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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用一張紙，寫出你的用一張紙，寫出你的夢想夢想

回
想那些年上學的日子，寫作題中

必定有「我的夢想」。我曾以

「要當老師」、「要當DJ（廣播點唱節

目員）」為題。老師總教我們先用一張

紙，寫出我們的夢想，然後張貼在家中

當眼處，慢慢思考怎樣實現夢想，再一

步一步去實踐。

作為牧師，每個月、每星期都會講

道、主持或主講講座、帶領聚會等，並

教導聖經；在與疫情共存的新常態下，

擔任線上講書會、廣播繪本故事節目主

持、製作短片等等，這些工作內容可以

說是與老師和DJ相仿。這樣算是實現了

夢想嗎？！是甚麼驅使一個內向的人，

可以如此大膽，能夠放膽「豁出去」踏

上夢想之旅？對我而言，夢想，並不是

單純是夢想，也關乎召命。召命關乎受

託，而受託就是活出每份恩賜的意義。

有了召命，就會定下目標，並進一步研

究執行的細節，好好發揮自己所長。於

是，召命成為我們的動力，受託成為我

們的助力，而在當眼處張貼夢想紙條，

就成為我們的提醒。

無論在哪個時代，都總會有人覺得

對未來沒有盼望，都總會有人問：「還

有夢想可言嗎？」今時今日，面對社會

與經濟的不同挑戰、疫情的反覆等，我

們或會因著不同的原因而對未來產生疑

慮。然而，作為基督徒，我們絕不可以

失去對上帝的盼望，因為我們相信上帝

掌管一切，而一切的事情都必定有上帝

美好的心意和要成就的祝福在當中。人

生就是由困難和挑戰交織而成，且一項

比一項巨大，一項比一項艱難，然而正

是在這困難和挑戰當中，人的軟弱更能

使上帝的恩典顯得更是完全。

上帝的恩典必定夠用，因此我們

更要舉目向山，認清召命，按上帝的心

意追求夢想，行在跟從上帝的道路上，

就不會因身邊的事或是眾說紛紜的噪音

令我們迷失於疑惑和孤獨之中，而忘記

原來上主一直都在，一直陪伴我們一起

走過每一天，與我們一起追尋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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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艱難的時候，並且沒有人知道

艱難的盡頭在哪裏。我們會問：

在這艱難的時候，我們可以怎樣走下

去？在不知道這艱難的盡頭在哪裏，我

們可以怎樣走下去？黃漢輝博士這本小

書，帶領我們進到約翰福音之中，一起

思考上帝跟我們要說些甚麼。

作為耶穌基督的門徒，首先我們要

正確認識跟隨的對象是誰，祂跟這個世

界有甚麼關係。其次要認識的，就是這

個我們跟隨的耶穌基督，祂要我們怎樣

在世界之中作門徒。

我們的耶穌基督並沒有遠離這個祂

有份創造的世界，只是這個世界並不接

受祂的來到。門徒所經歷的，昔日耶穌

基督也經歷過，且被殺害，死在十字架

上。但世界不能勝過祂，因為聖父在聖

靈中把祂復活過來。

今日我們繼續經歷耶穌基督所經

歷的。我們可以怎樣走下去？耶穌基督

說：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世界不

是道路、真理、生命，雖然它總是以各

種方式叫我們遠離耶穌基督，或利誘或

壓迫。

作者透過講解約翰福音，提醒我們

所跟隨的是誰，以及祂給我們在世生活

的指引。對於基督徒來說，沒有甚麼比

這兩個問題更重要了，尤其在這個每況

愈下的世界之中。願上主幫助我們，從

祂所賜下的話語得到指引和安慰，在艱

難的日子中，仍然勉力站穩，為祂作見

證。

■鄧紹光

■耶穌是道路、真理、生命：  

　抗衡世界的門徒生命

■黃漢輝著

■道聲出版社

■■HK$6565

勉力站穩，

　　　  為主作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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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
子出生之後，父母對孩子有甚麼

期望呢？從小我們給予孩子怎樣

的人生價值觀呢？隨著年歲的增長，我

們又怎樣衡量孩子的成長呢？可能答案

都是言人人殊，不過不可忘記的是在社

會文化的框架下，我們對人的品格都有

一定的期望和要求。

陳家耀牧師嘗試用科學和系統化的

角度，讓人更認識和更容易實踐品格教

育。他結合了過去二十年的經驗和近年

的科研成果，為我們闡述了兒童品格教

育的重要性，以及能造就兒童優良品格

所需的四種核心能力（即是執行功能、

原動力、恆毅能力和抗逆能力）和核心

價值基礎。當中也介紹了培養兒童良好

品格的有效方法和環境，並且解答讀者

關心的問題，例如：過早使用電子媒體

對兒童品格的發展會否造成障礙等等。

作者試從科研、知識、體驗和應

用等四方面，讓讀者能更透徹地理解和

實踐品格教育。這是一本值得從事兒童

教育工作者、教師及家長用心細讀的著

作，了解和幫助孩子成長，並讓他們培

養良好的品格發展。

■有型有格：

　兒童品格教育

■陳家耀著

■道聲出版社

■■HK$9898

■梁淑儀

兒童品格需要兒童品格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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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
告」是與上帝交談。看似是容

易，但其實對很多人來說也是

很難的，不但是初信者，甚至不少信主

已久的信徒也感到「不知如何禱告」。

坊間有不少關於禱告的書，以聖經

教導信徒為何要禱告、如何禱告及何時

禱告等。或許對不少信徒來說，這些道

理不是從沒有聽過，或多或少是已經知

道的，然而，卻是提不起勁去實行。

作者琳達提醒我們學習禱告生活

的關鍵在於明白上主的愛。有效的禱告

不是指使上主按我們的禱告達成我們

的心願，而是信靠上主，開放自己被主

調校，以致我們能從上主的眼光觀看世

情，使我們能配合上主的旨意。

 《當你不知如何禱告》不單是一本

教導如何、為何、何時禱告的書，作者

琳達以自己及其他人禱告旅程的生命故

事，帶讀者在遇到當禱告不蒙應允、當

每件事都很糟糕時，如何感受及接納自

己內心的憤怒、失望、憂心、疑惑等

情緒。當感到不知如何禱告時，她帶我

們看到這其實是上主的邀請，從向上主

祈求賜下我們所想要的每一件事的「稟

神」式的禱告，帶我們透過禱告進入一

個學習放手的成長旅程，把我的心思從

自己身上轉向上帝。

書中以聖經經文編寫的禱文可以幫

助我們學習以上主的話去禱告，進入上

主邀請我們成長的旅程，經歷與上主進

深的關係。最後一部分附有研讀指引，

適合三五知己一起閱讀討論，豐富彼此

的生命。

■大口女

■當你不知如何禱告

■琳達．薛波著

■明心譯

■道聲出版社

■■HK$68

學習學習放手放手的旅程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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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將臨期要用哪一套兒童崇拜教材呢？

哪一套《童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合用呢？

■梁淑儀

 《童
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整個系列12套教材是以教會年曆來編排

的，以三年為一循環周期，分為甲、乙、丙三年信息，每主日經文

以舊約經卷、詩篇、新約書信和四福音為框架，配合教會年曆節期而挑選出

來，讓教會在主日崇拜內誦讀和宣講。甲年的福音經課主要選自馬太福音；

乙年是馬可福音；丙年則是路加福音，而約翰福音除了補充馬可福音之外，

也常見於將臨期、預苦期、聖週和復活節期。教會年曆和三代經課是互相配

合、緊密相連的，所以本教材的福音信息也是使用三代經課裏的福音經文。

2021年的將臨期第一主日將會在11月28日，以教會年來計算就是丙

年，即是可以使用本系列教材的《童心飛躍1：信仰互動教材》來配合丙年

的教會年。如此類推，2022年由預苦期至復活期將會使用《童心飛躍2：信

仰互動教材》；在2022年由聖靈降臨主日、聖靈降臨期至基督君王日將會使

用《童心飛躍3：信仰互動教材》和《童心飛躍4：信仰互動教材》。

時間Q&A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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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童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學生本？

 《童
心飛躍：信仰互動教材》的特色之一，是兒童崇拜與主日學互動的

教材，當然教會可以獨立使用兒童崇拜教材中與節期配合的崇拜禮

儀和主題活動，但讓本系列教材發揮得與原初設計的心意一致，就必須同時

使用學生本了，學生本分為初小級及高小級，初小級即是小學一年級至三年

級；高小級就是小學四年級至五年級。

學生本也是按照教會年而設計，以崇拜中的三代經課福音經文和信息與

學生本互動，所以如果你使用《童心飛躍1：信仰互動教材》教師本，就可

以同時使用《童心飛躍1：信仰互動教材》初小級和高小級學生本，學生本

強調互動的特色，鼓勵導師兒童互動；兒童之間互動；家長導師互動；家長

兒童互動。

至於每課架構，分別有核心環節和輔助環節，詳見如下圖表：

透過在不同環節來深化學生聖經知識，培育孩子屬靈生命，從小建立團

契生活，導師和家長與孩子一起互動成長。

每課架構 = 核心環節 + 輔助環節

核心環節
輔助環節

（按節日 / 趣味 / 視野 / 行動）

1. 福音經文

2. 主題探索

3. 金句解讀

4. 天地連線

5. 情緒溫度計 / 情緒變奏 / 情緒階梯

6. 給家長的話

7. 家長情緒溫度計

8. 給孩子愛的鼓勵

1. 結出屬靈果子

2. 愛的鼓勵

3. 事事關心

4. 我想問

5. 跟主腳蹤行 

6. 飛躍小記者

7. 聖經節日巡禮

8. 聖經中的動物

9. 聖經中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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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
希米得悉故鄉耶路撒冷城的荒涼

狀況後，心受感動回鄉重修城

牆，結果在五十二日內完成修建工程。

在過程中，尼希米雖然遇見困難重重，

但上帝施恩的手並沒有離開以色列民；

加上，尼希米出色的領袖才幹，百姓的

上下一心，在上帝保守引領之下，團隊

於短時間內完成這看似不可能的任務。

尼希米勇於回應上帝的呼召，輕看世俗

繁華，他對上帝國的事工充滿熱忱，實

在值得我們借鑑參考。

 《當世界說不可能》一書藉著尼希

米重建城牆事蹟，透析信徒應如何回應

使命與異象。作者陳志宏牧師以釋經講

道方式演繹文章內容，並輔以實用例子

和生活應用，務求建構一座能橫跨「經

文世界」和「現實世界」的橋樑，使 

 「教義落實於生活各層面，讓聖經的理

念成為個人的實際經歷」。

最後，尼希米領受的異象，不單

只是重建城牆，更是要復興聖民。盼望

大家在看畢此書之後，屬靈生命能得著

激勵和更新，並願意積極回應上帝的呼

召，活出使命人生！

■江艷華

■當世界說不可能：透析尼希米 

　如何回應使命與異象

■陳志宏著

■道聲出版社

■■HK$8888

回應回應召命召命——

尼希米的使命與異象尼希米的使命與異象



9

孩
子充滿好奇，愛發問，問題天天

都多。成年人想到的、想不到的

也會問，不單在生活中、在基督教信仰

中也會有著意想不到的問題：上帝會睡

覺嗎？恩賜是甚麼？新約最常引用舊約

哪一卷書？上帝真的會跟我說話嗎？為

甚麼要奉耶穌的名禱告？天堂是甚麼樣

子？……

求知慾和好奇心可以驅使孩子積極

學習和探索不同的事物，當孩子對信仰

發出不同的問題，也就是他們對信仰探

究的動力。《365信仰小學堂》是孩子

的第一本信仰探索指南，爸爸媽媽可以

陪著幼兒一起伴讀，或是像我自己的高

小孩子一樣自行閱讀，偶爾間孩子會提

問一些有趣的問題，讓我們一起閱讀和

分享，增進我們之間的親子關係。

孩子們透過每天十至十五分鐘的閱

讀，不單能讓孩子探究信仰的問題，深

化孩子對聖經的認識，更加培養了他們

每天靈修的習慣；每篇的感謝時光，讓

孩子以禱告回應，與天父建立了一份親

密美好的關係。

願我們的孩子能扎根真理，在主愛

中喜樂的學習和成長。

■楊子薇

讓孩子信仰成長的小學堂

■365信仰小學堂：

　孩子的第一本信仰探索指南

■凱瑟琳．史萊特利著

■鄭毓淇譯

■道聲出版社

■■HK$12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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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
時候，總覺得未來充滿無限的可

能，有著很多的夢想等著「長

大」後去實現，但等到「長大」了，夢

想卻被遺忘了。

每個人在實現自己夢想的過程中，

可能會面對自己或是他人的質疑，尤其

在總是無法完成設立的目標時，腦海中

總是會有一個聲音喊著「算了吧，還是

放棄好了……」

但是《艾拉與大海》這本故事書的

小女孩艾拉卻有不一樣的經歷；她居住

在一個長年乾涸的土地上，她從來未親

眼見過大海，有一天的晚上，她夢見大

海，於是她有個夢想：想看看大海。

為了追夢，她曾被家人斥責及輕

視，但因著她的信念，得到她奶奶的支

持及認同，最後感動了一家人與她一起

去追夢。

一家人千里迢迢來到海邊，洗滌了

他們的心靈，重燃了他們內心的盼望及

嶄新的眼光和態度。

誠然，面對自己心中的美好想法，

有很多人是這樣處理的—等我有時

間；等我有資金；等我工作穩定了……

結果，夢想在無限期的等待中褪色。

盼望我們學效艾拉追夢的勇氣及堅

持，為夢想付諸行動，努力拉近與實現

夢想的距離。請你，立刻、現在、馬上

去實現自己的夢想吧！

■黃佩蓮

■艾拉與大海

■蓮恩．坦納著

■劉清彥譯

■道聲出版社

■■HK$9999

追求追求夢想夢想的勇氣的勇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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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榮耀之名■上帝的榮耀之名－－

　40天靈修與神同在　40天靈修與神同在

■瑪麗‧福斯威爾‧ ■瑪麗‧福斯威爾‧ 

　洛克斯著　洛克斯著

■葉淑蘭譯 ■葉淑蘭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95■HK$95

■告訴我生命的祕密 ■告訴我生命的祕密 

　 （中英故事集）　 （中英故事集）

■陸可鐸著■陸可鐸著

■郭恩惠譯 ■郭恩惠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109■HK$109

■奇連思集一■奇連思集一

■奇連思集二■奇連思集二

■黃永漢著 ■黃永漢著 

■道聲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 

　總代理　總代理

■HK$40/本■HK$40/本

教會年始於將臨期第一主日。將臨期（Advent）從拉丁文而來，原意是「即將來

臨」。將臨期提醒我們要好好預備和等待主耶穌的降生，也要隨時警醒，耶穌基督將

會再來臨到這世上。將臨期每個主日都有不同主題：第一主日是警醒；第二主日是悔

改；第三主日是喜樂、盼望；第四主日是愛與和平。

節期顏色： 紫色／藍色（代表莊嚴／期待）

時段：聖誕節前四週

書中將帶領您和孩子經歷一場奇妙之

旅，探索上帝話語中永恆的寶藏。在這

趟尋寶之旅中，您將發現關於愛、平

安、原諒、得勝的生活、成長等重要的

生命價值。和孩子分享這些生命的祕

密，使他們在年幼時，便能建立正確的

價值觀，讓往後的生命可以得到真正的

幸福與滿足。

此書是一位登陸了的弟兄，邁向人生另一階段，

減省繁重的工作量，少了工作時間，增加學習空

間，趁時間相對充裕，又因著對詩詞歌賦的興趣

不斷增長，特意把三年多累積了九十多首詩詞整

理編撰成書。字裏行間，你可以讀到作者的生活

片段、親友逸事、珍貴情誼、季節變化、各國風

情等等。每讀一篇，細味品嘗，讓你會心微笑，

心情也可放鬆一刻。

認識上帝的名字  活出生命的美好

藉著40天靈修，每天以上帝的屬性和聖名為主題；以聖經

的金句開啟我們屬靈的胃口；鞭辟入裏、見解深刻的精闢

短文發人省思，引領我們沉浸於愛的泉源，得窺永活真神

不同的鮮活面貌；使人全心全意、謙卑屈膝地來到主的腳

前禱告、默想，仿如置身上帝的聖殿，貼近主的胸懷、感

受主的心跳，聆聽主的聲音……

新書推介新書推介

節期知多少節期知多少將臨期將臨期
AdventAdvent

New ArrivalsNew Arrivals ■新書推介｜bit.ly/tph-boutir-new

■節期知多少｜cww.hk/church-calend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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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21年10月21-27日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
　　　 （九龍彌敦道136A號）

攤位：E2

1. 童心飛躍

感謝主！今年6月已順利完成《童心

飛躍》全系列12套的出版。現展開第

二輪的工作—走訪堂會導師訓練。

求主使用！

2. 打開真相講座

2021年9月與本會真理堂合辦「打開真相」講座，與教牧信

徒一起研讀聖經，尋找上帝給我們在這個時代的召命！

榮獲第九屆基督教金書獎金筆人獎

頒獎典禮於10月8日（五）3:00pm

假信義會真理堂舉行。

作者於本社的著作包括：

一起走過的日子：思禱、豐收

QT靈修月刊 

活潑的生命

信徒箴言2022

標竿人生（進昇版）

成長九式（學員本）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二一年八月三十一日）

聲聲道道

11

香港基督教聯合書展香港基督教聯合書展

賀 何羅乃萱師母賀 何羅乃萱師母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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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taosheng@elchk.org.hk 好書共賞：GoodBook.hk 童書．圖書：Childbook.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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