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October 2022
Ta o s h e n g  N e w s l e t t e r



2

在
這個「多工作業」（multitasking）

的世代，一心多用，左手滑手

機，右手打電腦鍵盤，可能還同時在

欣賞電影或帶上耳機聽歌，這些畫面

是否似曾相識？在這種「多工作業」

模式下，教人如何專注？事實上，大

家往往會發現，「多工作業」的結果

或會有時能節省一些時間，但更多時

候是出現「幾頭不到岸」的狀況！若

能先專注做好一件事，事實上會比起

同一時間做三件事更有果效。

要讀好一本書，其實有多難呢？

最難的不是買一本書回來，因為香港地

方小而交通方便，再加上網上書店的出

現，買書實在是容易不過。但肯翻開第

一頁開始閱讀，才是最難過的一關。如

果這也是大家面對的困難，或許可以考

慮透過讀書會的形式一起共讀，與人分

享交流，效果必定更理想。當突破了這

道障礙，就會更容易開始閱讀。

近幾年的疫情確實為我們帶來不

少限制，然而我們相信「可能」總比

「限制」多，只要專注做好讀書這件

事，不論是一對一陪讀、小組讀、線上

讀書會、實體讀書會，共讀的力量都足

以令大家體會上帝如何透過閱讀改變生

命的大能。

閱讀把人與人，人與作者，人與

出版社的距離拉近，透過共讀延伸對

話、交流、討論、爭辯，教人回味無

窮。推動閱讀就是出版社要做好的一件

事，我們鼓勵大家在指定的時間內，讀

好一本書，最好是與人共讀。當與不同

的人一起共讀，每閱讀一次，對書中內

容認識就更多，也好像更深入了解作者

的世界、作者的想法。當大家透徹地看

到作者的寫作意念時，就會有一種被提

升去到另一個層次的滿足感覺。只要領

受過這份閱讀的喜樂，自然會有動力一

再閱讀。

■梁美英

做好做好 一件事一件事

    讀好讀好 一本書一本書

做好一件事，關鍵在於專注。做好一件事，關鍵在於專注。

  讀好一本書，關鍵在於開始。  讀好一本書，關鍵在於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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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日崇拜之中，我們順著禮儀

崇拜上帝：宣召、認罪、宣

赦、讚美和問安之後，就有「當日禱

文」，之前的禮儀提醒我們是微塵，

是罪人，當下來到上帝面前，得蒙上

帝赦罪憐憫，我們高聲讚美上帝，彼

此問安，跟著就是預備心靈，恭聽主

的道，「當日禱文」總結了以上的

內容，隨後開始新的段落—「聖道

禮」。

「當日禱文」是向上帝禱告，其內

容會引領隨後「三代經課」的內容，並

將會眾的心思帶向講道信息，這是一個

承先啟後的扣環，相當重要，預備好這

段禱文和不好好預備這段禱文，在短時

間來看似乎沒有分別，但長遠來看，做

不好這個部分，是會拆去禮儀崇拜一氣

呵成和層層進深的作用，所以我們要好

好預備「當日禱文」。

當我們擔任崇拜主禮，要預備這

段禱文，但有沒有參考資料呢？答案是

「有的」。在本會的《主日崇拜禮儀》

一書中，也有提及「當日禱文」的參考

材料，當中提及「道聲出版社」的《日

用禱文》，它包含了五十二個主日的

「當日禱文」的禱文書，這對我們有很

大的啟迪和幫助。除了五十二個主日崇

拜的「當日禱文」外，還有特別節期、

特別事項的禱文，例如：為嬰兒出生、

父母為兒女、為內心平安的禱告等。

另外，今年所編訂的新版本會將

既有的「全月每週日禱告文」和「全月

每日禱告文」放在二維碼之中，使到大

家亦可用手機來閱讀這兩種日用禱文。

《日用禱文》蘊藏著豐富的屬靈亮光，

引導我們在主日崇拜、在日常、在特別

時刻中隨時都警醒禱告。

■張振華

主日崇拜主日崇拜
《日用禱文》《日用禱文》

■日用禱文（新修訂版）

■道聲出版社編著

■道聲出版社

■待定

新版面世了新版面世了

用的用的

快將出版
快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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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浩輝

歐
偉昌博士在過去數年都在努力

研究「三代經課」，自他二零

一九年以研究「三代經課」在信義宗

神學院取得神學博士之後，這書應該

是其研究成果之一小部分。

這書雖則以一般信徒及想進深認

識三代經課的人為對象，筆者認為對很

多教牧而言，也是必讀的書。此書不僅

在教會年節期、崇拜禮儀和三代經課的

彼此互動作深入淺出的論述；同時也實

質帶領讀者進入一個心靈之旅，體會教

會崇拜生活、世俗與信仰節期的屬靈情

況，上帝話語如何藉著三代經課向我們

啟示耶穌基督。當人週而復始的參與熟

識的禮儀，變為重複而失去意義的動作

時，作者引導我們如何看禮儀，並指出

禮儀如何能培育靈性，讓人與基督相結

連。教會年則是引導信徒用一生時間走

上朝聖之旅，使我們與基督同奔天路。

作者提出經課與教會年節期和敬

拜的禮儀如何彼此互動，使敬拜以追隨

基督為中心。最後也有一些進深的題

目作為我們更深入了解三代經課的歷

史、合一神學和屬靈意義，例如：三代

經課不僅是基督新教某些教會使用的

崇拜經課，其背後有一個重要的議程，

就是在崇拜更新上如何使普世教會合一

敬拜。用作者的語句是：「以朝聖眼光

看教會年，以追隨基督來把握經題，以

邁向合一來欣賞和處理眾多的差異。」

教會年教會年——
   朝聖之旅   朝聖之旅

■三代經課ABZ

■歐偉昌著

■道聲出版社

■待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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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啟示錄有更準確和全面的認識，不致

讀偏。啟示錄就是要讓上帝的兒女因為

看見了耶穌基督，以致有能力面對生命

中一切的痛苦；並且相信榮耀的主是掌

管萬有的，我們要繼續相信祂必再來。

只要你有好奇心，又願意花時間

研讀，此書必定讓你讀到聖經啟示錄帶

給人們的力量和盼望，這也是作者在患

病中，意外地發現上帝使用啟示錄來

安慰他、幫助他，並使他認定啟示錄

是教會必讀的，是不可忽略的經卷。

■雲故事

啟
示錄總帶給人們的感覺是：神

神秘秘，很難讀得懂。

劉志雄長老花了七年時間研讀啟

示錄，從研讀到研究，了解不同解讀者

之間的差異，並抱持單純要讀懂上帝

心意的心去出版《你也可以讀懂啟示

錄》，逐段逐節分享所領受，此書的精

髓就是要讓啟示錄讀者，讀過後能更渴

慕耶穌，更愛耶穌。正如劉長老在不同

地方授課或講道後，最令他受感動的回

應是：「我終於讀懂了。」因為，沒有

一件事比人親自來到上帝面前更重要。

作者一開始說明解釋啟示錄，最

重要的是以「原則派」就是「聖靈原

則」，即上帝藉啟示錄告訴我們知道甚

麼重要的屬靈原則，而且都適用於每

一個時代，正因為這是永不改變的原

則，也適用於今日。然後，再了解寫作

背景，並要從三個重要的角度去讀啟示

錄，包括：啟示錄是一封信，是上帝的

啟示，是預言；這三個角度能幫助讀者

啟示錄啟示錄
難難讀讀懂懂嗎嗎??

■你也可以讀懂啟示錄

■劉志雄著

■道聲出版社

■HK$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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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伍笑艷■戴伍笑艷

教教室室
導師篇導師篇

互
動的奧秘，讓我想起多年前一

位姊妹的分享：

在二零一三年四月，《童心飛躍》

系列教材的原初版本開始在一間堂會試

用，而其中一位姊妹在使用這教材的初

期，每天晚上都會跟六歲的兒子一起禱

告，有時忘記了，兒子就會提醒她說：

「不如一齊祈禱……。」有一次，這位

姊妹鼓勵兒子嘗試為爸爸禱告，而兒子

亦樂意為爸爸禱告。在禱告中，兒子也

向天父說：「要媽媽加油！快點完成工

作。」三歲的妹妹看見，也模仿哥哥的

禱告內容祈禱。看見子女如此禱告，這

位姊妹深刻感受到小朋友單純的禱告是

天父最喜愛的。

經過使用這教材一段時間，兩個

小朋友已習慣在吃飯前禱告。起初，這

位姊妹跟孩子一起進餐前禱告，後來兒

子會主動叫同桌吃飯的姨姨、公公和婆

婆，一起合上眼睛禱告。

這位姊妹記得在一次與孩子背誦

金句的時候，內容是「求主賜我悔改

的心」，但每次兒子總是說「後悔的

心」。兒子的這句話卻觸動這位姊妹反

思：若不讓孩子們從小就認識上帝的

話，他便不懂分辨對與錯。

這 位 姊 妹 參 與 了 兒 童 敬 拜 的 事

奉，也相信自己的孩子在教會中得到信

仰上的教導，而她亦感到有責任運用自

己的恩賜去服事主的小羊。

現在，這位姊妹的兒子已經十四

歲，女兒十一歲，兩兄妹也在教會熱心

事奉主。

《童心飛躍》系列教材強調

互互動動 的的奧秘奧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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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感染生命」的理念，重視導師、

家長和兒童彼此有深度的認識，並且一

同在屬靈生命上有反省和成長。

這系列教材透過強調互動，兒童

除了能夠養成樂於與人分享自己的感受

外，他們還會學習專心聆聽的態度，以

及聆聽後的愛心行動。導師和家長能夠

在兒童的對話分享中，更了解他們的情

緒和對事物的看法，有效幫助他們屬靈

生命的成長。另一方面，兒童在信仰上

的成長也能感染家長和導師在屬靈生命

上有正面和積極的追求。

面 對 不 懂 如 何 分 享 和 禱 告 的 兒

童，導師和家長可從分享自己對上帝的

讚美、感謝……中，引導兒童從自己的

身體感受（看、聽、聞、嚐、碰觸及被

碰觸），學習每天凡事謝恩，例如：為

昨天在路邊看見的小花朵讚美上帝的創

造，為聞到飯桌上「香噴噴」的餸菜，

感謝上帝賜美味的食物等等。

在 發 問 或 討 論 的 時 候 ， 導 師 或

家長可以使用「六何」分析法引導小

朋友表達意見，即是何人（W h o）、

何事（W h a t）、何時（W h e n）、何

地（W h e r e）、為何（W h y）及如何

（How）。

導師和家長可參考教會的周刊、

社會和世界的新聞，藉著互動的分享引

導兒童關心教會、社會和世界的需要並

代禱，增進兒童屬靈生命的成長。

其他相關互動技巧材料可參看教

師本前言部分的〈溝通技巧Ｑ＆Ａ〉或

相關的參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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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錦德

當
技術和專業化是我們生活的

常規，不斷學習的態度已不

能是選擇性的。作者韋伯在本書中的

中心問題是：「我們怎樣才能學得最

好？」而答案是藉著教練的幫助。韋

伯指出教練使人們能夠做到以下三點

事情：（1）更深入地思考；（2）有效

動用廣泛的資源；和（3）使他們自己

做出明智的決定。 他指出教練涉及四

個主要方面：（1）專注傾聽；（2）提

出問題；（3）使別人找到自己的解決

方案；以及（4）使他人感到得力而採

取行動。 

韋伯對教練的定義：「教練是一

種持續，有目的性的對話，藉以鼓勵

個人或群體，充分活出上帝的呼召」

（頁44）。因此在框架中的教練和被教

練者必須注意「上帝更高的目的」（頁

48），而不是單顧自己的議程。雖然本

書在方法上大體上反映世俗的方法，但

作者把它的系統建基於一個依賴更高能

力的基礎上。

韋伯使用了COACH這個詞來形容

教練：

1. 連結（Connect）：相關的建

立信任和親和力；

2. 結果（Outcome）：刻意的

成果；

3. 意識（Awareness）：與反思

有關的對話；

4. 途徑（Cou r s e）：幫助被教

練者創立行動步驟；

5. 重點（High l ights）：審查和

加強洞察力。

總而言之，韋伯提出了一個令人

信服和相關的模式，即從世俗的教練

環境中，加入基督教的元素，並在過

程中依賴於更高的能力，在這個強調

正向思維的社會，他堅決拒絕完全依

靠自我作為能力來源的進路，是令人

佩服的。我推薦這本書給那些希望在

教練事工實踐中成長的教牧同工，能

進一步了解以基督教信仰為基礎的人

生教練的概念。

■COACH教練式領導

■基斯．韋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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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教練式教練式領導領導
COACHC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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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包不再想成為不再想成為別別人人
從

小到大，每個人都對自己有不

同程度的要求，或高或低，有

時候會對現在的自己感到不滿。而小

朋友到了某個年紀也開始會與其他人

比較，可能是源於父母、老師或是自

己的感悟。從小到大除了比較學業成

績、家庭、財力、工作能力外，更多

的時間是在比較外表和樣貌。

這繪本內的玉米麗子小姐就是在

蔬菜村裏為村民「改頭換面」的變身造

型師，她開設了一間變身沙龍，而變身

沙龍其實是在比喻現今的醫學美容中心

或整型中心。蔬菜村內光顧沙龍的客人

都想變成其他蔬果的樣貌，然後玉米麗

子小姐便會按他們的意思改變顏色和髮

型，改造後甚至連家人也認不出他或她

是誰，最後更造成一片混亂。

為了制止這局面，麗子小姐叫所

有變身了的村民都去澡堂洗乾淨，最後

大家都變回原來的樣子，孩子也找回自

己的爸爸媽媽。這事件後，玉米麗子小

姐的變身沙龍店變成時尚沙龍店，是一

間只替村民改變造型的店舖。

我們可能會不自覺地跟隨了世界

的標準，令我們懷疑自我價值甚至嫌棄

自己的外觀和樣貌。但是上帝創造每一

個人都有獨特之處，祂愛我們、看我們

每一個—祂的創造—都是好的。

當你學會愛自己和欣賞自己，你

就不會想成為別人了。

■玉米麗子小姐的■玉米麗子小姐的

　變身沙龍　變身沙龍

■■植垣步子繪著植垣步子繪著

■■黃正勇譯黃正勇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93HK$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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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臻媽

每
個人或多或少都曾萌生過當別人的念頭，我自己也不例外，總覺

得別人的人生比自己好，羨慕他們有的：如果我是首富的女兒，

那麼我就可以環遊世界，不用工作；如果我好像明星般無論怎麼吃也不

會胖，就可以吃盡天下間所有甜食……

如果有人問你想當甚麼，你會選擇……？

故事中的主角小松鼠有一天突然不想當松鼠了，在森林裏生活的日子，

牠厭倦了自己，不想做自己，羨慕起其他的動物。河狸很勤奮努力、團結合

作；鹿頭上的角真是美麗；刺蝟能把身體捲成一顆球……自此，小松鼠開始

了當別人的生活。但，一切都不是他心目中所想的。慢慢，小松鼠發現當別

人一點兒也不好，牠決定：當回自己！

細心的小朋友就會發現，小松鼠決定回去當松鼠時，

外表已變得四不像，不再像松鼠了！當書頁揭到最後，

小松鼠遇到了另一隻正在當「松鼠」的動物，

那種互相對望，沒有文字，只有圖畫的留

白，讓小朋友發揮想像空間，家長亦可以與

孩子一同討論：如果你現在是小松鼠，你

會對那隻小動物說或做甚麼呢？若小松鼠

能細心揀選追求更好的，會否變得更加美

麗而不是四不像呢？當別人，會使你失去自

我還是會令你成為更好？

■好想變成你■好想變成你

■奧利維耶■奧利維耶．．塔列克繪著塔列克繪著

■宋珮譯■宋珮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99■HK$99

好想變成好想變成
你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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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書推介新書推介

聖餐禮聖餐禮
Holy CommunionHoly Comm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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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禮知多少聖禮知多少
■聖禮知多少｜cww.hk/church-scarament/

■湖中船

■派屈克及露絲．

　施文克夫婦著

■林雨儂、道聲編譯小組譯

■道聲出版社

■HK$88

人生像行船，走著走著發現自己正在湖中央

載浮載沉，一回過神來已經山窮水盡，無路

可走。露絲．施文克經歷五次流產，派屈

克．施文克在四十三歲那年罹患癌症……重

重波浪沖擊，一葉孤舟無力漂流，正是他們

轉變的起點。本書深具同理心，施文克夫婦

藉聖經中發人深省的指引，交織自身經歷提

醒我們：試煉是上帝改造我們的工具。

聖餐禮Holy Communion是基督親自設立的聖禮，藉上帝話語的

權柄，以可見的記號，賜下赦罪和救贖的應許給憑信心領受的

人。聖餐是上帝施恩的工具，也是基督與我們（包括孩童）立約

的標誌，讓我們預嚐天上的筵席，與主聯合。

*信義宗教會已洗禮的成人、孩童和嬰孩均可以領受聖餐。

■愛火重燃—江子翠的

　婚姻故事

■張振華、范麗娟合著

■改變書房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8

愛火可以重燃嗎？答案是肯定的，關鍵有

三：面對真實的勇氣、持續學習的決心和看

見希望的眼光。《愛火重燃》一書，正是將

這三方面的內涵真義，化繁為簡地鋪開了婚

姻親密關係重建之路。在人生的學習場所

中，婚姻是最容易令我們沮喪失望、挫折灰

心的處所，但也是最能夠讓我們享受真誠，

看見真愛，找回真我的處所。

■記憶汽球

■潔西．歐利維羅斯著

■黃筱茵譯

■道聲出版社

■HK$130

小詹姆士和爺爺有好多氣球，他們各自都擁有一顆銀色

氣球，盛載的是祖孫二人一起釣魚的歡樂時光。可是有

一天，爺爺的氣球出了問題，開始飄走，小詹姆士好想

抓住這些氣球卻沒有辦法，眼睜睜看著爺爺失去銀色氣

球……有一天，小詹姆士去探望爺爺，他已經失去了所

有的氣球。正當他感到無比難過時，卻忽然發現爺爺的

氣球已經轉移到了自己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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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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郵：taosheng@elchk.org.hk 好書共賞：GoodBook.hk 童書．圖書：Childbook.hk 

     道聲出版社 - 香港          taoshenghk 網上書店：taosheng.boutir.com 信 徒 箴 言：CWW.hk

雀鳥金言—
靈修小品16篇

幸福連線—
用禱告和天父連線

佳音歌集

信徒箴言2023 3
4

2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二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聲聲道道
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作主門徒」讀書會

《雀鳥金言》新書發佈會

活動推介活動推介
第37屆基督教聯合書展
舉行日期：10 月19 日至 25日
本社攤位：E4

有Say講場

活動名稱：淺談創作繪畫的感悟—
 《雀鳥金言》
日期：21/10（五）
時間：6:00 -6:45
作者：李鴻標牧師
繪者：歐陽競標弟兄

簽書會

日期：21/10（五）
時間：6:30 -7:00 bit.ly/3dj9MNp

自去年年底開始，本社

為不同堂會舉辦「作主

門徒」讀書會，在三至

四個星期讀畢兩本書，

分別是《作主的門

徒》及《世界在等

待的門徒》，透

過交流、討論、

分享等，我們一

起 經 歷 了 閱 讀

的力量。

兩場《雀鳥金言》新書發佈會已於香港書展順利

舉行，看見讀者與作者相遇的雀躍和興奮，我

們見證著閱讀提升了我們人生的層次，不但與

作者、繪者對話，也與自己心靈和上帝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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