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22

 「情
同兩手一起開心一起悲傷，彼此分擔

總不分我或你⋯⋯」這句歌詞，令人

想到能夠擁有這份難得的友誼，是多麼幸福。

在信仰群體中，教牧與信徒之間、神學

院老師與學生之間、導師與團友之間，能達致

亦師亦友的境界，更是難能可貴。然而，要 

跟「疫症」做朋友？還要拜他為師？為甚麼？

可否向「疫症」說：「 不！請你快走！」

疫情發展至今，已經影響了全球人類的

生活，進入了新常態、新思維、新模式、新用 

詞⋯⋯日新月異，讓我們每天都有新的學習。

在「今天不知明日事」情況下，若只維持現

狀，一切就如停頓，人就容易失去方向，活在

無望和迷失之中。

疫情猶如嚴師的出現，每一次公布確診

和死亡數字，好像評論我們究竟是輕率馬虎處

理，還是認真嚴肅看待；每一次評論後，教曉

我們要比昨天學得更好，應變措施也要想得更

快更準。這半年，無論是管理層，或是執行人

員，都被鍛練成為一個能隨機應變的「執生」

高手。

■梁美英

疫情怎能是朋友？朋友的定義很廣，同

喜同悲，能彼此分擔當然是夢寐以求的友誼，

但確實有些朋友如疫情般，給我們一個大教訓

後，我們會學懂：要遠離他。他仍可以是我們

的朋友，不用以他為敵。

人生總會遇到困惑失意的時候，如果我

們只用消極逃避或抱持敵對態度面對，總有一

天，我們會發現人生只剩下自怨自艾可憐的模

樣。若我們能抱持謙卑積極的心態，「問問上

帝」，視危機為「青春的契機」，「洗過臉」

再繼續做好本分，與疫症「一起走過日子」的

點滴，都會成為「超厲害」的回憶。

當疫情過後，除下口罩，再展露笑容，

你、我仍在，就是已超越這位疫師了。我們會

發現不再需要用力面對它，因為我們已有免疫

力。

疫師疫師．．疫友疫友



3 

當
筆者有機會拜讀《問問上帝：回答懷疑

論者對基督教的質詢》時，我了解到正

是作者的獨特的人生經驗練就出他非凡的視野

來撰寫這書，與其說這是護教或傳福音的書，

我看更像是作者的生命結晶，透析出他為這代

人在真理和靈性上作出深刻的洞察。他十問基

督教，向那些疑惑者、不可知論者，和飽受

現代思潮衝擊者進言，邀請大家共享福音的盛

宴。

這裏，我無意為大家撮要此書內容，只想

提出貫穿「十問」的幾個看點。若讀者能有所

把握，將可覺察到力透紙背的生命之言。

首先，作者馬克成長於無神論的家庭，這

使他帶著自己的困惑進入信仰的思考，使他能

實在地理解在信仰邊緣掙扎者的感受和問題，

他的回答只能在說服自己之後，才可以寫出

來。

■問問上帝

■馬克．克拉克著

■古志薇譯

■道聲出版社

■■HK$138

（快將出版）（快將出版）

■歐偉昌

自 八 歲 起 ， 他 就 是 一 位 妥 瑞 氏 綜 合 症 

 （Tourette Syndrome）患者，這種神經系統的

疾病令他隨時可能發出不自主的怪聲或身體抽

搐，後來他更患上強迫症，若他能勝過這些障

礙又能在歲月中接受別人對他的奇異目光，你

想想他的人生會有怎樣的閱歷？他給大家的回

答又是怎樣？

他建立的教會由數十變數千人，他用福音

改變人心，不是用甚麼目標導向或現代教會增

長理論，試想像耶穌當年難道不也是用其信息

改變世界，並不是依靠甚麼教會管理模式？

十問基督教，答案只有一個，就是他用自

己的生命為鑰匙來貫穿所有的提問，譜寫出有

血有肉的生命篇章。

十問基督教，十問基督教，

                  答案答案只有一個！只有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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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的契機（新修訂版）— 

　跟著聖經行，青春超有型

■保羅．大衛．區普著

■麥曉蘭譯

■道聲出版社

■HK$109

■梁華廣

如
果我們覺得青少年是問題或問題的所

在，我們就很容易帶著煩惱的心情去與

他們相處，甚或避之則吉。本書作者歐普的行

文，使我想起一位香港極具代表的青少年工

作者，他不單分享專長，也引用自己失敗的例

子。

本書作者所分享的不單是觀念，更是他自

己所抱持的積極態度，對幫助青少年成長的反

省和受召作為父母去裝備孩子活在這破碎的世

界中的回應。作者有血有肉，有理（真理）有

據地分享了他自己不少失敗和有回報的經歷。

當父母自感無助、無奈、無力地面對或

幫助青少年子女時，作者提醒讀者「上帝的作

為不是經由你自以為是的剛強，而是經由你的

軟弱成就大事。」青少年人遇到的每一個問題

都可以是一個機會，讓你去明白他們和裝備他

們，引導他們的心該如何思考，使他們渴望與

抉擇更貼近上帝的心意。只要我們作父母的，

也謙卑受教。

很多時我們都怕紙上談兵的著作，但本書

並不是此類，它還提供了實踐計劃，除了在最

後一章提供了成功小點子二十個之外，還用了

近五分一的篇幅的「青春練習題—父母實戰

手冊」，藉此帶出全書精煉心法，並配以「落

實生命的心動A計劃」的行動建議，使有心嘗

試學習把握機會去裝備青少年孩子的父母，清

楚知道自己不是法官、不是看守者，而是上帝

放在孩子身邊隨時的幫助，陪伴他們一起打贏

這場重要的成長爭戰，也是一場屬靈的爭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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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n you Hear me, Daddy?■Can you Hear me, Daddy?

■Written by Y.Y. Chan■Written by Y.Y. Chan

■Illustrated by Pearly L.■Illustrated by Pearly L.

■HK$110■HK$110

■珍妮花

當
小雲妮（R e n e e）得悉父親患上癌症

時，她嘗試用日記的方式記下自己陪伴

父親走過生命最後一段路的心路歷程。雲妮無

法明白為甚麼厄運會發生在她最親愛的父親身

上。她默默的禱告，懇求上帝醫治父親的病。

但父親真的能康復嗎？如果父親真的要離開，

她自問：「你還能聽到我嗎？」

要跟小孩子談論死亡或喪親之痛實在很不

容易。作者將自己的親身經歷化作小女孩的故

事，道出了面對父親臨終時的難捨與思念，體

會到家人之間的愛與支持。從父親身上，她明

白到生命的盡頭只是永恆生命的開始，父親的

肉體雖然離開了，但他永遠活在她心中！

誠意推薦這本曾獲美國讀者喜愛圖書獎 

 （Readers' Favorite Book Award）和Litpick 

的五星級獎書的繪本給正在面對家人患癌症或

曾經歷喪親之痛的兒童和家庭，希望讀者也能

從哀傷的過程中體會到愛與盼望，將悲傷化成

從上而來的正能量，帶著恩典，從新出發。

你還能你還能聽到聽到我嗎？我嗎？

哀傷不會完結，但會改變 。

它是一條通道而非一處停留之地。

哀傷並不代表軟弱或少信……它是愛的代價。

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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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
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 的編撰已

進入第三年了，我們由三代經課

的丙年開始，跟著是甲年，在忙碌的出版

日程裏已走到最後一年—乙年了。

圖畫冊最初是為了配合教材而設計，每

幅圖畫都是為了配合當天的福音經課而繪畫，

把經文其中的片段活現在孩子的眼前。在崇拜

中，導師可以使用圖畫來吸引學生的注目，把

主耶穌基督的生平、言行和事跡藉著圖畫印記

在孩子的心裏。所以，耶穌和人物的造型都是

適合小學生，也較接近高小年級的學生。

隨著第二年教材編撰開始，我們為耶穌

和人物的造型添上新構思，圖畫冊也有了新的

目標對象。除了配合教材之外，我們也鼓勵家

長與孩子一起靈修，圖畫冊中原本的修長造

形，換上了短小的形象，還加上了點點的「豆

豉眼」，期望能適合幼兒和初小級學生，給他

們看看聖經人物的新形象，都是為了讓孩子從

圖畫和朗讀聖經的描述中，更能記著聖經的故

事。

預備第三年的教材編撰時，我們考慮圖畫

冊是否需要再換一個新造型？要更可愛嗎？更

色彩繽紛嗎？或是粉色系列呢？這次是為了未

能上幼兒園和上主日學的孩子，期望圖畫冊能

給他們一點點新鮮感，同時記著上帝的說話和

耶穌的故事。

就讓讀者先看看初稿，給我們一點鼓勵！

也謝謝插畫師亞澍的配合和努力，讓我們能給

孩子送上了三重風格的圖畫冊！

■梁淑儀

給孩子的給孩子的三重風格三重風格圖畫冊圖畫冊

給小學生的耶穌和人物造型。（丙年第1-4冊）

換上短小的形象和點點的「豆豉眼」。 

 （甲年第5-8冊）

期望能給他們一點新鮮感（乙年第9冊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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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
症期間，每個主日早上，我跟很多信

眾一樣，開啟電腦準備網上崇拜。但

我會先做一項事情，就是分享 《飛躍時間》

連結給有孩子或當老師的親友們，好讓他

們的孩子或學生也可在主日早上敬拜主。

不少教會維持網上成人崇拜已不容易，再

安排兒童崇拜更是難上加難。感謝主，數年來

在福音媒體製作及文字事工上栽培我，叫我能

在這事工上有份，將兒崇教材《飛躍童心》拍

攝成《飛躍時間》短片放在互聯網這禾場上。

然而，上帝的安排遠乎我們所求所想，因

我在處理字幕時，過程中需要不時重複播放，

竟令家母從中學會數首詩歌，令「童」心飛躍

演化成「耆」心飛躍。

漸漸也有朋友告訴我， 《飛躍時間》幫助

他們不少，困在家中悶極了的孩子，能因此聽

聖經故事，唱詩歌感到很快樂。更有位慕道的

■劉珮群

父親說，當他陪著孩子一起看《飛躍時間》

時，反思了自己的生命跟信仰。

原來上帝正使用《飛躍時間》這顆福音種

子，在不同的大小朋友心裏紮根。當中衷心感

謝道聲出版的同工，還有每位不辭勞苦、粉墨

登場的牧者，看著他們的用心準備，跟我們商

討如何在內容，甚至語氣上能吸引小弟兄姊妹

們，在家中「坐定定」崇拜，並學習祈禱和敬

拜禮儀，實在叫我動容。

明白我們還有不少進步空間，求主繼續開

路帶領，讓更多教會、家長、同路人跟我們一

起同心飛躍，叫更多孩子在福音中成長，願一

切榮耀歸主名。

使 「使 「  耆耆」 心飛躍」 心飛躍

■飛躍時間｜bit.ly/CW-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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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可以嗎還可以嗎？？

■還可以嗎？

■明詩琪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78

■呂慶忠

先
賢曾說：書中自有黃金屋。但在明詩琪

牧師的新著作《還可以嗎？》中，我們

可以發現—書中盛載著的是從聖靈而來的生

命之道！

軟弱、不安、受傷、憤懣、孤單、害怕、

灰心、無望⋯⋯是我們大部分人都經歷過的情

緒。在我們面對困境、期望與現實出現差距的

時候，我們都會不斷去尋找出路。但大多數

的結果卻是讓我們更陷於無助與無奈之中。因

此，我們學曉了戴著面具去做人，讓自己可以

在面具之下得到短暫的安全感。可是，久而久

之，我們卻逐漸把自我也迷失了。我們不知道

自己是誰？不知道家在何方？不知道何為愛？

不知道自己為何存在？

明詩琪牧師把歷年的講道以靈修小品方式

重新編寫而成的這書，以細膩和充滿同理心的

筆觸，把我們日常生活中遇到的悲、喜、苦、

惱、困苦與矛盾都描繪了出來，相信讀者都能

在當中找到熟識的經歷與共鳴。

全 書 各 篇 文 章 有 獨 立 的 主 題 ， 但 卻 被

「愛」和耶穌對世人困苦的憐憫串連了起來，

讓人在讀後能生出積極的盼望和動力。

對於非基督徒來說，這書是一部充滿體諒

和人生哲理的書，你可以從中學習到面對生活

種種問題的智慧。但對基督徒來說，這書更是

不可多得的靈修小品，可以讓你更加認識十字

架和上帝的救贖，對靈命的重整和更新有莫大

裨益。

我誠意把此書推薦給你，願它能幫助你獲

得更豐盛的生命！



9 

別被 別被 「「謊言謊言」」  打倒 打倒 

■余珠燕

看
這本書，就像在看別人把你難以啟齒的

經歷說出來⋯⋯

作者瑞秋．霍利斯，是一位年輕又成功的

百萬人氣企業家。她在這本書中，毫不忌諱地

向姊妹們分享她的糗事：

還是女孩的她，犯過很多女孩子會犯的

錯；年輕的她，在兩性關係上做了難以啟齒的

事；作為人妻，她曾經假裝享受與丈夫的性

事；作為人母，她時常失去自己，在標準好媽

媽的定義上掙扎；作為雙職女性，她也曾失

衡，在母親和職業女性的角色上拉扯⋯⋯

她經歷過童年創傷，也試過產後抑鬱；

她曾經因為生孩子後身體不能回復而討厭自己

的身體；她經歷過減肥失敗；經歷過與酒精作

伴；經歷過放棄目標；也曾經被那些大部分人

認為對的「謊言」所捆鎖⋯⋯這些經歷，相信

或多或少，都會令你感到共鳴。

看罷本書，你應該會發現，像瑞秋這樣

成功的人，都和我們一樣犯過同樣的錯，有著

同樣的掙扎，亦曾經歷過心靈上的創傷。無論

你覺得自己有多不濟，你都只是和她一樣，和

其他女孩一樣。但瑞秋不讓大家停留在過去

的錯誤和失敗之中。她在每一章結尾都清楚切

實地給予讀者應對那些「謊言」的方法，並

鼓勵讀者認真面對自己，努力作出改變，做最

好的自己，做回上帝所創造獨一無二的你。

■女孩洗把臉

■瑞秋．霍利斯著

■童貴珊、謝慶萱譯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0

姊妹們，妳的人生根本不需要像別人那樣，

你的人生必須由妳開創！

姊妹們，去洗把臉！快醒醒吧！

真相是， 「我要成為怎樣的人」 、 「我要活得多快樂」

只有妳能負起全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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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
事講述一對好朋友（麋鹿馬文和河狸

伍迪）的友誼經歷。

馬文因為一次救人事件被傳遍森林，

所以想做大英雄。伍迪出了很多力去幫助馬

文成為超級英雄。馬文變得愈來愈「超厲

害」，他成了名，成為森林的明星，而且非

常忙碌。因此，馬文和伍迪的交往便變得生

疏了，友情變淡了。 

伍迪不但覺得被忽視、被冷落，更產生

了嫉妒。他希望自己也表現得「超厲害」，

所以想出了不少壞主意，還闖下大禍！幸好

馬文及時出現，他們合力化險為夷。

最終，這對好朋友靜下來互訴心聲，互

相欣賞和接納，重修舊好！

故事看似簡單，圖像利落分明；其實

就像面鏡子，照出孩子在成長中常遇到的情

境和心結。由於孩子的心智尚未發展成熟，

他們的表現常會被家長誤解，而覺得他們幼

稚。實際這是非常正常的成長歷程！

孩子聽完這故事，會代入角色、會感受

到自己的反應可以被接受，甚至感受到壞主

■樹熊姨姨

意可以被糾正，遇到危機也可以去化解。孩

子對犯錯後的情緒會變得安然一些！他們會

變得有勇氣去表達感受，會變得有勇氣去承

擔後果、有勇氣去想方法修補。

若家長善用這繪本，不但能優化親子關

係，打開溝通之門，更可以把握機會，與孩

子講述自己兒時所犯的錯或糗事；讓孩子知

道父母不是永遠高高在上。

除此之外，當成人閱讀這繪本時，也會

猛然發覺一對好朋友或夫妻為了某個目標，

常會互相盡力成全對方。但當日子久了，表

現或程度漸漸出現差距時，像伍迪和馬文的

矛盾也有可能發生啊！這是很值得我們反思

呀！

超厲害 !超厲害 !

■超厲害！■超厲害！

■克雷格■克雷格．舒特伍德著舒特伍德著

■許雅雯譯■許雅雯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99■HK$99



■為愛做點傻事：在心很累的世界， ■為愛做點傻事：在心很累的世界， 

　重新發現愛的美好　重新發現愛的美好

■鮑伯■鮑伯．戈夫著戈夫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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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HK$110

■男性限定■男性限定——女性內心世界的 女性內心世界的 

　直白剖析　直白剖析

■桑蒂‧菲德翰、傑夫‧菲德翰著■桑蒂‧菲德翰、傑夫‧菲德翰著

■宋鍇譯■宋鍇譯

■舉手網絡 ■舉手網絡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HK$115

■我的人生■我的人生．我作主我作主

■史帝夫‧阿特伯恩、 ■史帝夫‧阿特伯恩、 

　大衛‧史都普著　大衛‧史都普著

■李明芝譯■李明芝譯

■舉手網絡■舉手網絡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HK$115

當我們不再迴避難搞的人，單單去愛每一個人時，會發

生甚麼事？「彼此相愛」是人們被賦予的美好天性，然

而，當我們開始去愛別人時，會不會搞得一團亂、內心

掙扎又不舒服，甚至因為受挫想打退堂鼓？

真心付出愛的你，一定曾經歷快要愛不下去的時刻。沒

人說這是件輕鬆的事，上帝也沒說這很容易。

祂只給人一盒蠟筆，要我們在周圍畫一個圈，把難搞的

人、令你退避三舍的人、你不贊同的人、很難相處的

人，再加上幾個曾經傷害過你的人，通通圈在裏面，然

後去愛圈圈裏的人。這麼做時，你就會更多認識愛的本

質，也會活出充滿愛的生命了。

你終於可以了解她了！

若是你與大多數男性一樣，用盡心思試著了解女性到

底想要甚麼，她們做事的動機為何，要如何讓她們快

樂幸福⋯⋯

這裏有個好消息：成功之路比你想像的容易多了。在

《男性限定》這本破天荒的經典中，桑蒂和傑夫．菲

德翰展現了他們令人大開眼界的研究發現與一些簡單

可行的行動，能夠徹底改善你與心愛女人的關係。

你無須用你的過去和當前的環境定義自己，

你的人生方向也不必由這些決定。《我的人

生，我作主》的重點就是教你如何擺脫被動

反應的態度和行為，邁向榮耀上帝的主動回

應，進一步幫助你過原本想過的人生。

新書推介新書推介
New ArrivalsNew Arrivals

■感謝■感謝

■張蓬潔著■張蓬潔著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51■HK$51

入感恩之門，擁抱美好關係

獻給每一位心存感激的人

送給你想感謝的每一個人

感恩的心是知足的良師，現代的孩子卻時常將

「擁有」視為理所當然。本書教導孩子無論碰

上好事還是壞事，都能以樂觀、喜悅的心感謝

上帝。

■新書推介｜bit.ly/tph-boutir-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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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隨基督

一起走過的日子・・豐收 
一起走過的日子・・思禱

道聲月曆2021

信徒箴言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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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二零年八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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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Say 講場」 「有 Say 講場」
說書節目說書節目

 《超厲害！》 | 2020-07-29 （三）

講員：樹熊姨姨 （資深講故事及培訓導師）

主持：花木姨姨（梁美英牧師｜道聲出版社社長）

內容：品讀繪本、交流心得、示範說故事

相關好書：《超厲害》https://bit.ly/308XHQ9

活在上帝話語 | 2020-08-12 （三）

講員：歐偉昌牧師（信義會長沙灣堂主任牧師、神學

　　　博士）

主持：梁美英牧師（道聲出版社社長）

內容：三代經課精髓—神學、靈修、合一

相關好書：《信徒箴言》https://cww.hk/about/

 《教會年曆實用指南》https://bit.ly/33vDZ4p

獨特的天賦 | 2020-08-19 （三）

講員：企鵝校長（鄧佩枝校長｜資深幼兒教育者及講

　　　故事導師）

主持：花木姨姨（梁美英牧師｜道聲出版社社長）

內容：品讀繪本、交流分享、示範說故事、信仰探索 

　　　互動

相關好書：《百萬好點子》https://bit.ly/2XfBDCT

■道聲網上書店｜taosheng.boutir.com

以文字的力量
邀約愛閱讀的您
清晰簡易的購物介面，為您提供更輕鬆、愉快的購物體驗。

節目重溫

■bit.ly/reading-y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