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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月 ︱ July 2019

1

我們是
在同一節期氛圍下 長大的

走

進莊嚴的教堂，整個人很自然地被帶

預備時，突然感到時空轉得太快，情緒一下子

進寧謐之中；雙腳觸碰著馬賽克的地

平伏不了，要花了很多力氣，才能跳出受難日

板，臉龐被穿透彩色玻璃的陽光照耀，雙目
注視在這個充滿禮儀色彩的聖壇佈置，人定
下來，心也靜下來。
我的屬靈生命不是在莊嚴座堂教堂中成

的悲傷，轉到為復活而歡笑的境界。
原來當時我並未真正體會復活的大能帶給
人動力和無比的喜樂；及後我才逐步領會勝過
死亡的喜樂，是另一個更高層次的喜樂。

長，但我卻跟世界各地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一

《教會年曆實用指南》指出教會節期其實

樣，都是在教會節期的氛圍下接受屬靈生命的

是一項屬靈操練，我不但認同也默默實踐，在

培育，週而復始，不論節期圖案、顏色、禮儀

週而復始的節期中，我們可以不斷操練：

的更新等等，皆成為我的屬靈導師。
在教會中逐漸成長的我，認真去了解何謂
教會節期，便知道主要是分為兩大部分，上半
年是耶穌基督生平（每年十一月底或十二月初
開始），下半年是耶穌基督的教導（每年五月
底或六月初開始）。
教會年是由將臨期開始，迎接基督的降

將臨期─盼望
聖誕期─仁愛
顯現期─效法基督
預苦期─召命
復活期─大能
聖靈降臨期─服事

生，接著聖誕節，讓大家一起紀念基督降生帶

現在是操練服事的時候，讓我們嘗試主動

來的救恩。對我來說，最觸動我生命的節期是

參與服事，那管是一個簡單崇拜後執拾聖經的

預苦期和復活節，從棕枝主日到主立聖餐日，

動作，或是承擔培育生命的工程，甚或透過禮

再進入受難日，整個聖週都教我多思考苦難的

儀帶領人親近主，我們都可以嘗試主動一點，

意義和生命的價值，而我也是在受難日崇拜中

積極一點，用復活大能的力量，重新體會能事

受感動回應主的呼召。

奉我們的上帝是多麼美好的事。

還記得牧會時，曾經因為太投入準備受難
日默想崇拜，到了星期六要為復活節的慶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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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不是事奉崗位需要我們，而是我們需要事
奉上帝，讓我們的心更親近祂。

E
G
N
CHA
與 革新版

■梁淑儀

人生本來就是悲喜交織，是福是禍，很難

抓 住上帝的應許與同在，
就是生命的一次革新與成長。

盡言，中國人常有諺語說到禍福的矛盾，惟有
上帝的信實，讓我們放心捉緊祂的應許，相信

無

論在各地各類型的選舉，候選人總會

祂的同在。每次重新抓住上帝的應許與同在，

大張旗鼓努力宣傳：會怎樣為當前的

就是生命的一次革新與成長。
2020年《道聲月曆》更加增設了亞洲區

局面帶出改變和新面貌等等，無非是想為社

國家假期的標示，讓使用者只要看到國家圓形

會帶來更美好的將來。
2020年《道聲月曆》和《信徒箴言》的

的小國旗，就能識別國家地區的假期；另外也

革新版，又想帶出甚麼樣的改變呢？是新局面

擴闊了每天格子的記事空間，切合使用者的需

嗎？是新面貌嗎？

要。

2020年《道聲月曆》的主題是上帝的應

而2020年《信徒箴言》也同步進行了革

許—以色列的十二支派，上帝應許亞伯拉罕

新，沿用了超過十多年的D e s k t o p版和普及

的後裔如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塵沙那麼多，這

版，將會合併為革新版。革新版希望可以讓

應許就在他的第三代後裔中漸漸成就。

讀者更方便攜帶，雖然革新版比D e s k t o p版為

是次《道聲月曆》選用以色列女畫家

小，但卻仍然保留了D e s k t o p版能「攤開」使

Bracha Brym-Lavee的作品，透過她絢麗的設

用的特點，相信這對喜歡使用實體書籍的讀者

計，和結合相關舊約聖經經文，讓我們更深

來說，是個不錯的革新吧！

入認識這個帶著亞伯拉罕的祝福而來的十二支

期望《道聲月曆》、《信徒箴言》成為

派。月曆的編排主要是以雅各十二個兒子的出

上帝使用的工具—承載聖言—使我們每天

生次序，並把每一個支派的意思、雅各臨別的

都能活出上帝的話語，見證基督，榮耀上帝。

祝福，包括賜福和賜禍，透過設計和文字帶給
使用者。

■道聲月曆2020—
上帝的應許：
以色列的十二支派

■信徒箴言2020

■道聲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

■HK$25

■HK$48
3

■擁抱Z世代—
後基督世代的牧養思考
■雅各．懷特著
■古志薇譯
■道聲出版社
■HK$118

從 認識 到 回應：
從「根本」回應當下
青年牧養的需要

青

年群體流失是近年香港教會的熱門討

本書在「新進路」中提出教會要重構幾個

論詞語，離堂者更是這一年的延伸討

根本觀念：教會、宣講、福音、護教等等，這

論課題，香港教會面對青年群體的萎縮是一

些看似熟識的課題，但教會當務之急是需要為

個不爭的事實（少數英語教會除外），不少

這些課題作出當下時代處境中的詮釋與演繹，

堂會嘗試力挽狂瀾，用諸般的智慧與方法期

讓上主活潑常新的道回應這代人的處境。

望吸引青少年留下來，可惜徒勞無功，就像
對著空氣打拳。

當下牧養青年人不是單向給予信仰的答
案，因為Z世代具有能力在不同的網絡及媒介

本書作者以他在麥克倫堡社區教會的牧

中找到答案，所以今日牧養年輕人更像是與他

養經驗，先在本書的第一部分讓讀者了解Z世

們一起的思辯旅程，在思緒的掙扎上與他們同

代青年群體的冒起、特性和他們在信仰上的掙

呼同吸。放下身段，放下這些問題的標準答

扎；進而在第二部分為教會面對Z世代青年群

案，道成肉身與他們同行，一同尋找真理、發

體提出獻議，有別於一般從社會學進路的人口

現福音、回應使命，才能讓傳統教會不至被Z

結構研究，本書的聚焦是以牧養的角度認識及

世代放棄。

回應當下青年群體的處境，每章都設有討論問

本書末的三個附錄更是不能錯過的內容，

題，可以是青少年工作者的訓練素材，反思和

是作者牧養Z世代的專題講座的筆記。這三個

整理每章的重點。

課題可能是香港教會牧養Z世代時，最需要面

作者在書中的回應行動也是當下香港教會

對的課題：同性婚姻、神秘學、科學護教；同

必須正視的，近年香港教會面對青年群體的流

性婚姻對保守教會的衝擊不斷蔓延，教會如何

失，回應方法傾向以市場營銷的策略來應付，

恰當回應及情理兼備地牧養。

往往缺乏對青年靈性塑造和福音信仰內容的呈
現作基礎的檢視，這是治標不治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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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智榮

深入淺出
探 討 約拿神蹟的含意
本

■何善斌

書是作者的博士論文中文翻譯淺白

筆觸，對第一手資料有系統的疏理，令我們對

版。自他的論文出版後一年，就有新

耶穌有關約拿的教導，不單是指向審判，還有

約學者撰寫文章評論他的論文，這反映出作

更廣濶的理解，也可以讓我們看到這段看來無

者討論新約釋經問題的價值︰究竟耶穌提及

關宏旨的比喻，跟我們所傳的福音核心信息的

約拿的徵兆時（太十二38-42；路十一29-

關係，並點出馬太福音與路加福音引用同一段

32），耶穌所表達的是甚麼意思呢？對當時

講說，卻帶出的不同重點信息。

的聽眾猶太人又是甚麼意思呢？對兩卷福音
書的原讀者（初期教會）耶穌想傳達甚麼信
息？這信息怎樣繼續影響早期教父和教會教
理的教導？
要回答這些看來簡單的問題，就要進行至
少三方面非常艱鉅的研究︰第二聖殿猶太教對

■一個徵兆多重揭示—

約拿的理解；文本釋經，這兩段耶穌對約拿所

約拿的神蹟在福音傳統裏

言說上文下理的闡釋（太十二15-50；路十一

的含意

14-36）；跟著是約拿在初期教會的詮釋歷

■周兆真著

史。

■道聲出版社

本書所展現這些複雜的研究成果（猶太

■HK$108

教研究，敍事釋經，詮釋歷史），令筆者驚喜
的，是作者深入淺出的功力。他以簡潔易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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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教育 開始說起

「教

■梁美英

育，通常有廣義和狹義兩種概

我們相信活潑的信仰，可透過穩固的培

念。狹義的教育專指學校教育，

育環境去塑造，包括：教會從敬拜主的生命

即制度化教育。廣義的教育則包含社會待人

開始，透過上帝的話語，與孩子一起共度教

處事的方面，例如家教、禮儀等文明與社會

會年，週而復始的節期禮儀，藉基督生平及教

的教育。」（摘錄自維基百科）

導，培養一種敬畏主及跟隨基督的心，讓孩子

至於基督教宗教教育，引用蕭克諧院長

尋得信仰，重現活潑的信仰生命。學校方面，

在《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的論述，學校在基

要培育良好的品格，透過聖經主題信息以及禱

督教宗教教育方面的角色，包括：傳授基督教

告操練，建立具屬靈品格的生命，勇於面對生

知識、品德教育、培養人才、信徒作見證。然

活中不同的挑戰。

而，家庭在基督教宗教教育的角色呢？「從古

在家庭方面，可以藉教會或學校所學到

以來，家庭就是實施宗教教育的基本場所。」

的，在家中塑造屬靈的氣氛，透過恆常誦讀上

（摘自《基督教宗教教育概論》，頁271）家

帝的話語、分享、交流、情緒符號及鼓勵的互

庭是培育習慣的所在，是實踐信仰的場所，以

動，實踐信仰，以生命觸碰生命，達至全人成

及勵行身教的地方。正因如此，教養孩童不能

長。作為一間基督教學校，不但要傳遞信仰知

夠只交托給學校或教會，家庭始終扮演一個非

識，同時也當鼓勵孩童的家長積極參與塑造孩

常重要的角色。

子的品格，令孩子能有美好的人生觀和價值

《童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正正是針對
教會或學校，如何配合家庭教育，令基督教信

觀，無論遇到任何挑戰和困難，都有足夠的承
載力。

仰對孩童能發揮長遠而實在的意義。這套教材

「教養孩童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

的教學目的，就是建基於這個鐵三角的關係之

偏離。」箴言二十二章6節，這豈不是我們也

下，從知識、態度和行為三方面建立孩子全

想見到的嗎？

人的屬靈生命，透過與學生、導師和家長的互
動，共同參與，一起探索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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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飛躍4：
信仰互動教材（教師本）

■童心飛躍4：
信仰互動教材（初小級學生本）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道聲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

■HK$122

■HK$42

《童心飛躍》兒童崇拜教材

與我的互動

我

們教會的兒童崇拜使用了這
套教材（從第一冊開始），它的

資料很豐富，讓我在預備當中更容易掌握，
■蔡轉好

崇拜禮儀程序也很清楚，更有詩歌提供，讓導師不
用擔心怎樣揀選詩歌，例如：詩歌是否適合當天的崇拜
禮儀（節期），又或是否與主題內容不符等等。
我特別欣賞福音信息部分，內容很清楚又容易明白，
好讓我可以減少預備信息的時間，並有充足時間準備其他部
分；另外使用這教材後，我們也有另一種新模式，讓各導師
帶領小朋友一起進入崇拜，不同年紀的小朋友都可以一齊
崇拜，不需要分班，這樣的嘗試效果也很理想呢！
盼望日後可以繼續使用這套教材，讓小朋友
在崇拜當中更投入、更專注敬拜、讚美我

預

備兒童崇拜時，我常

們的主。

常感到惆悵和十分苦惱，

往往用了許多時間去預備，搜集資料，
當中最困難的是怎樣預備信息。
■鍾長娣

在2018年12月，我們開始使用這套兒童崇
拜教材《童心飛躍》，不但幫助我在預備兒童崇拜
時，帶來很好的方向，也提供了一些參考資料，讓我

導師的講解，說故事

預備得更充足和完善。我也喜悅用這套教材，因為它

的技巧，傳遞福音和信息的示

使用三代經課，在市面上這類教材並不多；也覺到

範，以及配有與經文相關的遊戲，

它的編排有系統，資料充足，令我在預備上面得

幫助我們靈活運用教材，使我們獲益

心應手，節省了不少時間。
最難能可貴的是每年有四套（每

良多。
我感受到這套教材不單是為寫而

套有四冊），也有導師訓練班

寫，而是看出當中有一份對生命的熱

跟進內容，包括：

誠和承擔，愛主為主作工，好好培
育下一代，打那美好的仗的使
命感。

■童心飛躍4：
信仰互動教材（高小級學生本）

■童心飛躍4：
信仰互動教材（圖畫冊）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兒童崇拜教材工作小組著

■道聲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

■HK$42

■HK$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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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得出，做得到！
■杜奧利著
■王忻博士譯

享受

上 帝 所賜

精彩
近

■活出希望世界事工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每一天

■HK$138

■許朝英

年香港一直榮登世界長壽之都榜首。

上帝引領我們進行全面的，內、外的健

男、女壽命均達全球最高，在工作、

康大翻新。健康並不光是運動加均衡飲食。

家庭壓力、污染、政治氣候、食物安全等等

健康的屬靈生命由與上帝、自己及人際展開

衝擊之下，新一代香港人又能否蟬聯長壽冠

真誠關係開始，我們不能只講屬靈、不講身

軍？並且不單單是長壽，而是在任何年紀均

體的健康；或只重視自我感覺、輕看上帝對

能享受上帝所賜的精彩每一天？答案就是：

我們身、心、靈全人健康的提醒！
本書是全人健康的加油書，除了介紹

我們需要坦誠正視自己的健康，靈、魂、體
活出希望去榮耀上帝！

上帝給予我們的健康原則和提醒外，更有不

我們身處香港屢經巨變、充滿競爭的社

同具體方法實行健康原則。人人都想健康，

會。許多弟兄姊妹不自覺地化悲憤為食量。

但你又願意為它付出多少？「講得出、做得

我們可於社交媒體發現，大家均樂於展示自

到」就是這個意思，我們不只是「口講」，

己餐飲美食的照片（通常大魚大肉、甜食、

更要化為行動，徹底地實踐健康！

美酒為主），以方便去討得大家的「讚」。
其實背後卻沒有告訴你原來早已在三十

計劃，然後與弟兄姊妹組成支援小組，再貫

多歲時已出現各大、小長期病患，如高血

徹執行，讓健康成為呼吸一樣容易、自然！

壓、膽固醇過高，甚至為了維持讓人艷羨的

醫學科技和上帝的健康計劃可以好好並行，

生活模式，導致其家庭財政亦岌岌可危！然

上帝的健康原則超過二千多年至今天仍然有

而，身體、生命屬上帝所賜，我們這樣當真

效。全書四十章均適合作自修或教會小組使

討上帝喜悅？

用，每天一次，讓這四十日的奇妙旅程，改

現在該是個合適的時候，讓我們下定
決心，給自己一個機會，重拾「健康的旅
程」，由明白我們自己身體設計開始。本書
是建基於上帝造人時的美好設計，幫助我們
了解靈、魂、體和自我本身。
8

我們鼓勵讀者根據自己的情況自訂健康

變你個人的全人健康，成為你和你一家的祝
福！

告
禱
學
理髮師
當

■黃愛霞

我看到「理髮師學禱告」這本繪本

此他為理髮師寫下一些禱告的方法，他更

時，第一時間被書名裏「學禱告」三

以聖經的內容為基礎作禱告寫成一本關於

個字所吸引，想必是教小朋友如何禱告的繪

禱告的書，還親自交給理髮師。馬丁路德

本，真是難得呀！打開一看，竟然是馬丁路

也是非常重視禱告。

德教導一位理髮師如何禱告，讓我感到意
外，為何會以繪本的形式來講述呢？

反之，我們常常聽到很多基督徒說不
懂怎樣禱告，特別是初信主的弟兄姊妹，

我很欣賞那位理髮師和馬丁路德。當

有些則說沒有時間禱告，甚至忘記禱告。

理髮師見到大名鼎鼎的宗教改革家馬丁路

理髮師和路德對禱告的認真和重視，都是

德前來光顧他的理髮店，他堅持站在路德

值得我們敬佩和學習。

那邊，沒有將路德捉拿去領賞金。他還

以繪本帶出理髮師如何學禱告的故

把握機會請教路德，他沒有問路德其他問

事，可幫助小孩子自小懂得運用聖經的內

題，只問他如何禱告。這顯明理髮師是一

容來禱告，成人及長者也可從故事中學習

個非常重視禱告的人。當路德聽到理髮師

路德這個禱告方法。願我們藉禱告與上主

想禱告得更深入，他非常高興。路德更認

建立更親密的關係、更穩固的信仰基礎，

真反思白己過往並沒有教授禱告這課題 因

更有力量面對挑戰。

■理髮師學禱告
■史普羅著
■道聲出版社
■HK$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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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 有洞 天
派

翠西亞的外婆去世了，她是不是永遠
離開了呢？外婆曾經說過，她會在天

■鄧佩枝

我們可以用這本繪本進行親子共享的延
伸活動，與孩子分享這些問題：

上守護著派翠西亞，還會給她一個暗號。可
是派翠西亞一直沒有收到那個暗號。她和媽
媽弟弟搬到乾旱的加州居住，在那裏認識了
一位新的好朋友史都華，還有他的奶奶尤拉
奶奶，以及許多新鄰居。新生活多姿多采，

1. 你 是 否 曾 失 去 心 愛 的 親 人 、 朋
友、寵物的經歷？
2. 他們是不是永遠離開了你？還是
在某個地方守護著你？

他們還一起幫助尤拉奶奶的好朋友從喪子之

3. 你可以給他們寫一封信，或者畫

痛中恢復過來。可是外婆承諾過的暗號到底

一幅圖畫，告訴他們你現在過得

在哪裏？當派翠西亞苦苦思考這問題時，一

怎樣，他們一定會收到的。

天猛然發現天空中出現很多星星洞，原來外
婆的暗號，就在眼前！
當我看完這故事，發現這是一本關於人
生季節、關於愛與回憶的繪本。

讓孩子從繪本中學習處理自己的疑問，
以及對家人離世之後，如何正面處理自己的
情緒與思念。

在祖母離世後，這份親情依然延
續，使得孩子的親情世界中也溫
暖亮麗起來，更加鼓勵孩子實
踐不同的關懷。

■別有洞天
■派翠西亞．波拉蔻著
■道聲出版社
■HK$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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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 推 介
New Arrivals

■溫暖你的心
■Monica Gu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60

■如果你想呼呼大睡

上帝的每一個孩子在天路歷程中都會經歷徬徨，

■潔琪．阿祖兒．

迷茫和失望。我們時常尋求人的安慰，卻往往忽

克萊瑪著

略了來自上帝的愛和祂話語才是力量的源泉。這

■道聲出版社

本畫冊記錄了我們在追隨和服侍主的過程中，每

■HK$93

一個受感動和受安慰的瞬間，希望裏面的故事和
經文能溫暖你的心，讓你在任何環境下都能坦然

睡覺時間到囉！小老鼠已經躺在床上很久了，但他

的面對，充滿平安的說「一切都好」。

還是睡不著。也許老鼠媽媽的辦法會有效：找一本
書來看看、想想早餐的餅乾和糖果、數數天上的星
星……最後，小老鼠睡著了嗎？這一則床邊故事就
像一床舒服的羽絨被般，既柔軟又溫暖。
讓大人小孩在各種天馬行空、繽紛多彩的想像中，

■隱藏於光中：一位甘冒
生命危險，追隨基督的
穆斯林女孩

都能享受一個呼呼大睡的夜晚。

■瑞芙佳．巴里著

這本床邊故事書提供數種哄寶寶乖乖入睡的祕訣，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8

二零零九年，年僅16歲的瑞芙佳．巴里一躍成為
■登山寶訓-30天禱告手冊

全美頭條新聞人物，因她逃離了恪守穆斯林傳統

■楊寧亞著

的嚴苛家庭，逃離了來自父親與清真寺的死亡威

■台北真理堂

脅，奔向以明亮的愛吸引她的基督信仰。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作者闡述了從伊斯蘭教到基督信仰的心路歷程，

■HK$50

描寫如何逃脫家族傳統及宗教的威脅，以及隨之
而來的連鎖事件─ 在佛羅里達的陌生人家中找

馬太福音五到七章被稱為「登山寶訓」，是天國

到庇護後，卻從此面臨充滿爭議的法庭訴訟案。

國王耶穌告訴祂百姓應當有的生命態度及生活準

這個猶如電影情節的故事，挑戰我們去思索信仰

則，從「八福」開始，先透露天國百姓已享有的

的本質是甚麼？信仰到底是否值得我們冒一切的

福分，再指示他們對上帝、對人、對物質生活等

險？對瑞芙佳．巴里來說，毫無疑問的，是！

的處世原則。耶穌在山上所傳講的這段信息，是
對每一個願意跟隨祂、願成為天國百姓的人最寶
貴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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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聲

活動花絮
建構管理神學，新書奉獻禮

1

2
3
4
5

此書原文是英文版，是汪博士學術研究
之成果，現翻譯為中文版。除闡明管理相關理

標竿人生（進昇版）

念，更列出上帝管理的個案，用敍事方式講解

成長九式

經文，一步一步熟習「以神為本」的管理原則
和橋樑。

追隨基督

新書奉獻禮中，讓一眾教牧及讀者不但

童心飛躍2：信仰互動
教材（圖畫冊）

理解出版理念，更欣賞年輕人為此書付出的努
力，包括設計及插圖。感謝主！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一九年五月三十一日）

活動推介
2019香港書展
舉行日期：7月17日至23日
本社攤位：Hall 5G-D06
道聲「有Say廣場」活動
活動：《擁抱Z世代》新書發佈會
屬靈世界的地圖—大衛遇上蜉蝣
日期：17/7（三）
時間：16:00-16:30
講員：梁永善牧師、盧智榮教師

■活動花絮｜http://bit.ly/2Z4VrY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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