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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 o s h e n g  N e w s l e t t e r



你
參加過生日派對嗎？有想過為何要開

生日派對慶生呢？

當一個人來到這個世界，都會與不同的人

連繫互動，產生各種不同的影響。我們為一個

人慶生，其意義往往在於我們為這個人來到世

界與我們成為親友而感恩，肯定對方的出現為

生命帶來祝福。

誰的生日派對令你印象最深刻，令你感受

至深呢？

我們或許會發現原來形式等外在的東西都

不是最重要的，我們與對方的關係與情誼才是

最珍貴的，即或長短，已值得慶祝，也不能錯

過。

作為基督徒，我們有否留意，當我們參

與不同為慶祝聖誕節而安排的崇拜，福音或紀

念活動，其實都是在參與耶穌基督的生日派對

呢？

耶穌基督為世界帶來救恩，這份祝福無

可比擬。祂的愛、祂的救恩，都讓我們感受到

這個生日派對的與別不同。或許有人會覺得，

參與耶穌的生日派對，是主角不在場的生日派

對，真的是這樣嗎？其實耶穌一直都在，只要

我們願意敞開心靈，讓基督留在心中，基督就

在那裏，與我們同在。在參與耶穌的生日派對

時，我們是抱著怎樣的心態呢？可能我們每個

人都有不同的答案。值得思考的是，耶穌的生

日派對最大的意義是要讓人知道祂的降生是為

人類帶來救恩。在我們領受與享受這份愛與救

恩的同時，有否願意更多地身體力行，把領受

的祝福變成別人的祝福呢？

籌備耶穌的生日派對，焦點應放在哪裏

呢？在思考與籌備過程中，我們是否將生命的

道，透過我們的生命，彰顯於人前？重點不在

一個活動、一個聚會、一個派對，而在於因著

紀念耶穌的愛而傳揚對別人、對生命的關愛。

無論是自己的親友，或是素未謀面的陌生人，

都可以是我們表達愛與祝福的對象，簡單如一

句鼓勵的話、一句安慰的話、一句造就的話，

都可以是一份送給別人寶貴的聖誕禮物，及送

給耶穌的生日禮物！

聖誕是普天同慶的日子，讓我們一同思

考怎樣過更有意義的聖誕節，把得到的祝福與

愛，繼續傳給別人，成為別人的祝福，帶來更

豐盛的生命。

不能錯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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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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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男性讀者角度來看，大衛確是聖經中

最精彩的人物，完全是每一個男人的

投射：年輕、奮戰、智謀、忠信、友情、君

王、失誤、流離、無奈……就正如我們每個

現實中的男人一樣，總有我們獨當一面、一

家之主、三五知己、坐困愁城……的不同時

候。

要為這個如此立體、故事情節豐富、感情

刻劃極有深度的人物寫書，真的不容易。描寫

得太豐富，就成為一本冗長沉悶的書；描寫得

太簡略，又寫不出大衛的味道。

梁永善牧師，本身也是一位精彩的真男

人，所以他拿揑大衛的一生，拿揑得非常準

確：以一種「列點式」的寫法，將大衛的精彩

一生分成四大部分共三十一節，每節又再分成

■識讀大衛

■梁永善著

■道聲出版社

■HK$108

■蔡聖龍

幾個點（points），寫法簡潔易明，完全做到

化繁為要，既不遺漏每個精彩細節，但又不失

緊湊，大衛一生仍是那樣波瀾壯闊。

認識梁牧師的人，都知道他事奉心志旺

盛，魄力驚人，同時又關心社會，講政治從不

自我審查。故此他不止於細數大衛的事蹟，更

能鞭辟入裏分析大衛不同時刻的心理，能夠點

破他每個決定背後的政治考量、策略思考、內

心盤算。讓我們真的「識讀」大衛。

不論是用作主日學的小組教材，又或是

個人的學習閱讀，我都誠意推薦梁牧師這本著

作。

每個真信徒，總是「聖中有罪，罪中求

聖」。就讓我們學習大衛，在上帝面前謙卑不

自恃。阿們。

數點大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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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有更多

■布萊恩．休斯頓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2

■黃敏華

七
歲、十七歲……時你的夢想是甚麼？

童 年 寫 作 總 有 一 道 題 目 〈 我 的 夢

想〉，我的夢想是成為卓越的教師、傑出音

樂家、助人的白衣天使……能以所學所知所

聞所見在生命中有一番作為。你呢？你的夢

想是甚麼？你曾因夢想被嘲笑嗎？你是否懷

抱遠大與不可能的夢想？

我常喜歡回首並駐足思想：是否還有最瘋

狂的點子、最深的渴望，與最宏大的計劃？對

於我想獲得的更多內心渴求，上帝的回應又是

甚麼？面對殘酷現實的衝撞、拉扯與撕裂，有

時夢想會逐漸被稀釋、耗弱，模糊不清……心

中不禁質疑：未完的夢能成真嗎？自己是否仍

行在呼召之中？我的人生是否還能成就更多？

無意間，翻閱澳洲H i l l s o n g新頌敬拜團

創始人—布萊恩的There i s more《還有更

多》，那冷卻的心不斷且深深地被觸動、挑

旺，重燃生命的熱情與盼望。上帝能成就一

切。你的前方預備著遠比你自己所夢想或相信

的更多。上帝能夠挪去你生命的一切限制；無

論是你自己，或別人加諸的，祂能擴張你的心

靈與目標，遠比你想像的更大、更高且更有效

率。沒有任何人能讓你從上帝的任命中淘汰

掉。然而，人生是無法預測的，跟隨上帝並不

會使你免於心痛、跌撞，與失望。但祂不會浪

費失望，在祂允許失望之處，祂會鍛造你的美

德、堅忍與對前方的敏銳期待！因為祂是成就

新事、賜下更多的上帝！

若你正飄盪在自己想要離開之處，請容我

鼓勵你，就讓《還有更多》重新給你一個美好

的開始！引領你更深地發掘、經歷，並決定你

所要的就是上帝所預備的更多！

就是你的超能力！
想像力



5 

■余瑞堯

二
零一五年的一個下午，接到張振華監

督的電話，邀請我擔任教會改革運動

五百周年籌備委員會主席。當時家父正在身

旁，我望著九十多歲的父親，盤算著五百年

前不知是父親多少代先祖在生之日，而這一

次發生在當時的運動為甚麼到今天仍然值得

全世界去大事紀念呢？假若這也是你心中的

一個疑問，《路德的蘋果樹》相信可以為你

提供很好的解答。

作為籌委會主席，我經常感受到一股溫馨

的關注環繞著我們，這份關注來自張監督。它

傳達了窩心的支持，也觸發了新意念的產生。

心想這位日理萬機的監督，大小事務繁多，為

甚麼仍然願意把如此巨額的時間投放在五百周

年紀念之上呢？相信他在心坎裏一定埋藏了一

個極強的信念，正如一團熾熱的火在燃燒著，

驅動他全情投入，把教會改革運動的意義，推

廣到教會和社會的每一個角落。撰寫《路德的

蘋果樹》正是張監督的一次內心剖白，把這份

信念用文字深情地跟教會的弟兄姊妹分享。

雖然是深情的分享，但卻絕不流於情緒

化。書中不錯是流露了張監督澎湃的內心感

情，但這感情卻是建基於他對世局人情的理性

分析。今天唯物主義、消費主義、成功主義籠

罩著整個世界，面對這些處境，張監督悲天憫

人，努力透過對教會改革運動的演繹，為當今

的教會尋找出路。本書紀錄了張監督在這課題

上的思考歷程，和他所尋索到的一些解答。因

此本書不單充滿了「情」，還洋溢著「理」。

張監督深信，改革是對教會歷史現在和

將來的闡述。針對歷史，他深入淺出地介紹了

教會改革運動的歷程，馬丁路德的生平及其神

學，教會改革運動後聖靈在普世及香港教會中

的工作。面對現在，他特別強調教會改革運動

的精神就是「教會持續不斷的改革」。放眼將

來，在書中的最後部分，他分享了對現今信徒

的期望和對當下牧養出路的看法。

因此，對希望認識教會改革運動時代意義

的信徒來說，本書無疑是一本非常值得細心閱

讀的好書。

■路德的蘋果樹

■張振華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8

《路德的蘋果樹》下
細思教會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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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
者自小在禮儀教會成長，深感崇拜禮

儀有助我們建立正確的崇拜態度，明

白上帝是崇拜的中心，體驗何謂以心靈和誠

實敬拜上帝。

教材理念
《童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的寫作對象

是初小和高小級兒童，為要培養他們從小在崇

拜中有正確的態度；通過學習聖經和禱告，建

立與上帝緊密的關係；並且學習參與事奉。兒

童先認識成人崇拜儀式的簡化版，長大後便易

於投入成人崇拜。依據教材的設計，兒童可以

在互動的情境中成長，與導師、父母及同學有

充分的溝通。大家同被造就，達至教學相長。

教材特色
這套教材具備完整的兒童崇拜禮儀程序

（包含詩歌）、繪本信息和宣講信息，並以三

代經課為主軸，強調知識、態度、行為為教學

目的。導師可以容易掌握主題和獲得豐富的教

學材料。而圖畫冊、教具頁、主題活動及延伸

活動，可提供導師有用的輔助教具和參考資

料。各類指引包括溝通技巧、給導師及家長的

教學指引，都有助導師和家長掌握有效地使用

教材、課堂整體運作、溝通和教導方法等。

學生手冊的設計是藉著「主題探索」、

「金句解讀」、「天地連線」重溫兒童崇拜的

宣講信息；而「結出屬靈果子」就讓學生有實

在崇拜禮儀中

培育成長 ■楊陳玉華

踐信仰的機會；「情緒溫度計」可讓學生表達

情緒，導師和家長學習如何接納和關懷學生的

情緒；「事事關心」讓學生衝出自我，多關心

他人；「我想問」一改傳統單向教學方式，鼓

勵兒童勇於發問、思考信仰和生活的問題。

「給家長的話」讓家長明白子女在當天兒童

崇拜所學到的內容後，在「愛的鼓勵」一欄中

對子女寫下鼓勵的說話，並在「家長情緒溫度

計」中與子女分享自己的感受。

兒童在崇拜中所學習的三代經課有關耶穌

生平的信息和教會年的教導，與成人的當天崇

拜是相同的。這有助父母與子女在信仰上的跟

進和互動。

教材的靈活性
這套教材除了用作兒童崇拜之外，也可

以延伸為主日學課程，教材的學生手冊可作為

教學習作。而把一年課程分為四冊出版，可方

便學生帶回家與家長分享。教材也可以配合

Awana課程使用及協助基督少年軍初級組考取

獎章。

結語
願主使用這套信仰教材，讓教會導師更有

效地帶領學生崇拜，與學生互動，以及家長與

子女能更有效地溝通。三者在互動中，信仰得

以深化和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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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
　　　　　　　　　　　　　　

儀崇拜適合兒童參與嗎？

怎樣讓兒童參與具有大公教會傳統的禮儀

崇拜？

根據教會年和三代經課設計的兒童崇拜是

如何的呢？

兒童崇拜中除了唱詩敬拜和聽聖經故事

外，還可以加入甚麼元素？

怎樣使家長和子女分別參與崇拜之餘，又

能同時領受和分享當日經課的信息？

如何將崇拜、主日學、靈修、生活等結

合，讓兒童明白及活出基督的信仰生命？……

一提起「兒童崇拜」，你們曾有以上的疑

問嗎？相信我們都重視兒童的屬靈生命培育，

特別是家長、兒童主日學老師或兒童基督教教

育工作者。在禮儀教會生活的我們更明白禮儀

崇拜的意義和重要，「一個集崇拜、主日學、

個人靈修與家庭崇拜」一身的課程可以幫助和

教導兒童，並且帶領他們參與和經歷禮儀生活

的美，是不容置疑的！

《童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是一套以教

會年及三代經課為主軸來設計的教材，包括了

兒童主日崇拜禮儀、延伸課程、互動分享和家

庭崇拜，強調信仰生命中知識、態度、行為並

存的重要。因為教材是根據三代經課而寫，所

以家長和子女就可以在各自的崇拜中，同樣聆

聽三代經課的信息，好讓大家一同分享和實踐

當天在主裏的領受。

這套教材有很多特別之處，包括：鼓勵兒

童以五官六感參與崇拜禮儀、運用繪本宣講三

代經課信息、崇拜中或崇拜後有遊戲互動、鼓

勵及教導兒童代禱的服侍、老師和學生之間的

分享、給家長的話……等等，還有很多仔細的

新嘗試，在此未能一一盡錄。盼望這套教材能

祝福你的孩子，我們的下一代。

以五觀六感參與的

崇拜禮儀 ■趙慧德

■童心飛躍1：

　信仰互動教材（教師本）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道聲出版社

■HK$128

■童心飛躍1：

　信仰互動教材（初小級學生本）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道聲出版社

■HK$48

■童心飛躍1：

　信仰互動教材（高小級學生本）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道聲出版社

■HK$48

■童心飛躍1：

　信仰互動教材（圖畫冊）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道聲出版社

■HK$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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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
經學者難免給人一種學究味，論到

經文意思時總要帶著一大堆甚麼原

文字義、歷史考古背景，和文學手法或結構

等等。讀者若渴望從聖經聽到上帝的道，

對自身生命有所悔悟轉化，往往要先耐心地

「捱過」那許多艱澀的術語才能得飽足，不

幸的是有時還只是空手而回。

吳獻章的《眼光：人生方向盤》每一

章都有豐富的聖經信息分享，難得的是作為

資深的聖經學者、神學老師，卻能以相當平

實的筆觸，引領讀者從他滿有睿智的眼光，

領略經文對生命的深刻提醒。全書分成三大

部分，以「眼光決定生命方向」（作為方向

盤）為主軸，以上帝的話語為人生不同範疇

和階段的處境導向；讀者就如在聽道，又或

是一位屬靈長輩在細訴他從聖經而有的人生

體悟，真的是處處能觸動心靈、引發省思。

例如，在〈人生的上山和下山〉一章中，他

不單能輕描淡寫地道出了《出埃及記》裏百

姓在上下西乃山的前後的轉變，更由此透視

到人生高低的種種，讓人能走進聖經的奇妙

世界，又帶著道回到具體的人生之中。

這本書是要帶著渴慕聖道的心來閱讀，

並願意在人生旅途上將眼光定睛於主；我建

議讀者先放下追求高深學問討論的期望，並

以輕鬆平常的心慢慢地閱讀，細心地領悟、

思考，切忌急躁冒進、囫圇吞棗。

最後，在這許多的讚許後總得挑一點骨

頭。作者在解經與人生體悟上無疑是經驗豐

富的，不過有時卻嫌人性哲理僭越了上帝的

真實，如其中的「不放棄自己的人，上帝也

不會放棄他」的說法，乃是筆者難以在神學

上認同的。

■眼光：人生方向盤

■吳獻章著

■道聲出版社

■HK$126

眼光定睛於主 ■劉偉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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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鳳兒

真
正為人師者，大概都按捺不住在諸

事上好為人師。生活瑣事或城市熱

話、泱泱時局或史地變幻，都屬可思可感可

訴之題材。他抓緊每個機會，嘗試把信念

信德、信息都滲透其中，為的是「使命必

達」。無他，老師一如帶信者，若認清那揀

選他交付他帶信的主人是誰，他就不敢怠惰

了。

在風雨飄搖的日子裏，要成為這麼一

個帶信者絕非易事。當老師，要規行矩步

自不待言，言傳身教獲好名聲，最終學子們

會否誠服仿傚亦不可知。至於當一位基督徒

老師，更是舉步維艱步步為營，只是環顧四

周，仍不乏迎難而上的人，也許正如河馬教

授所言：「成為一個使者，是種身分上的束

縛，卻有一個託付。」完成帶信的任務，是

一生最大的光榮。

然而，帶信者頭上沒有光環，每天孜

孜不息對學子循循叮嚀傳遞所託，而自身也

不過是人，沿路同樣佈滿碎石與荊棘。《同

學，請你聽我跟你說》勾勒了河馬教授一路

走來的步履心路，高低起伏，時而輕省，

時而沉重；其實關於工作、讀書、科學、戀

愛、生活種種，內中的反思與掙扎，全都離

不開他的信仰。「請不要把信仰講得太甜，

使信耶穌像喝『百事可樂』，太甜就像拜偶

像失真理。請不要把信仰講得太苦，使信耶

穌要一直破碎，太苦就失恩典。」在甘苦之

間持守真理懷抱恩典，你會發現，這位大學

教授的人生百味紛陳，如此不加掩藏，又如

此誠摯真切。

執筆之日，翻開新聞報導，相當扎心。

基督徒老師還有多少年日可以自由帶信呢？

感謝主，在磨難的日子，在高舉自我的世

代，還有一群頑固的同行者。「社會沒有好

榜樣，我們是年輕人的好榜樣。社會沒有良

知時，我們守住最後的良知。社會看不到未

來時，我們則告知孩子們，靠主，未來仍有

希望。」這段話看來很是慷慨激昂，但我猜

想河馬教授撰寫時，沉著而冷靜。我們如此

相信又如此堅持，不是看不見眼前的灰塵迷

霧，不是阿Q精神，而是深知道那交付我們去

帶信的主，一直都在牽引扶持，祂才是我們

的夫子，我們一輩子的老師。

■同學，請你聽我跟你說

■張文亮著

■道聲出版社

■HK$123

河馬教授，
感謝有你跟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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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嘉敏

數
年前，我光顧過一所「非一般」的餐

廳。室內的佈置、餐具，甚至食物都

以洗手間為主題，而最有趣的是他們竟然把

巧克力口味的雪糕做成便便的外形！鄰桌的

小孩看到，都感到很有趣，一看到便大笑起

來，更開始問起父母有關「便便」的問題，

令他們感有點尷尬，於是，便教訓孩子不可

把「大小二便」掛在口邊。

你也曾經有這樣的經歷嗎？

《便便工廠主題樂園》一書以輕鬆和

幽默的角度，讓家長和孩子探索這令人認為

「醜怪」和難以啓齒的重要常識。作者以

工廠描繪人類的消化系統，書中兩位小主

角——波莉和皮姆懷著好奇心，闖進爸爸專

門研究便便的工廠禁地，展開了一趟奇妙之

旅。

最後，憑著他們的機智和創意，把瀕臨

關閉的便便工廠拯救了！孩子在跟隨波莉和

皮姆一起探險同時，也可從書中學習到不少

有關人類消化系統和「便便」的知識，提醒

孩子健康飲食的重要，比教科書中所寫的健

康知識更為生動！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體內也有一所「便

便工廠」，當我們教導孩子抱著正確的觀念

去了解和認識，其實一點也不「醜怪」！

到 底 要 怎 樣 讓 你 的 「 便 便 工 廠 」 正 常 運

作？一同跟波莉和皮姆進入這歷險旅程吧！

■便便工廠主題樂園

■瑪雅．巴瑟樂、

　安娜瑪莉．范登布林克著

■塔可．范德波蘭繪

■道聲出版社

■HK$125

便便工廠
主 題 樂 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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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祭祖問題是華人根深柢固文化的問題，也

是福音傳到中國後最大的挑戰。福音傳到中

國，若從唐朝景教算起，大概有一千五百年歷

史；從馬禮遜算起，也有兩百年了；傳到台

灣，也已經超過一百五十年。但有關祭

祖的問題，直到如今仍然是華人

福音工作最大的阻礙。

　　這是一本為追求婚姻中真正親密關係的夫妻而寫

的書。如果你還是單身，計畫將來要結婚，這本書會

幫助你走上正確的道路。本書所應用的原則，已幫助

無數對夫妻重拾親密的婚姻關係。

雖然性愛是婚姻中的小部分，確實很重要的一部

分，因這小部分影響每一部分。作者深懷感動

與使命感，用聖經對性的教導與原則，來

回答這些問題，傳遞神當初創造性

的本意與祝福。

■如何避開閨房風暴

■郭淵棐、劉永齡著

■道聲出版社

■HK$88

■祭祖的真義—

　拜祖先一定要拿香嗎?

■楊錫儒著

■道聲出版社

■HK$18

　　小莓想要一隻寵物。但是小莓的爸爸不想養

寵物。於是，不接受「不」這個答案的小莓。給自

己選了一隻她可以擁有的寵物：一個寵物爸爸。她

陪寵物玩耍，搔癢他的肚皮，抓抓他的耳背。但

他不喜歡坐下、撿東西，或追著主人跑。那麼最

後，小莓有把他訓練成完美的寵物嗎？這是

一本溫馨動人，而且會讓所有想養「寵

物」的父母孩子們，放聲大笑的

幽默故事。

■寵物爸爸

■耶拉娜．愛倫著

■道聲出版社

■HK$93

　　本書收錄中華信義神學院以及亞洲信徒訓

練促進委員會所舉辦的「教會改革五百周年紀念講

座」的精彩全紀錄。

溫格爾教授運用其多年對路德大小問答的研究、翻譯

和寫作之洞見，邀請聽眾同來深入學習並了解路德對

於基福音核心信仰的見證；也鼓勵今日的基督徒領

袖，透過了解路德提出的中心建議—以福音為中

心的講道，在他們的堂會中，找到教導福音更

新的方法。本書另外特別收錄溫格爾教

授於宗教改革紀念主日的證道講

章，以饗讀者。

■豐收中的省思—

　改教五百週年紀念講座

■提摩太．溫格爾博士著

■中華信義神學院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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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箴言2019
（普及版）

識讀大衛

成長九式（學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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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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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一八年十月三十一日）

聲道

1

活動推介

活動花絮

喜樂敬拜主—

和弦應用與實用敬拜技巧講座

已於2018年11月9日舉行。當天姜樂雯

牧師理論與實踐並重的教學法，使一眾參加者

對和弦應用更具掌握。盼望不久將來，再次舉

辦相關進深講座。

■活動花絮｜http://bit.ly/2PUASN9

說故事的人

時間：2019年3月9日（六）

　　　下午3:00 -5:30

講員：吳玉芬牧師、梁美英牧師

費用：HK$120

報名：bit.ly/2RLJzXk

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主恩堂（銅鑼灣）

追隨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