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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去 旅行
「我

想 去 旅 行」這 個 …… 可 能 是 香

成為令人釋放日積月累壓力的出路。
事實上，去一趟「腦袋放假、飲食優悠」

港人今年最想達成的聖誕願

望！！！

的旅程，真的可以讓我們身心愉快，遠離日常

一直以來，家庭的年度旅行，對我來說是

生活和工作的繁囂都市。不過，這只能暫時止

帶媽媽享受假期，讓我和她感到自在、幸福的

血，到重回工作地方，又會再出現同樣的徵

寶貴親子之旅。其次，會順道跑一場馬拉松，

狀。然而，有一種心靈和思想上的旅行，可以

若能如願以償，定會是一趟很有滿足感的旅

是看看藍天白雲，親親太陽大海，或享受當地

程。

的習俗和文化，靜下來，讀一頁書，讀一會當
無論是否基督徒，相信現在有不少人都在

等待疫情緩和，或恢復航班正常班次後，都會

地文化，讀一讀人，讀一讀自己的內心，也能
洗滌一下疲累的身心靈，重新得力。

想馬上出發。為甚麼現在不能起行？事關在疫

原來閱讀都可以讓我們重新得力，也有

情之下出門離港遠遊，粗略估計，即使行程只

旅行般的感覺。當我們用心閱讀一本書，可以

有短短幾天，但加上去到目的地和回港後要分

帶我們進到作者的心境裏，不同的作者、不同

別作十四天隔離檢疫，起碼要消耗長達一個月

地方的出版，就好像把我們帶進不同的空間角

的假期。

落，使我們走入創作意念和領域。屬靈讀物更

究竟為甚麼我們這一代，總想出外走走？
或許因為在繁忙的都市節奏下生活、工作、進

教我們能看懂上帝心意，心靈得著安慰和洗
滌。

修、照顧家人、教會事奉等等，種種責任和壓

想出外走走重新得力，似乎仍須耐心等

力加起來會使人感到透不過氣來。有不少人都

待；與其在家中百無聊賴，不如坐言起「讀」

有著上班等下班的心態，星期一早上就會出現

吧！就當自己安坐航班上，哪怕只是兩三小

假期後病徵，好不容易熬到星期五，對週末假

時，可能會使我們飛去更遠和更高的境界去看

期的期盼早已彌漫著整個辦公室。或者香港的

世界，在心靈和思想上從新出發。

擠迫居住環境，難有私人空間，靠出外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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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回答懷疑論者
對基督教的 質詢
一

■盧志偉

項關於香港基督徒離開信仰的研究顯

存在的理據，聖經的權威、歷史性和可信性，

示，大約三成受訪基督徒於三年後已

基督是否曾經存在過或只是神話，以及如何解

改稱自己為無宗教信仰或轉信其他宗教。不少

讀罪惡與苦難等等……

「離教者」對基督教信仰是抱著懷疑、質詢，

「罪惡與苦難的難題」這一章就讓我從

甚至否定的態度。然而教會對解釋信仰的核心

另一角度思考慈愛的上帝是如何介入人類的苦

問題卻未能拭除他們心底的疑惑，促使他們摒

難，好使狹隘的思維得以被擴闊。

棄耶穌、聖經和基督教。

不管你是正在信仰上尋求答案的懷疑論

本書作者馬克．克拉克擁有獨特的人生經

者，或是信主多年的「資深」信徒，定必能從

歷，以致他能體會懷疑論者的掙扎。他善於運

本書中發現亮光，啓發反思，並帶來對基督信

用豐富的聖經知識去確認並回應他們的顧慮。

仰新的解讀，撥亂反正，奠下穩固的基礎。

憑藉真誠和深度的接觸，確實令一眾懷疑論者
得以通過超乎想像的方式與上帝相遇。
馬克的著作《問問上帝》不單具學術基
礎，還合乎邏輯；以簡易而不簡化，淺白而不
膚淺的文筆，把基督教最關鍵性的信仰問題交

■問問上帝

待一遍。

■馬克．克拉克著

本書分為十章，每章都涵蓋一個極具挑戰
的課題，包括：科學與信仰對立的迷思，上帝

■古志薇譯
■道聲出版社
■HK$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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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著 上帝恩典 的

在

教會

■李健聰

尼西亞信經之中，包含著這一項認信：

能獨立於教會之外存在，教會同樣也不是獨立

「我們信使徒所立的獨一聖而公的教

於我們而存在。教會犯錯，我們每一位基督徒

會。」不論在教義上還是在教會論中，對不少

也有分造成的。基督的血救贖了我們信徒的生

現今的基督徒來說，這項認信很可能是最難

命，同樣也救贖了教會。教會本來就是靠著上

了解、最不感興趣，甚至會令人反感的神學主

帝的恩典組成，將來也靠著上帝的恩典成聖。

題。

耶穌愛我們這樣的罪人，也愛這樣的罪人組成
今天愈來愈多信徒對於「信仰和教會」的

論述是：「信耶穌，不信教會。」這或多或少

的教會。所以我們應該「信耶穌，也信耶穌所
愛的教會」。

也道出了不少信徒對教會的不滿和失望。今天

這本書用字簡單易讀，筆者推薦不只給

教會令人失望，同時亦等於世人對教會是有一

牧者閱讀，教會裏所有信徒也很合適閱讀，

套期望的。教會應該做甚麼？教會應該不做甚

能了解教會，也了解自己為甚麼要在教會。

麼？或者，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教會是甚麼／
教會不是甚麼。
本書作者以聖經為本，深入探討教會的
本質，找出教會對外的標誌，和自身的特徵。

■合神心意的教會

借此提醒教會找回教會事工的原本意義，重回

■朴淳容著

正確的方向，完成應該完成的使命，堅持應該

■盧約翰譯

堅持的真道。同時此本質也釐清了世人對教會

■道聲出版社

的錯誤期望：教會沒有好人，教會也會犯錯。

■HK$108

教會犯錯是因為教會本來就由和我們一樣—
被稱為義的罪人組成。我們基督徒能夠接受不
斷犯錯、悔改的自己，就應該同樣能夠接受會
犯錯、改革的教會。不要忘記，我們基督徒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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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疲勞？—
快來讀《說阿門之前》！

疫

■蔡聖龍

情下，我們常說抗疫疲勞— 就是指

或許你很想知道哪八句話有這樣的力量？

長時間保持距離、減少外出，令市民

原諒我不會在這裏透露這八句話—沒錯，這

大眾都感到納悶和壓抑，因此都不願再積極

書介絕對帶有廣告性質，我是刻意賣關子希望

抗疫，而是很想外出消費吃喝玩樂。

吸引你買這小書來看。

陸可鐸牧師這本書，正正提到禱告也會
疲勞—我們常常覺得自己很忙，哪可能抽出
時間作認真的禱告？又或者我們一直也有禱
告，但發覺不是事事如願，既然如此也就不再

但我真誠相信：我沒騙你。讀過本書，相
信你必有得著。
來吧！曾經歷禱告疲勞的弟兄姊妹，一起
來「報復式」禱告吧！

事事禱告，而是循例「祈下」、記得就「祈下」
禱……
在這本小書中，陸可鐸牧師分享了一個
很簡單的禱文，全篇由上款到阿門只有八個
短句。他認為禱告不一定要長篇大論，因為
禱告不是一堂課，也不是一個研討會，所以不
必解釋這點、分析那點。他笑言自己也曾是一
隻「禱告弱雞」，但經過多年對聖經的提煉萃

■說阿門之前
■陸可鐸著
■劉如菁譯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2

取，得出這八句禱文。
書中前半部，他分享這八句禱文為何重
要。後半部則有按這八句禱文設計的靈修練
習，以及一個自我小測驗，讓你了解自己的性
格強項／禱告強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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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 A 時間
《童

■梁淑儀

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已經

5月23日，聖靈降臨第一主日—三一主日是

出版了9套，近日也收到一些查

5月30日，所以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是6月6

Q&A

詢有關聖靈降臨期後主日的計算問題。

日，就是《童心飛躍11：信仰互動教材》的

聖靈降臨節期普遍在24至28週之間，所

第4課（以日期計算就是在6月5日至6月11日

以本教材會預備28週的主日崇拜及主日學的

之間的主日），由第5課開始是聖靈降臨後第

資料給教會使用。每年復活節的日期都會不

三主日，至《童心飛躍8：信仰互動教材》第

同，按照復活節主日來計算50天的聖靈降臨

13課，就是聖靈降臨後第二十五主日。

主日也會因此而不同。例如：

以2020年為例，聖靈降臨節期共有26週：
復活節主日是4月12日，聖靈降臨主日是
5月31日，聖靈降臨後第一主日—三一主日
是6月7日，所以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是6月14
日，就是《童心飛躍7：信仰互動教材》第5
課（以日期計算就是在6月12日至6月18日之
間的主日），由第6課開始是聖靈降臨後第三
主日，至《童心飛躍8：信仰互動教材》第13
課，就是聖靈降臨後第二十四主日。

當我們使用教材時，有時會被教材內聖靈
降臨後第幾主日所混淆（因為本教材是以28
週為標準），但不要緊的，只要我們留意每
課所顯示的主日日期時段和三代經課經文內容
（可參考當年的《信徒箴言》），就可以找到
正確的內容。
我們由第9套開始每本教師本都加入了該
冊的課程總覽，使導師和家長更容易明白全書
的編排，對照三代經課經文就可以找出課次，
分辨出聖靈降臨後第二主日是哪一課課文，
如此類推，就不容易弄錯每主日的內容了！

以2021年為例，聖靈降臨節期共有27週：
復活節主日是4月4日，聖靈降臨主日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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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心
信義會鴻恩堂胡淑嫻教師：
我們教會自7月開始，每星期分開幼稚級
和小學級zoom崇拜，每次約有30位以上
學生、12位老師參與；

Share

觀後 感

主日學老師回應
詩歌音調及節奏很適合小朋友跟著一起唱。
福音經文長度適中，經文畫面清晰舒服。

幼稚級老師播放中段會提問，又邀請學
生讀經，反應熱烈積極；

👍

小學級老師會一直播放，時間以20分鐘
為合適

學生都肯參與，家長亦喜歡子

欣賞講道圖片，十分精美，小朋友可以專
心觀看，即使幼稚級小朋友年齡比較細，
但都能專心。

女透過唱詩、聽故事、禱告認識主，總

💪

的來說，很欣賞製作團隊努力專業的付
出

❤🙏

願主賜福你們手所作的成為多人的

祝福。

引子、講道內容、生活應用等，互相配搭
合宜。
課後練習有分程度，幼稚級都可以回答到
簡單的問題，頗有成就感。

某家長心聲：
好感謝道聲出版社提供的崇拜短片，讓

崇拜整體節奏合宜。

孩子能安在家中學習上帝的道。我的兩
個兒子觀看時很專心，約20分鐘的長

其他家長回應

度是適合的，太長會擔心孩子不專心；
牧師和教師的解說和信息分享很清晰，

家長（燕卿）：

所用的例子很生活化，讓孩子容易明白

多謝你們為「飛躍時間」的製作所付出的

聖經的道理；最後的問答環節是很好的

忠心和辛勞，此片簡潔易明，又有生活例

總結，讓孩子加深印象。整體感覺十分

子，實為一部不可多得的主日學教材。

🙏

好，再一次感謝道聲出版社。謝謝。

家長（壽詩媽媽）：
「飛躍時間」製作得很好，適合幼稚園
至中小學生。

■飛躍時間｜bit.ly/CW-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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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走過的

豐收 與 思禱
在

■周麗娥

《豐收》與《思禱》這兩本書中，何羅

然現在已進入了電子時代，但筆者仍獨愛在實

乃萱師母以細膩的文筆，記下了八十

體手帳上記事，此書具有閱讀及記事的雙重功

篇生活小品，閱讀這些文章，感覺猶如跟一
位鄰家大姐姐閒話家常一樣，溫馨、親切又
教人回味。

能，實在教我驚喜及愛不釋手。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當我們願
意全力以赴地去服事，真心對待別人，必會得

欣賞作者的坦率，她在文章中道出了中

著豐收。又當我們在思緒中找不到出路時，在

年女性面對更年期的心路歷程，如何從那份掙

禱告中必能找到答案。鼓勵大家藉著《豐收》

扎、恐懼，到最後接納、欣然面對，字裏行間

及《思禱》，在未來的日子與何師母同行。

流露出一份豁達。
作者也以幽默的手法，把女性的特點娓娓
道來：愛逞強、愛說話、愛分享心事……，令
人看後發出會心微笑。作者更帶出了男女大不
同的種種面相，鼓勵讀者要彼此欣賞、互相包
容接納，因為男女皆是上帝的創造。
這書也非常具鼓勵性。作者鼓勵中年女性
要重新規劃人生優先次序，敢於去實踐夢想；

■一起走過的日子．豐收

又要培養一顆感恩的心，因為懂得感謝的人，

■一起走過的日子．思禱

每天也會活得比別人快樂和充實。她也提醒中

■羅乃萱著

年女性要學懂把步伐調慢、享受獨處。

■道聲出版社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本書除了有文章和精
美插圖外，書本後段更附有空白的行事曆。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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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HK$118

取回

人生的主控權

本

■林雪文

書 兩 位 作 者 阿 特 伯 恩（ S t e p h e n

本書最後部分提供了有效處理創傷的方

Arterbum）與史都普（David Stoop）嘗

法，並提出生命復原的十二步驟，鼓勵讀者選

試透過心理學輔導和聖經故事，描述人的心路

擇為自己的成長負責，並重拾自由健康的自

歷程及成長中可能遇見的傷痛。作者首先以聖

己—是需要時間和重複練習新的有效方法，

經中浪子的比喻作引子，透過比喻中兩個兒子

讓自己達至更健康的生活。

各自的心路歷程，讓讀者認識到每個人內心可

本書將聖經故事、心理輔導與臨床案例糅

能存在著的陰暗面。例如：小兒子如何被慾望

合，讓讀者知道和發現，原來人可以有方法擺

驅使他的心態與行為，作出離開原生家庭往外

脫過去人生所積壓傷痛的捆綁，取回人生的主

尋找歡愉；以及哥哥如何因嫉妒與驕傲所產生

控權，並將這一切全獻予上帝，踏上上帝所預

的負面感受所捆綁，讓他失去原有福分和應有

備並賜給我們豐盛人生的新里程。

的歡樂反應。
接著再透過聖經的創世故事—亞當和夏
娃，引導讀者從虛假自我中，尋回失落了的真

■我的人生，我作主

我。繼而描述人成長過程中，可能會遇到的不同

■史帝夫．阿特伯恩、

經歷，它們如何傷害了我們的心，並指出這傷痛

大衛．史都普著

如何一代傳一代的傳流下去。再以依附關係的理

■李明芝譯

論基礎呈現各家庭成員之間的互動和影響，人如

■社團法人台灣舉手網絡協會

何被一些不健康的依附關係所控制，失去了人生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的主控權。人傾向逃避痛苦，以致我們失卻了對

■HK$115

自己的覺察，沒有正視處理自己受傷的部分，久
而久之，甚至與自己失聯，忘卻了真正的自己，
更影響了與他人聯繫的能力。
作者特別提出「毒性羞愧」與「好的羞
愧」之分別，以及提醒讀者如何妥善處理這兩
種「羞愧」，並從恐懼不安的支配中跳出來，
重拾自由。
作者鼓勵讀者「覺察」自己的感受，「承

■我的人生，我作主—操作手冊
■史帝夫．阿特伯恩、大衛．史都普著
■李明芝譯

認」問題，並「接受」自己的軟弱，並為自己

■社團法人台灣舉手網絡協會

作負責任的行為，靠著上帝的應許所賜予我們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的能力，讓自己逐漸一步一步地走出傷痛的歷

■HK$72

史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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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斑斑和毛毛開心逛市集
■八重樫直子著
■綾井亞希子繪
■綿羊譯
■道聲出版社
■HK$99

好朋友，
總 是 不 離 不棄

每

個人都需要朋友。你的朋友是怎樣

而最重要的就是，好朋友，總是不離

的？外貌、愛好和性格都跟你相同

也不棄。毛毛和斑斑原本只是開心地逛市

嗎？故事中，驢子毛毛溫柔善良、膽小內

集，卻因小意外變成迷路大冒險。過程

向、猶疑不決，而毛毛的好朋友斑斑，卻是

中，毛毛和斑斑互相陪伴，一起走出難

一隻精明果斷、帶點狡猾的貓。這對好朋友

關。好朋友，就是在高低不平的人生路

性格南轅北轍，究竟是怎樣相處？

上，陪伴我們走過大大小小的難關。迷路

當優柔寡斷的毛毛在三明治攤位前想
了半天，也選不出吃甚麼，毛毛跟斑斑

了，繞路了，只要有好友在旁，一路也是
美好的風景。

說：「那我和你選的一樣。」好朋友就是

毛毛和斑斑的故事，有沒有令你想起

要和對方一樣，特別在自己拿不定主意

你的好朋友？你和你的好朋友會像毛毛和

時，跟隨好朋友的選擇，不僅是沒關係，

斑斑般相處嗎？誠意將此書送給你和你的

而是對好朋友的信 任。

好朋友，讓你們一起體會這段純真的友

這對好朋友一直走，斑斑會質疑毛毛
的決定，馬上露出失望的表情。毛毛會對
自己的行為感到歉疚，向斑斑說「對不
起」。最後，斑斑會感謝毛毛的陪伴。好
朋友，就是可以真摯坦誠地做自己，毫無
保留地向對方表達 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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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予

情。

新書推介
New Arrivals

■新書推介｜bit.ly/tph-boutir-new

■氣飽飽

■爸爸限定

■伊芙．
■伊芙
．柯伊著

■蘇．丹吉納羅著

■詹閔譯

■詹閔譯

■道聲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

■HK$99

■HK$99

早上，媽媽叫醒「氣飽飽」，他們都是奇特的生物！

「喔耶！我和爸爸的每一天！」生日、假日、紀

「氣飽飽」心情不太好，一起床看甚麼都不對勁：衣服

念日……特別的日子很多，但是小鱷魚最期待爸

不好看、早餐不好吃，彼此看不順眼！正當「氣飽飽」

爸日！因為在這一天，他可以一直跟爸爸在一

吃著早餐，神奇的事就發生了……本來皺著眉的「氣飽

起！他已經想好超多遊戲和超有趣的活動，準備

飽」變成了「氣少少」！「氣少少」不再鬧脾氣，換好

跟爸爸許願了。「陽光普照、無所事事的一天，

衣服後跟著媽媽到公園跑跑跳跳。「氣少少」不小心摔

我們可以一起玩耍、捧腹大笑；電話響不停、碗

了一跤，事情又發生了變化……繪者以簡潔流暢的筆觸

盤洗不完的一天，我們可以抱緊緊、深呼吸；但

勾勒出孩童的神情，並刻意安排背景佈置和小道具，讓

是不管哪一天，天天都比不上……爸爸陪我一整

畫面充滿戲劇張力。讀者不難發現，只要溫柔多一點、

天！」如果今天就是「爸爸日」，不論要外出上

生氣少一點，每個人都能變成「愛飽飽」！讓這個溫馨

班上學，或是該待著居家隔離；忙得昏天黑地，

的故事，陪孩子一起探索情緒的高峰與低谷，找到將壞

還是玩得一團混亂……我們永遠都是彼此最重要

心情化為好心情的祕訣吧！

的寶貝！

■唯獨榮耀歸神
■朴淳容著

■我只是改變地址—
■我只是改變地址—
葛理翰：榮耀的先知

■盧約翰譯

■威廉．馬丁著
■威廉
馬丁著

■道聲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

■HK$126

■HK$337

對於福音這個「名詞」你我或許耳熟能詳，然而對於榮

以平凡淬煉不凡，織就了千錘百鍊的傳奇。二十

耀上帝的「福音」，就是在基督裏所顯明的奇妙福音，

世紀最耀眼奪目的生命演說家─ 葛理翰（港

卻無法充分認識。如今我們只滿足於竭力事奉教會所

譯：葛培理）。當他穿梭在宗派論述相左，政治

託付的職分或者努力禱告，成就信仰目標而得安慰。

角力追逐，種族政策意見相絀的議題，他的抉擇

如此，我們將落入高舉人勝於上帝榮耀的試探，並帶

與傾向，致令他的生命或有瑕疵，但面對強權和

著期待回報的心服事教會，不僅遠離了上帝的榮耀，

利誘，他堅持不為所動。他的一切盡是世人口中

也不認識上帝的榮耀，甚至玷污了上帝的榮耀；教會

不可能的傳說，他的宣講足跡遍及全球，令人心

何時才能恢復對上帝榮耀的渴望？何時才能將榮耀歸

向神往；他的演說鏗鏘有力、直指人心，鼓舞無

給祂？當所有的教會更真實地理解上帝的榮耀，並明

數人對生命的渴望與熱情。這本傳記帶領讀者以

白使人甘心樂意地將榮耀歸給上帝─恩典的福音，也

不同的視角、跨越時空，深入洞悉這名翻轉生命

就是認識「唯獨基督」並「唯獨恩典」的真理時，我

的夢想實現家的一生。

們的生命方能得著真正的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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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Say 講場」說書節目

道聲

節目重溫

■bit.ly/reading-yt

大自然不是商品｜2020-10-21（三）
分享：企鵝校長、樹熊姨姨、花木姨姨

1

職 場｜2020-10-28（三）

2
3
4
5

信徒箴言2021

分享： 司徒永富博士
相關好書：《樂活職場》、《縱橫職場秘笈》、
《尋回失落的職場召命》

標竿人生

「三代經課與宣講」講座
成長九式—學員本

「三代經課與宣講」四堂講座已順利完成。如欲收看講
座，請WhatsApp6391-7923向我們查詢收費與詳情。

每日經歷神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二零年十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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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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88 7681

網

址：www.taosheng.org.hk

電

好書共賞：GoodBook.hk

童書．圖書：Childbook.hk

網上書店：taosheng.boutir.com

信 徒 箴 言：CWW.hk

郵：taosheng@elchk.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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