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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願祢快來！」相信這是不少

基督徒面對艱難境況時的深層

禱告，是一種無助的呼求，也是至真誠的

禱告。

「主，願祢快來！」同樣是《啟示錄》的

主題，提醒當時面對苦難迫害的信徒：要堅

持，主必得勝。

「主，願祢快來」也是迎接聖誕節之前，

將臨期的主題。究竟我們應抱持怎樣的態度等

候基督再來呢？

《啟示錄》提醒我們不要放棄，縱使面對

極大的苦難，惡人當道，但只要做好本分，持

守真理，遵主而行便為有福，因在上帝裏自有

公義的審判。

迎接聖誕節之際，將臨期正是提醒我們要

做好準備，那麼要做好甚麼準備呢？將臨期是

教會年的開始，是新年，像過年一樣，我們會

怎樣準備？大掃除、添新衣服、還有倒數期待

的心。

記得青年時的教會生活，每年接近聖誕

節都是大掃除的時候，清走團契櫃的雜物、失

物，然後再為全教會佈置，為整個場地增添節

日氣氛，也帶來新氣象。我們抱著輕鬆愉快的

心情，高高興興地準備，牧師看看我們的佈

置，再拉開抽屜，見到諸般物品都被整理得井

然有序，總是會滿意地以一個微笑作回應，然

後說：「今年會更好！教會有了你們，實在太

好。」

這一切正提醒我們過悔改更新的生活，焦

點不要只停留在過去，要展望將來；也不再在

自己或自己面對的苦難之中，乃是在帶我們走

出絕望的主基督和愛的真理之上，因為基督君

王將快來臨。

今天，我們在絕望中呼求上主快來，然而

讓我們謹記：這個呼求不是逃避，而是祈求主

讓我們因看見基督而更有力面對每一個明天，

因昔日道成肉身住在人群中間，與人同行的主

基督，今天明天將來也是如此，無論任何景

況，我們都有主基督同在，都有聖靈提醒我們

以愛克服一切困難。

■梁美英，願你快來主



3

■信徒箴言2020

■道聲出版社

■HK$48

■楊學知

在
網 上 稍 稍 搜 尋 一 下 ， 我 們 不 難 知 道 

“watchword”的定義︰“the main ideas 

or principles directing the way that someone 

behaves or the way that something is done”

（Cambridge Dictionary），大概意思是對行事

為人有影響的原則。那樣，基督徒的原則，何

來？

蒙上帝的帶領之下，筆者事奉的堂會中，

有一些弟兄姊妹為《信徒箴言》的每日經課撰

寫靈修分享文章，並且每星期印製出來、每天

在網上發放分享。

使用《信徒箴言》中的每日經課，使我們

能在主日之前和之後對講道信息作好預備和反

省；以每日經課來撰寫靈修分享文章，讓我們

可以藉著分享來整理、鞏固自己的所思所想，

更推動自己去學習尋找經文中對我們的提醒、

勸勉。而閱讀分享文章，一方面能使弟兄姊妹

在經課中有所得著，另一方面在分享中也可以

一同思考如何在現今應用靈修中的得著。

因著事奉的緣故，我每星期都會早些整理

每日經課和分享文章，而在當天靈修時又會再

次使用同一份材料，每次去閱讀當中的材料都

有不同的領受，也不一樣地「被上帝提醒」。

使用《信徒箴言》，叫我們能每天直接得著

上帝話語中的提醒，心靈就猶如每天「做gym

（健身）」的人能鍛鍊和強健身體。誠然，心

靈的鍛鍊不是一朝一夕的，確實要求我們要有

些守規，讓我們時刻緊貼上帝。

惟願我們能時時靈修，讓我們的一言一行

皆有上帝的心意在其中。

信徒箴言
一起鍛鍊心靈

與
(Christian Watch Word)

革新版本可「攤開」使用，

更方便靈修，讓你敞開心

靈親近主。



■黃文勝爭戰式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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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力全開

■普莉希蘭．夏爾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8

近
期感受到撒但的強烈攻擊，在各方面

都出現不同程度的壓力和攻擊，撒但

非常了解我們，清楚我們一觸即發的壓力位

在哪裏，目的是要我們出現崩潰遠離上帝。

牠想我們放棄禱告，不信靠上帝。禱告

是容易的，牙牙學語的孩子也懂得禱告，未信

的朋友也願意禱告。兒時常唱的詩歌：「多禱

告多有能力，少禱告少有能力，不禱告沒有能

力，我們要常常禱告。」禱告是不易的，忙碌

的生活消磨了我們對禱告的重視，令我們常常

放下重要但不緊急的禱告。只把禱告放在謝

飯、開會前後、入睡前、有需要時的「例行禮

儀」。這樣我們就中了撒但的詭計，因為禱告

是擊潰魔鬼詭計的武器。

《火力全開》這本不單是講論禱告的書，

更是一本實用的祈禱手冊。作者清晰和強而有

力地把撒但的用心和作為呈現出來，他運用十

個策略來醫治個人生命，當中包括從個人的熱

情、真正的敵人、身分、家人、過去的挫折、

懼怕、試探、安全感、仇恨、人際關係。只要

按照操練就能更新心思意念對焦上帝，奪回失

去的祝福。

作者對禱告的激情，透過文字激勵我，讀

到「策略一」時就決心要在主裏重建禱告的生

活，重拾起初常常禱告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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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自重

手
執《留在世界邊緣：「入世而不屬

世」的十架真理》一書，腦海立即浮

現一道問題：哪裏才是「世界的邊緣」？

「世界的邊緣」是當下世代基督徒的生

活態度。基督徒的生活不是隔岸觀火地假裝日

常生活一切正常；作者指出當信徒處身於世俗

主流文化的結構中，仍甘願持守十字架真理的

價值，那處就是「世界的邊緣」。縱然「世界

的邊緣」因文化的差異而存在對基督信仰的壓

迫，基督徒仍甘願學習耶穌基督的沉默，在沉

默中生出「從邊緣推向核心」的力量，把合乎

十字架真理的價值和信念推向社會的核心，重

構因罪而扭曲的社會結構，使生活文化從根本

發生改變。

近年教會常把「信仰不離地」掛在嘴邊，

基督徒跟隨此口號遊走於「入世而不屬世」和

「不屬世不入世」之間。作者藉著幾個耳熟能

詳的信仰課題為讀者們展示一條「全然入世而

不屬世」（in but not of the world）的路，就

是與道成肉身的耶穌基督聯合，通過基督、在

祂裏面、為了祂，與祂一起，在世界的邊緣之

處獻上自己成為活祭，成就「全然入世而不屬

世」的生命，以十字架的真理改變世界。

當下，香港正處於最壞和最好的時刻，信

徒們要有留守於世界邊緣的準備。細讀此書，

正好把我們從似是而非的文化場景帶回福音的

原點作準備，在那邊緣處我們將與為我們肩擔

一切的耶穌基督聯合，那麼……我們還懼怕誰

呢？！

■留在世界邊緣：「入世

　而不屬世」的十架真理

■曾劭愷著

■道聲出版社

■HK$119

我們還懼怕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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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燕玲

聖
經在箴言中的教導：「教養孩童走當

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離」（箴

二十二章6節），正是每位家長、教師的使命

和期盼。現今大多數基督徒父母都比較多關注

子女的學業成績，卻忽略了用上帝的話去教導

和培育子女在心智及靈性上的需要，這樣間接

影響了子女在信仰上的成長，未能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和實踐聖經的教導。

《童心飛躍》學生本兒童主日學課程，有

助教會導師們按著主的心意去教導和培育年輕

一代，並且引導學生有系統、有計劃地去閱讀

聖經。

此套課本是採用教會的「三代經課」編

排，按著教會年節期的意義，以三年的主日和

節期編定舊約和新約經文，配合不同的主題信

息、禱文，和詩歌等，作為兒童崇拜的教材及

主日學教案，可以每三年循環地重複使用。

建議導師在備課時，將學生本內提供的

經文重複多讀幾次，特別是所選讀的經文，思

想福音的信息，讓孩子明白所學習的內容。同

時，留意三代經課之間的關係和洞悉主題與經

文之間的關聯性。

以三代經課丙年為例：

〔將臨期第一主日〕的福音主題經文，重

點是等候基督再來，提醒信徒要警醒準備基督

隨時的再臨；培養恆常祈禱的生活習慣，忠心

完成上帝所託付的。不要貪圖地上的享受、和

吃喝玩樂，也不要被生活的憂慮所壓住。

〔平安夜〕關乎萬民的大喜信息，記念主

耶穌降生，思考耶穌降生對我們的重要性，我

們要快快地把「以馬內利」這普天同慶的大喜

信息傳揚開去，讓世人明白聖誕的真正意義。

〔聖誕〕真光的福音，提醒我們耶穌基督

已降臨，祂的降生為世界帶來真光和盼望，上

帝沒有遺忘我們，祂賜下真正的平安，就是主

耶穌降生帶來永生盼望。

學生本的「主題探索」是以主題為核心，

讓導師與學生一起探索和思考主題，並提供如

何在生活上應用。而「給家長的話」，家長閱

讀後，可延伸思考問題與孩子共同探討信仰，

使生命彼此互動交流，成為相互的祝福，一起

在聖道上不斷茁壯地成長。

兒童崇拜 與

兒童主日學



■童心飛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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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8

■童心飛躍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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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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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聲出版社

■HK42

■童心飛躍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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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2

■童心飛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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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2

■童心飛躍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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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2

■童心飛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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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2

■童心飛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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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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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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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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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飛躍》兒童崇拜教材

初小級學生本及高小級學生本
除了教師本，圖畫冊之外，還包括了兩冊學生本，分別供給初小級學生和高小級學

生。學生在兒童崇拜之後，可以使用學生本在主日學重溫崇拜福音信息內容，探索

主題，思考經文內容，重溫金句，在互動之中彼此學習禱告，學習與導師及家長在

信仰上互相分享，實踐信仰的教導，彼此在互動中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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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一本用心描

繪的畫本。不同於

其他文字類宗教的讀物，該繪本採

用了綿羊家庭作為角色。用一個個貼

近生活的小故事描繪了聖經中的內容。可

愛的畫風和寫實的內容，讓人耳目一新，

且能從簡短的故事中找到共鳴。從她的畫

作裏，我看到了她的內心，也看到了她一

路走來的努力和付出。作為丈夫，我

支援妻子的信仰和愛好，也希望她

的作品能夠感動和激勵更多的

人。

丈 夫 的共鳴

我
每 次 看 到 這 本 畫

冊 ， 都 覺 得 很 感 恩 。

這本小畫冊可以順利出版真的是上帝的恩

典。再次感謝所有幫助我的弟兄姊妹，還有出

版社的同工。上帝的作為有時候真的很奇妙，祂使

用了一點才能都沒有的我。有時候，我們只要有一顆願

意的心，倒空自己，祂就可以充滿我們，使我們成為祂

的延伸手臂（extend arm），將祂的旨意行在地上。也謝謝

支持我的家人，沒有他們的理解，我是沒有辦法完成這些

繪畫的。無論他們是否意識到，他們都是我的同工，也願

上帝紀念和憐憫他們對我的愛，揀選他們。

同時，我也在準備下一期的畫冊，想要用簡單通俗

的方法繪畫舊約。讓更多的人能了解我們信仰的根

基。願上帝祝福每一個願意被祂使用的兒女，

也願上帝親自的打磨我們，充滿我們，

讓我們成為合祂心意的器皿。

作
者 的

感恩

兒

子 的
讚賞

我
覺 得 媽 媽

畫 的 畫 很 溫

暖，從媽媽的畫作裏看到了

上帝，雖然對上帝還是有很多

問題不明白，不過有一點是肯定

的，就是我們在做禮拜的時候，

應該要認真聽講，仔細禱告。

希 望 媽 媽 可 以 繼 續 畫 下

去。

家庭
動互

談談
溫暖

你的
心

■Monica

■溫暖你的心

　Light Your Heart

■Monica Gu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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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 夫 的共鳴

記
得每對夫婦當初得知懷上孩子時，夫

婦倆心裏的願望，都是只要孩子健康

快樂便足夠了，若這單純的願望能一直堅持

下去，那麼孩子的成長是多麼快樂美好。

我們香港的父母，常常埋怨香港的教育

制度本末倒置，只看重分數，但我們又會因

為恐懼、怕「執輸」（落後），為孩子安排

過多的補習興趣班，將心比己，我也覺得有

透不過氣的感覺；現在是時候好好反省，父

母和兒女一起快樂地成長吧！

作者在書中提及教養孩子的方法，其實

很簡單和純正的，而我從中也得到不少的提

醒；當孩子還小的時候，就要努力營造一個

充滿愛的家，父母應該常常帶他們往外跑、

去鍛鍊，讓他們親身去經歷人生，而不是在

補習班中虛渡光陰。家也是孩子學習的地

方，學習愛自己、利己利人，以後才能孝順

父母、愛別人；家是學習責任的地方，負責

任的人生才會培育出強大的思考能力，有責

任的孩子，會有與眾不同的自信。所以家應

該是充滿源源不絕的愛的地方。

另外令我感到很認同的是，作者勸喻

父母對兒女沒有期待才是對孩子們最大的

祝福，因為孩子們有無限可能，父母只要讓

孩子感受到被愛，讓他們為自己的選擇負責

任，不要插手孩子的人生，不要成為孩子的

阻礙。

作父母的，請每天多花時間問問自己，

孩子活得快樂嗎？覺得被愛嗎？讓改變從父

母做起，培育出快樂又懂得愛的年青人。

■快樂教養：

　帶孩子找到自己的天空

■徐柏岳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1

■鄧小玲

帶孩子
找到自己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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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佩枝

《噓
！》這個動作從腦海中不期然想

起很多與人相處中的感受。

當閱讀這本法國繪本故事時，封面顏色

選用了灰沉沉而冰冷的色彩、正正襯托出主

角是一隻常懷怒氣而孤伶伶的白兔。牠獨自

站在門外、窗戶緊閉，誰也別想能走進他的

內心深處。

然而白兔很討厭不同的聲音，聽到後必

嗓門大叫：「噓！安靜！不要吵！」這隻壞

脾氣的白兔因為小事就失控、抓狂、暴跳如

雷，對比一旁淡定彈琴、賞鳥、釣魚的黑兔

鄰居，反而成了全書兩位主角性格鮮明而有

趣的對比。

這些情節讓孩子從故事中更可了解自己

的個性好與壞。另一方面，白兔因為自己的家

倒塌了，在無助之下，黑兔鄰居主動幫助他重

建家園，最後黑兔鄰居打破了與白兔之家的隔

膜，建造了一道友誼之梯，開展了彼此之門！

在歡笑聲中，享受彼此陪伴的美好。

故事的總結讓孩子知道彼此守望相助、

包容和接納、才能分享幸福與愛。

不簡單的破壞力     

朋友愛你做多些

1.  可請大家圍成一個圓圈。

2.  帶領者先做一個表達愛的動作，右

邊的朋友可重複此動作，並自創一

個動作，下一位再模仿他，再加一

個自選新動作，如此類推。

3.  直至有重複了動作，或忘記之前其

中一個動作為止。

■噓！

■莫嘉．德卡廸耶著

■弗羅希安．皮傑繪

■道聲出版社

■HK$99

噓！

看完這本繪本後，我們可以進行親子共

享延伸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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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書

■潘坤地著

■道聲出版社

■HK$88

雅歌書所羅門的歌是歌中之歌。此詩卷猶太人非

常的重視，他們認為他是聖經中至聖的。每逢逾

越節的第八天，他們唱著這愛的詩歌，來歌頌那

逾越節羔羊的捨身奇愛。

本書影射全本聖經的教義，使人領悟主上帝永福

的應許是何等的美善。教導信徒追求愛主的心，

當如何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就當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帝在基督耶

穌裏從上面召我們來得的獎賞。

身為母親、妻子，她以幽默、風趣，笑看困難，

以堅忍的毅力時時倚靠神，以詼諧的筆調述說神

帶領的宣教路程。本書記述金克宜與邱顯正牧師

夫婦蒙召服事，帶著三個孩子踏上跨文化宣教的

旅程，雖歷經挑戰、面對困難，但一路倚靠神的

帶領，堅定抓住神的應許，更多經歷神豐盛奇妙

的恩典。

■那些年．這樣過

■金克宜著

■道聲出版社

■HK$96

■基督教信仰根基

■哈隆文博士著

■道聲出版社

■HK$174

學習神學不是少數人的專利，也不是為了學些知

識以便向人誇口。「因真理成聖」是上帝對每個基

督徒的要求和應許，在「熟練仁義的道理」上，學

些神學是必要，若是想服事上帝，學習神學更是必

要的。本書以聖經為依據、「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

道」之原則和帶著「要為從前一次交付聖徒的真

道，竭力地爭辯」之態度，來闡明我們對《聖經》

真理認識的立場。此外，原書稿《系統神學》中的

「閱讀材料」，把必須選用的部分翻譯和編入本著

作之中，並以中文的表達方式和使用習慣呈現。

■真理教室—羅馬書

■文亮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許多基督徒想有系統地認識聖經，卻因為沒有時

間、資源，或因五花八門的資訊不知如何整理和

消化，便漸漸地打消了念頭，久而久之也失去了

起初渴慕認識真理的熱情。

「真理教室」是一套按著聖經經卷，逐章、逐段

地觀察、解釋、應用，以幫助基督徒系統認識聖

經的個人查經材料，也適合小組聚會的查經、分

享和討論。它能在最短的時間內，以最簡潔有力

的內容，幫助您在至聖的真道上造就自己，讓您

的生命因認識上帝的話語而有根有基。

Merry
Christmas

New Arrivals新 書 推 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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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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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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圖：亞澍

識讀大衛

標竿人生

梁言善道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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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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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一九年十月三十一日）

聲道

1

活動推介

活動花絮

■活動花絮｜http://bit.ly/2X3cI45

童心飛躍第五及六冊導師訓練班

日期：6/12（五）

時間：下午7:00-9:30

地點：信義樓五樓

費用：$50

報名：bit.ly/2AmD4UL

*凡購買《童心飛躍》套裝，可有1位免費參加

*另有其他活動，詳情請參閱Facebook專頁公佈

信徒箴言2020

基督教聯合書展2019—

文化「講」場活動
本社於基督教聯合書展參展期間，舉辦了兩個

文化「講」場活動，分別由汪善儀博士主講的

「上帝在掌權，仍在管理我」及杜奧利博士主

講的「在充滿挑戰的時代管理好神的供應」，

幫助我們在現今的世代裏，先讓上帝掌管我

們，並且活出基督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