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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在
現代社會急促的生活節奏中，我們每

天承受的各種壓力亦愈來愈大。每一

個人都有不同的減壓方法，不知道甚麼方法

最有效幫助你減壓呢？

英國一項研究說明，在令人感到放鬆的活

動中，散步能降低壓力水平42%，喝茶或咖啡

能降低54%，聽音樂能降低61%，而閱讀6分

鐘就能降低壓力水平達68%，顯示閱讀最能舒

緩心情。1	換句話說，若果我們能培養持續閱

讀的習慣，就可持續減壓。

憶起我還是神學生時，有一天我拿著一

本漫畫在候車處等校巴，遇見一位外籍教授。

她好奇地問我在看甚麼書，我告訴她是為了減

壓而讀的書。她回應道：「那一定是好書。」

其實當時正值考試週，我真的為了減壓而讀這

本漫畫，沒想到原來能助我們減壓的漫畫，在

神學教授眼中也算是一本好書。然而，這段對

話深深印在我腦海中，直到今天我從事文字工

作，就有更深體會，為何能令我們減壓的書是

一本好書？因為，這本書是我在繁重的學習生

活及眾多書中主動找來看的，而且我很快就投

入書中的世界，帶我重尋童真和夢想，並透過

故事情節不斷與作者對話。

的而且確，一本書能吸引你拿上手，繼

而持續的「追讀」，讓你崩緊的肩膊、疲憊的

腦袋暫時離開現實的生活，帶你進入文字中漫

遊另一個境界，這個時候，你的心境已勝過要

面對艱難的處境，因為你已擁有另一個角度，

也帶著另一種心情回到現實生活中面對你的光

景。

不要以為只有消閒類的書籍才能減壓，任

何能引起我們閱讀興趣、啟發我們思考的書都

是減壓的良藥，當中屬靈類的書籍能帶給我們

更持久深入的減壓和抗壓效果，不但能讓我們

跳出生活的壓力，更能讓我們重新向山舉目，

在主裏堅立信、望、愛，為我們提供力量，面

對新一天的挑戰。

閱讀
是減壓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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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信義宗教會來說，教會怎樣參與社會事務（公共空間）是

建基於路德「兩個國度」的神學觀，當下我們要實踐這套

倫理時，卻不能依樣葫蘆，將路德在五百年前的教導直接施行。

時間過了五百年，社會的體制改變了，公共空間的持份者也有自

己的價值觀和判斷，因此我們信義宗教會也需要一套參與當下社

會事務的指引原則，既能反映基督教的核心價值，也能按信義宗

教義來履行這套倫理。

世界信義宗聯會（Lutheran	World	 Federation,	 LWF）在二零

一六年出版了The	Church	 in	 the	 Public	 Space的研究文件，《教會

在公共空間的參與》正是其中文譯本，當中闡述了信義宗教義怎樣

理解上帝的國度、當下教會處身於公共空間的現況、角色和責任

等等，而更重要的是指出教會在參與社會事務時要持守的宗旨和態

度，這點對於全球各地信義宗教會來說，都是很重要的課題。因為

在不同地區的信義宗教會處身於不同政治、種族、文化的公共空

間，我們要怎樣訂定自己的立場和取態，正是我們能否在公共空間

中取得更大影響力的重要一環。

深願此書能培訓更多信徒，積極而正確地參與公共事務，以讓

上帝的國度在人間顯揚。

■教會在公共空間的參與

■世界信義宗聯會

　神學與公共見證部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25

教會
在公共空間的參與 ■張振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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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小語

■陳終道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65

■許朝英人生小語
《人

生小語》的作者陳終道牧師是近代華人教會中備受敬重

的神僕。他不僅是著名的聖經學者、神學教授、資深解

經專家和著書超過六十本的名作家，也是一位熱心佈道、廣傳福音

真理的牧者。他的講道及著作，均受海內外同道所重視。	

這本書收錄了他所撰寫一百三十三篇喻道小品，當中分享了他對人

生、人性的體驗和反思，為讀者帶出聖經所描述「人心比萬物都詭詐」

的種種真相。其中道盡世間多少爾虞我詐、無情無義、貪婪無厭、虛偽

邪情等恩怨情仇，揭露了人性的醜陋；與此同時，卻清楚介紹了基督教

信仰、聖經中的福音信息，以及基督永恆的救恩。

書中內容寫實，事例繁多，可讀性高，除了適合慕道者閱讀之外，

實在也是有負擔廣傳福音者，用作見證的具體參考資料。陳終道牧師的

小品，在短短出版幾個月後，能吸引不少慕道朋友的拜讀，更重要是這

本書能影響他們對基督教信仰加深了正面的認識，也有不少人把此書轉

贈親友，延伸祝福。盼望每位閱讀本書的讀者，可以從中領會並得著啟

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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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勝意

■精彩的基督化家庭　

　（金婚修訂版）

■蘇文隆著

■基督使者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30

因
著要在教會推動「家庭祭壇」的工

作，於是在坊間努力尋找相關的著作

以協助建立這事工，卻發現雖然近年很多教

會都再次努力地推動建立家庭祭壇、建立基

督化家庭之工作，然而有關如何建立家庭祭

壇或基督化家庭的中文著作其實不多。當中

若不是陳腔濫調，就是「堅離地」的叫人難

以實踐，有質素又實際的相關著作，坊間實

在少之又少，感恩遇上了這本《精彩的基督

化家庭》。書中豐富的內容，配合聖經與實

際處境的建議，的確對希望建立家庭祭壇的

弟兄姊妹，或期望在教會推動此事工的牧者

同工，帶來很實質的幫助。

《精彩的基督化家庭》共有十三篇，當

中涵蓋了聖經對婚姻、家庭、教養等範疇的教

導，配以實際處境中夫妻如何相處、怎樣教導

孩童和青少年，以至單身人士在教會和家庭中

的角色、以及面對婚姻問題時如何尋找輔導等

等，實際處境中的牧養和安排，都寫得清楚詳

細和實用，實在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好書。相信

這本既有信仰在其上，同時又落地的著作，和

作者本身作為牧者和學者，同時此書又是他結

婚五十周年的經驗結合，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家庭，既是倫理之本，是社會結構最基本

的單位，亦是人最先學習的場所和最能表現自

我的地方。願我們都能藉著此書的提醒，學習

建立基督化的家庭，以家庭作為見證主恩的其

中一個重要場所。

建立精彩的

基督化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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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偉斌

大衛，你認識嗎	?

大衛，一個很熟悉人物，從舊約到新約，單是名字出現了近千次；以他為題的藝術

作品，上至古代雕塑，下至現代電影。就知名度而言，與耶穌基督和摩西不相上下了。

聖經巨細無遺地記載大衛的一生事蹟，英勇敬虔的固然比比皆是、墮落陰險的卻又

豈止一二？成敗尚且不足論英雄，倘若分析大衛這麼多面的人生就更難。如何跳出樣板

式的教導，從其一生言行走進內心世界，還原聖經中大衛的本相？

梁永善牧師透過崇拜講道，將大衛的一生活劃出來，讓會友跨越兩地數千年的時

空，進入大衛的世界，藉以反思和建立今日的信仰生命，更將崇拜講道整理成書出版，

讓我能再次細味《識讀大衛》，亦有更深刻的體會。

其中有兩篇印象尤深：第一篇是「強求無效」，大衛與拔示巴通姦後所生的兒子得

了重病，大衛切切為兒子禁食禱告，求上帝憐憫，但當兒子真的死了，大臣們都深恐大

衛會傷心至死，但他竟然回復正常，沐浴更衣食飯工作，到底禱告是甚麼一回事？另一

篇是「男人心，海底針」，大衛兒子押沙龍為妹報仇殺兄長暗嫩，其後他逃亡再返回耶

路撒冷，大衛由恨到接納押沙龍，但就種下押沙龍的篡位之心，似是意料之外，卻又情

理之中。我在此先賣這兩個關子，由讀者細味梁牧師如何解構禱告和男人心。

聆聽久經歷練的人，導出另一個久經歷練的人生，深信也是信徒人生的歷練，可堪

回味。

跳出樣板，

   歷練人生

《識
讀大
衛》

快將
出版

■識讀大衛

■梁永善著

■道聲出版社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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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盈恩

相
信不少信徒如我一樣，讀撒母耳記有關大衛一生的事蹟已經不下數十次；可

是，讀梁永善牧師的大衛講章系列，重讀這位以上帝為首的君王領袖的人生故

事，加上梁牧師到位、「入肉」的解讀，仍使我感到獲益匪淺。

梁牧師的講章讓我們真實和立體地看見，大衛不是一個完美的人，甚至多次犯錯，也

是一個在政治上很懂得謀算的人。然而，他對上帝卻有極大的信靠、每個關鍵時刻總懂得

求問上帝、每次犯錯得罪上帝後總知罪回轉，也願意承擔罪的後果，故此上帝施行公義審

判後，也同時祝福他與後代。梁牧師筆下的大衛，讓我們深刻地明白，世上沒有完美的領

袖，反之領袖比常人面對更多的試探引誘，行事為人更需要處處謹慎，明白一切權力是由

上帝賜予；對待別人也必須以誠以善。梁牧師更不時坦誠地以他自己、現今社會不同領袖

作例子，讓我們更加明白這些原則其實一直適用。

梁牧師在講章的字裏行間中，總透射出一種對教會群體的勸勉。領袖離不開的是他所

領導的群體，因此我們不要以為自己如果不是領袖就不用讀大衛的故事，卻應從大衛的故

事中學習作為群體成員應該怎樣好好守望群體的領袖，學習承擔一種守望者的責任，以至

能在他走歪之時勸誡他、他成功之時為他雀躍。或許，在社會反權威、反領導、強調個人

主義的風潮中，這是我們作為現今世代信徒值得學習之處，也是我們作為同一個信約群體

下被人看見的識認和見證。

在這個全球化、科技發展至令人自義得史無前例地嚴峻的新世代中，作為領袖所面

對的挑戰是何等巨大。可是，大衛的故事仍在激勵著領袖們—不要害怕失敗，只需要懂

得自己的人性、軟弱，然後就只管信靠上主，勇往直前，完成上主的託負。其實，每位基

督徒在世界中持守信仰的人生旅程—不論我們是否定義自己為領袖—豈不也是如此？

那跌跌碰碰的

      信靠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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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龍光

■正典語境中的神學釋經學

■陳馴著

■東南亞神學教育協會出版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68

在
文藝復興和科學方法廣泛影響下，以歷

史科學方法（歷史考證學）研究聖經

逐漸成為詮釋聖經的權威方法。在這個過程

中，聖經本身的權威受到了巨大的挑戰。在

信仰的群體中，接受和反對現代的聖經詮釋

方法，分成了不同的陣營，甚至彼此排斥和

攻擊，造成了教會的分裂。

十九世紀來華的傳教士大多是充滿宣教

熱誠，只有少數是著重學術研究的學者。普

遍高舉聖經的權威，排斥挑戰聖經權威的歷

史科學研究方法，以至華人教會一直承接這

個傳統，難以建立聖經的學術研究基礎。究

竟如何可以更好地一方面在信仰群體中建立

尊重聖經的權威，又可以運用現代的聖經研

究方法去深入發掘聖經的信息，成為教會的

祝福呢？

事實上，十九世紀的歷史考證學已成為

大部分聖經學者認同的基本研究法，至二十

世紀聖經詮釋學方面有多元化的發展，在社

會學進路，新文學進路，修詞學進路，哲學

進路等都為發掘聖經信息作出了貢獻；而在

這些詮釋進路的多元化發展中，耶魯大學的

聖經學者蔡爾茲（B.	 S.	 Ch i l d s）在一九七零

年開始，發展出他稱為的「正典研經進路」

或「正典研經法」（Canon i ca l	 app roach/	

Canonical	Method）。

雖然蔡爾茲的正典研經法只是二十世紀

發展的重要研經法之一，但其獨特貢獻已廣

被接納，尤其他強調正典作為歷史上教會信

仰群體的經歷作為研究聖經的前提及處境，

更將聖經、信仰群體和神學詮釋建立了不可

分割的關係，這無疑是教會合一和將信仰和

實踐結合的重要基礎。

對華人教會來說，如何直接地從聖經

中吸取信仰和神學建設的養分，是華人教會

首要的使命，是使基督信仰本土化、中國化

的必然途經。蔡爾茲的正典研經法正可以為

這方面提供一個重要的進路。可惜，在過去

三十多年來，較全面地介紹蔡爾茲的中文作

品一直沒有出現。

陳馴博士的這本著作，正好填補了這

個重要的缺口。我相信這中文版可以對華

人教會有更大的貢獻，而且對華人神學生、

教牧和神學工作者在建立中國研經學及中國

神學的過程中，是一本不可忽略的作品。

正典語境中 的

 神學釋經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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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越節的羔羊

■戴路・博克、

　米切・基里沙著

■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60

■王大民

「救
主耶穌基督是上帝的羔羊，也

是逾越節的羔羊。」這句說話

是每個基督徒都耳熟能詳的。但為甚麼是羔

羊？救恩和猶太民族的逾越節又有甚麼關

係？只有在多認識聖經之後，才能對這些問

題作出切中核心的回答。

《逾越節的羔羊》根據聖經，解開天父

在創世之前，便預定了祂的愛子成為代罪羔

羊的救贖計劃；祂也藉著逾越節向自己的選

民—猶太民族作了啟示；最後透過彌賽亞

在逾越節期間被殺而成就這個拯救全世界的

應許。藉著逾越節筵席上的葡萄酒，我們看

見祂向人預先顯明了，救主耶穌受死所流出

的赦罪寶血—祂自己也是聖潔無罪的無酵

餅，復活成為初熟的果子—祂的受死和復

活，除去了罪，使所有相信祂的人，得享祂

的新生命，成為無酵的新麵團。這便是逾越

節、除酵節和初熟節這三個春季節期的核心

內容。

當我們遵照主的命令，在聖餐聚會中享

用無酵餅和杯中的葡萄酒的時候，我們是承

認並宣告那藉逾越節向我們啟示，因救主受

死所成就的救恩。但請不要忘記，這個救恩

是先為著猶太人而設的，也一直對他們是有

效的（羅一16，二9、10）；他們中間大部

分人，仍然等待著天父用「外邦人的舌頭」

（賽二十八11）向他們述說救恩的信息。讓

我們回應祂的呼召說：「我在這裏，請差遣

我！」（賽六8）

逾越節的羔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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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玉芬

「嘟
伊答？」大家知道我在說甚麼

嗎？你或許會問：「那是甚

麼？」、「那是甚麼國家的語言？」、「那

是謎語？」……其實，這是蟲蟲世界的語

言。「嘟伊答？」經過略懂蟲語的譯者蟲雅

各翻譯後，原來這句話正正就是「那是甚

麼？」

由我以往在幼稚園當老師，直到現在牧

會這麼多年裏，向兒童曾說過英語的故事、

外語翻譯的故事，國語的故事，甚至沒有文

字的故事等等；但從來沒有說過蟲蟲語的故

事，感覺非常有趣，也增添我的好奇感。這

個好奇感吸引我進入這個充滿神秘的故事

中，並且挑戰我去嘗試演繹一個不一樣語言

的故事。然而，這份好奇心，正達到作者的

期望。

作者以蟲蟲語的一個問題——《嘟伊

答？》作為書名開始，吸引人問這故事到底

要說甚麼？進而打開這本故事書來尋找答

案。這個故事亦是透過蟲蟲們對小花苗的好

奇，展開了往後發生的一切事情。故事內容

相當有層次感，和清晰的過程。由簡單的畫

面到彩色繽紛的圖案，又回到簡單去。將四

季自然的循環，由圖案和色彩帶出。縱然我

們不太理解蟲蟲語，但我們卻能在圖畫裏，

■嘟伊答？

■卡森‧艾莉絲

■道聲出版社

■HK$106

跟隨到故事的情節與內容。

如果家長或兒童導師要與兒童閱讀此

書，不要因為蟲蟲語而被嚇怕。書中附了一

份蟲蟲語的解密法，與兒童一起解密都相當

好玩呢！又或者與孩童一起發現每一頁故事

的變化，這相當吸引兒童的注意，並能緞練

他們的觀察能力。書中的一句「嘟伊答？」

也會帶領兒童一起進入和經歷故事的情節，

讓他們成為故事中的一員。

此故事所表達的創造、生命成長、死亡

與再生，可讓孩子思考大自然的生命循環，

若配合信仰，更可連繫上帝的創造奇妙，或

幫助兒童明白耶穌基督的死亡與復活，帶給

我們生命的重生。這是一本有趣，看似很簡

單，而又能帶出深層意義，一本很特別的童

書！

嘟 伊答？

那是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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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書 推 介
New Arrivals

■末世耶穌基督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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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啟示錄開宗明義地說：「念這書上預

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所記載的，都是

有福的。」為甚麼讀啟示錄會有福呢？因為

這卷書啟示我們耶穌基督是萬王之王，以及

我們如何可以勝過屬靈爭戰，真正與耶穌基

督一同作王！好好地吃喝啟示錄的信息，面

對末世的種種屬靈爭戰，我們不僅可以站立

得穩，還可以得勝，並且得勝有餘。

■女性限定

■桑蒂．菲德翰著

■台灣舉手網絡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

妳生命中的男人，內心深處懷著重要

的感受，深到他自己幾乎不曾察覺；然而，

妳的男人真心希望妳能瞭解他的內心世界、

知道他的恐懼和需要、聆聽他渴望能告訴妳

的一切。

妳將發現來自最新大腦研究的洞察，

還有全新的一章告訴妳，當男人似乎想「脫

身」時，他的心裏真正在想些甚麼。全球已

有數百萬人藉著本書體驗到驚人的關係改

變，以及發現如何去愛自己男人的真實模

樣。

■便便工廠主題樂園

■瑪雅．巴瑟樂著

■道聲出版社

■HK$125

糟糕，波特教授的研究工廠嚴重堵

塞，再不修理就要報廢了；他為了不讓孩

子們知道，十分煩惱。但波莉和皮姆發現

了！原來爸爸的工廠是專門研究便便的。

他們發揮了創意，將便便工廠改裝成主題

樂園，沒想到竟然可以在食道和腸胃裏坐

雲霄飛車？還要在食物消化的過程，閃躲

大塊食物落下，好驚險、好刺激，而且好

有趣。你知道你的身體就是一個便便工廠

嗎？你的便便工廠有沒有堵塞呀？來看看

如何讓便便工廠一路暢通吧！

■臥虎藏龍二千年

■呂國佑著

■青心有限公司出版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40

猶太人和阿拉伯穆斯林在多個世紀前

曾經同是天涯淪落人，其教徒同樣遭受羅馬

大公教會及十字軍的迫害。在歐洲等地，回

教徒亦有善待猶太教徒，並未因信仰不同而

產生紛爭。

自猶太人回歸巴勒斯坦地後，雙方因

土地和資源問題展開衝突，及至以色列立

國，遭受長居於巴勒斯坦地的穆斯林反擊，

衝突在所難免。事實上，以巴衝突的遠因可

追溯到遠古亞伯拉罕的時代，這段歷史遺留

的故事，很多基督徒也未必完全了解。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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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taosheng@elchk.org.hk 好書共賞：GoodBook.hk 童書．圖書：Childboo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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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樂活職場

信徒箴言2019
（Desktop版）

信徒箴言2019
（普及版）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一八年八月三十一日）

聲道

1

活動推介

活動花絮

「說故事的人」講座

為甚麼我們要說故事呢？

說故事是效法耶穌用故事去傳遞生命信息，

每一本生命教育系列童書都有鮮活的角色、劇情

性的情節、動人的情感、耐人尋味的意境；也是

借用熟悉的題材，帶出天國的奧秘。正如耶穌在

福音書中用的比喻一樣。

感謝主！讓我們享受一起說故事的時光，有

美好的學習。

■活動花絮(Facebook相簿)

「樂活職場」鼓勵系列分享會

時間：10月8日（一）晚上7時30分

講員：司徒永富博士

嘉賓主持：曾子怡小姐

費用$100

報名：http://bit.ly/2PLivXU	。

「喜樂敬拜主」和弦應用與實用敬拜技巧講座

時間：11月9日（五）晚上7時30分

講員：姜樂雯牧師

費用$100

報名：http://bit.ly/2MApvJB	。

梁言善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