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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除
了禱告，我們可以作甚麼？」這個問

題，大家可能在不同情況下都有發問

過，就算沒有即時開口問，也可能會在心裏問

了好幾回。面對社會不穩定、疫情嚴峻、天災

人禍，人人都會感到束手無策，對人的失望甚

至引起憤怒，我們可以怎樣做呢？

許多時基督徒都好容易回應：「同心禱

告。」雖然這是一個重要而實在的行動，然而

另一邊廂小信的我們心裏也可能會疑惑：「禱

告會有果效嗎？有沒有其他可以做的呢？」

當面對絕望的時候，我們會知道禱告猶

如哈列斯比引用啟示錄三章20節所講的，這

經文「提醒我們不是我們的禱告感動了主，乃

是主感動我們去禱告」。的確，如果我們沒有

打開心門，讓主進入的禱告，可能只是羅列清

單，等待滿足需要；或是借助巨大的勢力敵擋

另一個勢力的呼求；更可能是透過因循的行為

換個安心。禱告，是打開心扉，讓主的愛感動

我們，讓我們看透世情，謙卑自處，讓主來幫

助我們，讓祂用自己的能力、方法和時間去解

決問題。

面對任何處境，不是只有禱告，而是當我

們選擇禱告，往往反映我們內心的無助和缺乏

信心，也令我們切切體會掌管生命和一切的仍

是上帝，不是我們自己或任何人。我們毋須因

疑惑和軟弱而懼怕向上帝禱告，甚至發怨言，

因為只要肯讓上帝進入我們內心，上帝必會垂

聽我們的禱告。透過禱告的過程讓上帝在我們

內心作工，到再去面對現實處境時，我們會發

現自己會帶著不一樣的力量，甚至會以一個全

新的心態，繼續迎向生活。透過禱告，上帝提

醒我們祂會一直與我們同在，一直陪伴我們走

下去。

選擇選擇禱告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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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套三代經課講章系列的福音甲年《愛的

教導》與丙年《愛的拯救》一直放在筆

者的書桌上，因為確實是預備主日講章、小組

查經及團契短講的實用工具書。期待已久的福

音乙年《愛的服事》終於快將出版，使我的案

頭終歸齊集甲年、乙年及丙年的福音講章集。

筆者間歇地收到主禮、導師、講員等訴

說崇拜經文按照三代經課，難以回應信徒當前

面對的社會議題。真的嗎？若你翻開書內的每

一篇講章，特別是生活應用的部分，都能適切

地回應當下的社會問題。事實上，筆者認識有

些獨立教會的牧者都主動按照三代經課宣講信

息，就是看到箇中的好處：根據教會年及節期

編排的經文，能有效帶領會眾與基督同行。

筆者當年在神學院修讀戴博士教授的舊

約經文宣講，其中一篇功課有幸收納在舊約系

■三代經課講章系列 —

　福音（乙年）愛的服事

■戴浩輝、鄺天賜等著

■道聲出版社

■HK$106

■朱小琪

列。當知道講章會接觸更多讀者，連忙花了幾

個晚上改正及補漏。所以，絕對明白每位講員 

 「再執」（修改）講章背後的辛勞！

盼望這本《愛的服事》出版之日，這場 

 「新型冠狀病毒」的風暴已過。即或不然，這

材料也十分適合家庭崇拜之用。

深願上主大大使用這本《愛的服事》，祝

福全球華人教會及基督徒家庭。

齊集一套三冊的齊集一套三冊的喜喜悅悅

  三代經課講章系列    福音（乙年）  愛的服事
快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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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是一間教會的我只是一間教會的

■為神作個好會友■為神作個好會友

■湯姆■湯姆．雷納著雷納著

■劉如菁譯■劉如菁譯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3■HK$53

■彼得

基
督徒、弟兄、姊妹、會友、教友、同

工，有很多不同的名字、身分，心想信

了耶穌已經有相當一段時間，究竟上帝在我們

身上作了甚麼改變，究竟我們配不配擁有這些

名分？一個初信的基督徒，還是信主數十年的

基督徒更能榮耀主，更能在教會中服事弟兄姊

妹，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為主作鹽作光？在這

段時間相信很多弟兄姊妹都會因面對社會前所

未有的動盪、澳洲的山火、比沙士更嚴峻的疫

情，而經歷各種各樣的艱難，甚至現在全城人

心惶惶。究竟主吩咐過我們甚麼？提醒過我們

甚麼？主已經提示我們了，主真的很快回來，

但現在教會的狀況是否蒙主悅納，我們是否配

得稱為主身體的一部分？是否能坦然面對主？

 《為神作個好會友》重點指出了現今很多

基督徒在教會的不同角色裏出現的問題，不論

是有事奉或沒有事奉的，低「職位」還是高 

 「職位」 ，作者讓讀者反思我們把主所設立的教

會當作是俱樂部還是基督的身體？是要按照自

己的意思、在地上的閱歷和經驗去決定教會應

該要怎樣？作者引用了一句說話： 「這是我的

教會，所以你們的音樂和詩歌必須是我想要聽

的。」 「牧師，聽好了，你可別忘了是誰付你

薪水的。」這些似曾相識的話可能發生在不少

教會中，我們是在建立屬自己的俱樂部，還是

要「合乎聖經」地建造合上帝心意的教會，當

主有一天要提接教會的時候，我們能否可以像

保羅說：「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的

路我已經跑盡了，該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把「合主心意」的教會獻給主？

作者不單指出問題，而且提供了幾種指

引，使我們能重回正軌，我們在教會的作用

並不在乎信主的年資、堂會的年資、職位的

高低、奉獻的多少，也不是根據以上的因素去

擁有多少的發言權，而是取決於是否「合乎聖

經」，和是否以聖經所說的，以愛為根基，否

則都算不了甚麼。

主已經為我們作了最好的榜樣，祂「反倒

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我們又有甚麼可自

誇呢？讓我們都願意效法主，為上帝作個彼此

服事的好會友！

會友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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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味 細味 《禱告》《禱告》  之後之後

■禱告（修訂版）■禱告（修訂版）

■哈列斯比著■哈列斯比著

■顏路裔■顏路裔譯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88■HK$88

■顏嘉年

本
書作者哈列斯比是挪威福音派教會的一

位保守且虔誠的領袖，中文版是由道聲

出版社前副社長顏路裔在1975年按挪威原文

而修改翻譯。

閱讀了《禱告》中文版一書之後，筆者真

正感受到整本著作的內容富有靈程的輔導，是

一本「有分量的好書」！此書已翻譯成三十七

種語文，全球銷售的數目更是驚人，只是從

1931年的英文初版開始已售出超過八十萬

本！而自1953年中文翻譯版面世後，已售出

超過十多版（不包括同版印刷）。

 《禱告》一書也多次由多位著名作者推

介，其中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在序言

中提到：「這本書本身呼吸著祈禱的精神……

充滿了恩典、憐憫、歡喜和挑戰。在這本書

中，我感覺到耶穌正邀請我們跟祂去冒險。」

作者就好像一位好導師，紳士般帶領讀者

一幕一幕的進入豐富的禱告與真義裏，進到上

帝那裏去。作者舉例形容禱告的必要是：「呼

吸不是件難事，禁止呼吸卻不容易。」禱告就

好像靈魂的脈搏那麼重要；又「猶如無助的嬰

孩用哭聲表示需要幫助，激動了母親的心腸」

為例，表示「無助」的求告，更有果效？！

筆者一直感覺禱告的難，往往是因著「不

確定」、「自圓其說」、「寧願多做少說」，

但實際上這就是「信不足」，有時根本就是 

 「不信」 ，但作者循循善誘的啟導讀友一一面

對，如此清楚，怎可不知呢?!

那麼豐富的「分甘同味」，怎可不細味一

下？贈友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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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基督教兒童教育的華文教材中，不乏見到

兒童主日崇拜與主日學教材。惟，由香港

信徒群體編寫，本於信義宗信仰傳統並結合教

會年而設計的兒童主日崇拜與主日學教材，則

可說絕無僅有。道聲出版社在2018年起編制的

《童心飛躍》可說是具相當魄力的新嘗試。

 《童心飛躍》是集兒童主日崇拜及主日學

一身的教材套。全系列教材以教會年（甲、

乙、丙年）的三代經課為經，以崇拜及主日學

方式為緯，把每周的福音信息以生活化的情

境，深入淺出地向就讀小學的信徒或學生闡

釋。由於教材是按教會年編寫，所以，《童心

飛躍》可每三年循環使用。每年按節期而分四

冊進行，清晰有序，不易混淆。

兒崇教材的主要受眾為各級小學生。然

而，幼兒學生，特別是準小一學生也可一起經

對話式學習對話式學習
■黎惠儀

歷。最特別之處在「認罪禮」中融入具體的經

驗學習，讓孩子能有足夠的時間反思、沉澱與

立願。在「信息宣講」部分，教材既簡要地提

出每周崇拜信息的重點，也向導師提供了兩個

選項：與福音題相關的繪本講道或福音題經文

的直接演繹，讓導師能按受眾的需要及個人的

風格而作出合適的選取。

主日學教材則分初小及高小兩級。兩級教

材主題相同，但因應不同年齡孩子的理解、能

力和反應而配以不同程度的詞彙用語。值得欣

賞之處在導師或家長可以透過教材的生活化設

計而與孩子展開對話式學習，寓道於生活，有

深化信息之效。

盼望導師在靈活使用《童心飛躍》教材

時，能激發孩子那躍動的心，羨慕聖言，也在

主道中成長。

鼓勵鼓勵導師與學生導師與學生、、家長與孩子家長與孩子的互動教材的互動教材

學生本學生本 （售價：HK$42-48）（售價：HK$4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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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小級

高小級

學生本

 《童
心飛躍》整套教材都非常簡單容易

用，指引也清晰，容易明白，提供

了很大的空間讓導師發揮，特別對在職及沒有

受過神學訓練的主日學導師來說，是非常好的

教材，教師本每課課文的「給導師的話」能幫

助導師，讓導師不需要用太多時間預備所有崇

拜及主日學的資料。

自去年九月開始，由崇拜至主日學時間都

使用《童心飛躍》，在崇拜後，我們會先分初

小級及高小級兩班，然後有小遊戲、小手工或

故事的時間，再有使用學生本的時間。學生本

設有簡單填充，小孩子可以按年齡填寫字詞或

繪畫公仔圖畫，特別初小級的小孩子所繪畫的

圖畫都有豐富的聯想和創意，小孩子不會的生

■林凱恩

從小培育孩子認識上帝從小培育孩子認識上帝

字，導師可以即時教導。小孩子和導師們都很

喜歡繪畫情緒溫度計，對於比較內向的孩子，

可以讓導師有多一個渠道了解他們的情緒，提

供適切的輔導和跟進。學生本內容也與崇拜

主題一致，初小級及高小級的孩子都有共同話

題，導師易於掌握孩子的學習和解答他們的問

題。

我們非常欣賞整套教材跟隨的節期編排，

崇拜中的禱告包括了認罪與代禱，講道內容也

非常生活化，能幫助高小級的孩子。我們開始

使用時，也需要一些適應時間，但習慣了之

後，能讓孩子培養為自己的罪和為別人禱告的

習慣，從禮儀和節期之中，也可從小培育孩子

認識上帝。

重溫兒童崇拜的
宣講信息。

11

對子女寫下
鼓勵的說話

讓家長明白子女
在當天兒童崇拜
所學到的內容

44
透過不同活動， 
讓學生實踐信仰。

22

與子女分享
自己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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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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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知道人類身體上最小的骨頭是哪個位置

嗎？傳說中的龍是否真的存在過？

已經很久沒有正正經經拿起實體書來

看，當收到《上帝的100堂奇妙自然課》這

本書後，首先打開主題索引看看，已經覺得

非常吸引，每一章都是一個有趣的自然科學

題目，所涉獵的範圍廣闊，包括：天文、地

理、動植物學及人類學等等，可以想像看此

書就猶如走進一間自然科學博物館，因此一

看便被吸引了，一口氣看了大半本書。

翻開內容細看，發現原來此書殊不簡

單，不單可以增長自然科學知識，更可作為

靈修材料呢，而最利害的地方是它既精簡、

扼要又豐富、全面，每一章只用二三百字就

能夠生動有趣地讓我們學習一項自然科學知

識，並藉著聖經經文和道理作引導，令人更

深刻的認識上帝的心意以及驚嘆上帝創造的

奇妙和偉大。因此，我認為它十分適合小朋

友用作靈修書籍，幼兒的父母更可以和小朋

友一起閱讀，幫助小朋友從小建立靈修的好

習慣。此書也適合作為兒童主日學的輔助教

材，大部分小朋友都對未知的世界充滿好

奇，一邊討論自然科學，一邊學習聖經，相

信小朋友一定不會再感到聖經是沉悶乏味

的。

總括而言《上帝的100堂奇妙自然課》

是一本不能錯過的好書。

■上帝的100堂奇妙自然課■上帝的100堂奇妙自然課

■路易■路易．．紀里歐著紀里歐著

■傅湘雯譯■傅湘雯譯

■尼可拉■尼可拉．．安德森安德森繪繪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143■HK$143

■張亦愛■張亦愛

認識上帝的            自然課認識上帝的            自然課奇妙奇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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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見陽光燦爛的自己■看見陽光燦爛的自己

■陳映瞳著■陳映瞳著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110■HK$110

醫
生常常給人一種高高在上，冷冰冰，高

傲自恃的感覺。

作者是台大醫院的眼科教授。在一般人

眼中，她是眼科權威、角膜專家。她撰寫的醫

學期刊論文獲獎無數，是個令人羨慕的人生勝

利組。

難得的是她仍能保持著一份純真、童

心，並時刻洋溢著正向思考，委實是杏林裏的

一道清泉。

本書內容可分為四個部分，每部分都由

一個個小故事串連而成。沒有太多道理與說

教，更沒強加觀念在讀者身上，有的只是人與

人之間的相處點滴。在笑聲和淚水中，堆疊出

你我生命中的「曾經」，告訴我們如何一步一

步從尋找到發現陽光燦爛的自己。

本書最令我深刻的一篇是「豬隊友，讓

你噴出神奇超能力」。

作者提及到在日常生活中，我們總會遇

到讓自己抓狂或拖垮我們信心的人。但遇到挑

戰的時候，如果能放下身段，正面思考，事

事感恩，轉彎之後的前景可能會比原路更暢

順。

香港現正處於水深火熱的境况，社會運

動觸發人與人之間前所未有的撕裂。新型冠

狀病毒肺炎肆虐，使人心惶惶，心情起伏不

定。最需要的正是這類能潤澤心靈，把負能

量轉化成正能量的作品。

此書知性、理性、感性、靈性兼具，還

有深入淺出的「小鸚鵡註解」以及極具小女

孩風格的插畫，都有畫龍點睛之妙。

有幸拜讀這本書，從書裏可以獲取許多

寶貴的人生哲理。

儘管我們都是角落的微生物，面對這個

變幻無常的世界，也要真情地活著，努力開

拓你的人生格局。

看見看見陽光燦爛陽光燦爛
的自己的自己  

■盧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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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美玲■簡美玲

米
高老師首先邀請同學們猜猜南瓜裏面

種 籽 的 數 目 ， 猜 好 之 後 ， 老 師 就 建

議同學切開南瓜，去數清楚裏面種籽的數

目。這豈不就是科學精神「大膽假設，小

心求證」的學習模式。

要切開南瓜取出種籽也真不容易，如何

切開南瓜？怎樣從又濕又黏的果肉中取出種

籽？同學們在老師帶領下一一解難。點算種籽

亦非易事，同學們採用了不同的方法，例如：

以兩粒、五粒或十粒一組的方法點算，過程

涉及很多與數學有關的概念，例如：大小、倍

數、排序等等。

■查理的南瓜多少籽？■查理的南瓜多少籽？

■瑪格麗特■瑪格麗特．．麥納瑪拉著麥納瑪拉著

■G■G．．布萊恩布萊恩．．卡拉斯卡拉斯繪繪

■葉美琦譯■葉美琦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93■HK$93

小南瓜大發現小南瓜大發現

故事的主角查理，是班中最矮小的同

學，負責數算最小南瓜的種籽，但意想不到

的，原來最小的南瓜，竟然有最多種籽。這正

是最重要的發現，大的不一定多，小的也未必

少，同學們無需事事比較，比拼爭勝，亦不應

按外表判斷自己或他人。

小南瓜給我們的大發現，原來小東西也

能長出這麼多種籽，我們能夠發現小朋友內裏

蘊藏強大的潛能嗎？這是一本有趣又富啟發性

的繪本，不單適合小朋友，對老師和家長也能

帶來啟迪，值得向大家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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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限制級人生： ■我的限制級人生： 

　　日子很鳥，也可以過得很好日子很鳥，也可以過得很好

■林欣蓓著■林欣蓓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22■HK$122

■幸福家庭重建(禮物版)■幸福家庭重建(禮物版)

　　30天禱告手冊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楊寧亞著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基督教愛文

　　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福音藝術傳播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0■HK$80

■盡心竭力： ■盡心竭力： 

　　屬神的男人與敬虔的母親屬神的男人與敬虔的母親

■提姆■提姆．．查理斯著查理斯著

■顧美芬，林韡勻譯■顧美芬，林韡勻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72■HK$72

後來我明白，人生很多事，不用靠腳也能做到！

人生很多障礙是閃不掉的，我們需要的是不得已

的勇氣。

輪椅、尿管、身心障礙手冊、無障礙設施……這

些都只是幫助我生活的東西。

我不需要「演」一個正常人，我就是一個正常

人，每一天都需要別人的幫助，每一天也可以去

幫助別人。

說真的，你不也是這樣生活嗎？

其實上帝給人類家庭，就是一個禮物跟祝福，然

而人的罪往往使家庭失能造成社會破碎，若您願

意接受耶穌，學習彼此相愛，上帝會使您經歷彼

此饒恕、罪得赦免的美好。

全書共分為31篇，每一篇都是簡單且完整的聚會

材料，幫助弟兄姊妹按著上帝的心意建立健康、

和樂、富足的基督化家庭，盼望每一位拿到本書

的讀者，就像是拿到一個禮物一樣，將上帝的祝

福帶入您的家中。

書中蒐集了十一位傷心、奉獻、流淚、平凡，甚

或單親母親的故事，這些母親都有一個共通點：

都是敬虔愛主的。這些母親在孩子年幼時種下神

的道，即便有的孩子很長一段時間離開上帝，仍

然是帶來了盼望。甚或有母親中年信主，對兒子

的影響仍是有目共睹，可謂推動搖籃的手就是推

動世界的手。

新書推介新書推介
New ArrivalsNew Arriv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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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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九式（學員本）

成長九式 
 （樂‧愛靈修）

信徒箴言 2020

標竿人生（進昇版）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二零年一月三十一日）

聲聲道道

11

活動消息活動消息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噓》舞台劇  《噓》舞台劇 
本社與將軍澳循道衛理幼稚園合辦舉行「戲劇閱讀

推廣」，話劇以繪本《噓》為故事藍本，幫助小朋

友明白朋友互相幫助及如何管理情緒。如對戲劇閱

讀有興趣，可以與我們聯絡。

■噓｜http://bit.ly/2EM7JMU■飛躍時間｜http://bit.ly/2ukoRrJ

最新動態：

因著上帝的恩典，贊助者為到本社同工健康著想，贊

助本社辦公室清拆了二十多年的地氈，更換為膠地板

並重新規劃，現已完工。感謝各位禱告記念。

	《童心飛躍》崇拜及主日學資源分享：

有鑑於政府因疫情而公佈全港學校停課，本社為主日

學老師及家長提供相關資源，讓小朋友可善用時間，

在家中也能學習聖經話語。現可透過以下連結使用教

學短片，實行停課不停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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