

童書．圖書：Childbook.h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