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
兒童主日學的課室內，老師趁聖

誕在即，問問小朋友：「聖誕節

是為誰慶祝生日呢？」孩子們答得又快

又準確：「耶穌！」。老師便說：「好

吧！約定大家十二月二十五日一起過聖

誕，我們一起來為耶穌慶祝生日！」誰

知有一位新來的主日學學生衝口而出

說：「我不認識他啊，為何要幫他慶生

呢？」在一片靜寂之間，另一位學生回

答說：「你來！我可以幫你介紹，讓你

也認識祂！」

每年聖誕節，不少人都在這個節

日準備不同慶祝活動，然而有多少人明

白聖誕節的真正意義？耶穌降生的真正

意義？在令人陶醉、狂歡、開心愉快的

各式各樣活動，如派對、大食會、交換

禮物中，卻沒有這位主角—耶穌—

在其中，是否本末倒置呢？另一方面，

如果有人不認識耶穌，不明白聖誕的意

義，都會因為節日的緣故大肆慶祝，我

們作為信徒，認識耶穌、了解聖誕意

義，又會怎樣慶祝這個日子呢？當我們

舉辦形形色色的活動之時，我們會否也

會忘記，其實聖誕節最重要的是與耶穌

一起過聖誕呢？

有些人是因為認識耶穌而為耶穌

舉辦慶祝活動，另有些人是因為參加慶

祝活動而認識耶穌。聖誕節對於信徒來

說，確實是一個很有意義的節日，除了

要慶祝耶穌為人類而降生，更要把握機

會將救恩這個大喜信息宣揚開去，使更

多人因信耶穌而得永生。

求主幫助我們，心中有主，生命

有愛。

願在這個節日，我們與耶穌一起

過聖誕。

■梁美英■梁美英

與祢一起過與祢一起過聖誕聖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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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
知道在莫拉維教會中的家庭都

用《信徒箴言》作為一天的開

始嗎？不論是祖父母輩、父母輩，還

是新一代年輕人。

你知道在莫拉維教會中的信徒都

用《信徒箴言》來彼此問安嗎？不只偶

然使用，而是經常使用。

為甚麼呢？《信徒箴言》到底有

何特別？

 《 信 徒 箴 言 》 的 內 容 是 來 自 聖

經— 上 帝 的 話 語 ， 是 從 一 千 八 百 

二十四條舊約經文（箴言）中抽出來，

再配合一句新約經文而成，定時再修

訂。用意是透過簡單、容易閱讀、精

準、直接來自上帝有力的話語，讓信

徒、教牧、父母、子女每日誦讀，日復

日，年復年，是一種屬靈操練，也是以

彼此問候問安為基礎的合宜和有力的牧

養。莫拉維教會分佈在不同的國家，都

仍然繼續保存每天誦讀箴言作問安這傳

統，也是教會以此為傲的公認標誌。他

們認定任何話語不會比用上帝的話語更

重要和寶貴，尤其在需要安慰的世代中

要說出合宜的說話，答案只有一個，就

是上帝的話語。道聲出版社出版的《信

徒箴言》結集了美國信義會、德國弟兄

會和《增修通用經課》的資源來編訂，

更重要的是我們都有同一的心思意念，

就是以上帝的話來每日牧養信徒。今

天，《信徒箴言》已經出版超過六十種

語言了！感謝上主！

《信徒箴言》不單是一部靈修書

及講道經題的資料手冊，也是一本持守

以經文分享宣講聖言，以講道經文作為

每日靈修內容，幫助信徒系統地讀經的

好工具。作為培育信徒的一本珍貴的

書，《信徒箴言》貫徹成全聖徒，各盡

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這使命的標記。

讓上帝的話語進入我們生命中，使我們

得力事主。

■梁美英

聖言的力量聖言的力量

■信徒箴言

■梁淑儀編纂

■道聲出版社

■■H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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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哈列斯比是位虔誠的挪威學

者，他所寫的《今日真道》是一

本永不過時的靈修書。他的教導在挪威

教會帶來更新。哈列斯比博士擁有能用

簡單的方式表達深奧真理的恩賜，無論

成年人和孩子都能明白他的表述。

每天靈修更新自己，是上帝賜給

我們每一個人的特別禮物。我們透過每

日的零星瑣事和生活中歡悅的人與事，

讓自己得到激勵，在靈裏可享安息，這

就是更新的關鍵時刻。

作者提到：「充滿平安的、得勝

的、喜悅的基督徒生命，只可能由那些

每天靈修更新自己的信徒所擁有，他們

明白當中的至深奧秘，永不休止地尋求

上帝，並得著從永恆國度而來的新力

量。」

我 們 可 安 排 每 日 都 有 安 靜 的 時

間，正如作者說：「再沒有甚麼能比這

種寧謐和不停地與主心靈交通更蒙福的

了！這樣，主臨在的感受就充滿了我們

的心靈，遠勝其他場合中，我們所經歷

的平安喜樂、內心充滿著滿足感和安全

感。」

如果沒有每日的寧謐時間，我就

會有若有所失的感覺。我發現哈列斯比

的書，能使我願意花時間去靈修默想，

也讓我明白天父上帝的愛。

本書是作者以極其簡單的字句寫

成，但字裏行間卻充滿智慧，配稱為經

典之作，對個人或家庭來說，以天父的

聲音來開始或是結束每一日，它都是一

本極其珍貴的書籍。

■英格烈

經典靈修之旅經典靈修之旅

■今日真道

■哈列斯比著

■熊大吾、梁淑儀譯

■道聲出版社

■■HK$待定

快將出版
快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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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常說：「要對自己好一點！」

真正對自己好，就是認識自己的

本相，知道自己的強處與弱點、能力與

限制，也認識自己的需要，以及可以對

社會有甚麼貢獻，對別人有甚麼付出和

分享。

在這本書，作者透過創世記第一

至十一章，把熟悉的聖經故事從伊甸園

到巴別塔由頭說一遍，帶領我們重溫人

的本相，透過這種認識與探索，鼓勵我

們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打造合上帝心

意的生活基礎。

我想說，作者滿有學者的智慧，

把解釋聖經的深厚功夫放入適當的位

置，讀起來流暢，輕省不費力。這點對

於信徒讀者來說十分重要。

作者更有牧者的心腸，沒有難聽

駡聲。反之，不介意一路說一路用問

號，把讀者的問題或懷疑提出來，然後

溫柔地說出人的生命窘境，獲得盼望的

途徑和緣由。這樣，讀起來並不沉悶，

也不說教，所說的更對應著過生活時需

要的價值觀。

人生總有混亂的時候，混亂過後

就需要重整，讀上帝創世之初，人類歷

史之初，正是直接面對我們內心深處累

積已久的恐懼、疑惑，直視信心的需

要。

有些書是要獨自看，但有些書適

合一起看。這本書可以單獨看完，也可

以與人一起閱讀，特別適合小組使用。

也是主日學老師的教學用的好參考書。

這本書絕對不是跟讀者來一場思

想辯駁。而是有非常實在的信息，是看

得懂，看得明白，看得人想去改變自己

的書。讀這本書，就好像聽到一篇一篇

的講道，分開每章看，可以；一氣呵成

的看，就像去了一個系列的釋經培靈

會。

■鄭堅徒

從認識從認識創世記創世記到認識到認識自己自己		

■從伊甸園到巴別塔：

　以上帝的眼光看世界

■陳志宏著

■道聲出版社

■■HK$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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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
童如何藉著崇拜認識和體驗禮

儀之美？簡單來說，可以有以

下三方面：

1.	 時間之美

禮儀向我們啟示一位有秩序的上

帝，因此禮儀重視規律和節奏，這是禮

儀所表達時間之美。有秩序和規律，不

代表無變化和沉悶，情形就如每天我們

都會按時起床、一日三餐、作息有時、

期待放暑假又會收拾心情開學等。這些

都是兒童成長重要的「大框架」。當中

的細節如：吃甚麼，做甚麼，只要是合

宜的，我們可以按需要和喜好有不同的

選擇。禮儀都是如此。每個主日參與崇

拜，每教會節期有特別禮儀行動，崇拜

中有一定的禮儀程序，唱禮儀詩歌等

等，都是幫助兒童建立信仰生活節奏，

並使它內化成為信仰生命的元素。導師

和家長們要先明白及堅持，透過跟隨教

會年有規律和節奏的禮儀，教導兒童明

白信仰生命需要有規律，並且從禮儀中

認識上帝是有時有序的主。

2.	 在生活中體驗上帝臨在之美

每次崇拜其實都是透過詩歌、經

文、行動、圖像、擺設等，帶領兒童走

進信仰想像之旅，從而認識上帝的美

善、豐富和權能。因此，介紹不同節期

的象徵物，選唱旋律簡美、文辭優雅的

■趙慧德牧師■趙慧德牧師

兒童崇拜禮儀的美兒童崇拜禮儀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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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讓兒童誦讀經文和禱文，邀請兒

童以身體參與的回應行動，以手工繪畫

等表達對上帝的回應，這些行動都能幫

助兒童在生活中想像和體驗上帝的美

善，培育他們察驗上帝之觸覺。特別一

提，《童心飛躍》鼓勵導師以其中的繪

本來宣講上帝的道，透過文字和圖像，

帶領兒童走進想像的空間；透過故事中

的人和事，體察上帝對世界和人的心

意，也學習如何對待世界，與人感同身

受。這是美的教育，亦是心性情意的教

育。

3.	 彼此服事之美

禮儀崇拜非常強調每個人的投入

參與，沒有一人是旁觀者。禮儀的美就

是各人各按其職地彼此合作，互相服

事，一起彰顯基督活潑的生命。因此，

《童心飛躍》其中一個特色，就是要讓

兒童積極參與禮儀，例如：點燃蠟燭、

一起唱歌、認罪籃子、宣赦十架、讀

經、小話劇、回應行動、祈禱、奉獻、

差遣服事……等等，按著兒童的能力

和恩賜讓他們參與，並經驗彼此服事的

美好。老師和家長們要鼓勵兒童，給他

們嘗試的空間，期待他們進步，並公開

讚賞他們：「透過你的服事我看見上帝

的愛」；「你很投入地參與」；「你祈

禱讀經的聲音很清楚響亮」等等，最後

加上一句：「感謝天父，謝謝你認真服

事」。帶領兒童在他人身上看見基督，

學會彼此服事，互相欣賞，這是崇拜禮

儀的美。

 「哈利路亞！歌頌我們的上帝是美

善的，因為他是美好的，讚美他是合宜

的。」 （詩篇一四七篇1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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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中船：航向風浪是為了經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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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的風暴不是要讓你沉船，

乃是為了使你遇見上帝。」

這是本書作者派屈克及露絲．施文克夫

婦所深信的。他們在書中說自己並不是

苦難解決專家，而寫這本書的目的是要

鼓勵其他人，讓我們不論身處哪場風暴

之中，都能相信上帝值得信靠。上帝不

只在風暴中與我們相遇，也在風暴中更

深地塑造我們。

在書中他們真情流露地表達了面

對人生苦難的態度，以及困在風暴裏的

船—湖中船，如何在顛簸的波濤上掙

扎穿行。作者透過家庭的經歷，丈夫派

屈克在四十三歲時患上血癌，而這種血

癌通常會發生在七十多歲的長者身上，

對於他的發病可說是罕有的。妻子露絲

過去曾經歷五次流產，幾經掙扎，養育

了四個孩子。在縷述生命故事的同時，

他們選用了多篇聖經卷章，穿插在他們

的經歷當中，彷彿陪伴他們渡過這些艱

難時刻。這場突如其來的風暴使他們深

切領悟到聖經話語的力量，在苦難中尋

到了出路，再次遇見了上帝。

正如作者說：「如果你正質疑上

帝的意圖，或因失去夢想而沮喪、對禱

告幻滅，上帝要給你希望。過去祂在風

浪中拯救門徒，如今祂要走向你。苦難

不能撼動祂，祂要為你帶來平安、盼望

與豐盈。」

本書刻意編排了作者夫婦二人輪

流撰寫同一的主題，使我們更具體了解

在風暴來臨的一刻，夫婦之間如何面對

苦難和如何互相扶持。在每章的最後部

分都加插了「進深、反思與討論」，把

讀者自己的處境與經文接軌，進深思考

自己與上帝的關係。

■程小宇

風浪中經歷平安	風浪中經歷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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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are you?" 
"I am fine, thank you."
你真的過得好（fine）嗎？

最近你人生過得怎樣呢？

你 在 卡 關 嗎 ？ 你 在 關 係 中 掙 扎

嗎？你在「躺平」嗎？你渴望人生有目

標、有動力嗎？

如果你對這個狀態十分滿意，不

想改變。很可惜的跟你說，你可以不用

讀這本書，因為看完這本書，你的人生

會被提升，這是你不想的嗎？

但如果你有丁點點渴望變得不一

樣，這本書可帶你一步步改變生活中每

一個決定、每一段關係，打開新的面

向。

我 們 一 生 人 擁 有 成 千 上 萬 的 關

係，一些令人成長、一些在扯我們後

腿。這書直接道出我們所需要的心態思

考轉變，及實際行動建議，助讀者把

那些你愛、令你煩、被你忽略的關係 

 （人），轉化成你人生的助力、成功的

踏腳石。從看見身邊人的不同需要，主

動了解他們的感受、動機，繼而服務他

們，視他們如自己般重要，這種「愛

人如己」，將會讓你身邊都環繞著「自

己」人。

天父給我們的選擇權比想像多。

我們可以選擇得過且過，對不做該做的

事「懶懶閒」，把人與人的連結，所

餘無幾的善都磨滅了。還是全情投入 

 （Engagement）過人生每一個場景，

在「自己」人中享受令人雀躍的人生。

你會怎樣選擇呢？

■梁月韻

你會怎樣選擇呢？你會怎樣選擇呢？

■從自己人開始

■布萊恩．狄克森著

■劉如菁譯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父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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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生是一趟不斷經歷相遇與別離

的旅程，在跌跌蕩蕩之中既有

難過的回憶，也有美好的回憶。它們

都是構成自我價值的重要元素，十分

珍貴而無可取代。縱然人沒法讓時光

停留，回憶卻是歷久常新。一瞬間的

畫面，「定格」成珍貴的回憶，藏於

心中的某個角落。

《記憶汽球》以小詹姆士的視角

帶我們走進記憶的旅程。故事中每個人

都擁有許多汽球，他的爺爺年紀很大，

擁有的汽球更多。童年的遊玩經歷，找

回心愛寵物，與心愛的奶奶結婚……很

多難忘回憶。當中有一顆銀色汽球，是

他們各自擁有的，盛載著小詹姆士和爺

爺兩人一起釣魚的快樂回憶。然而有一

天，他發現爺爺的汽球慢慢地飄走，不

管他如何努力追趕也抓不住汽球，只能

目睹汽球一個一個地飄走，就連銀色的

汽球也不見了！

小詹姆士因此受到極大打擊，坐

在路上哭泣。爺爺留不住汽球，也意味

著他漸漸失去了記憶。父母安慰他，讓

他發現自己手上的汽球愈來愈多，有些

汽球更是爺爺曾經分享過的回憶！只要

相信愛與傳承的力量，就能給別人帶來

安慰和亮光。他也可以分享爺爺的回

憶，傳遞這份愛的力量。因此他決定與

爺爺分享他的記憶汽球。

整個故事以色彩繽紛的汽球為意

象，汽球內的回憶閃閃發亮，為我們枯

燥乏味的日常生活添上色彩，溫暖我們

的心。不僅教我們學會數算恩典，並懷

著感恩的心度過生活，創造更多美好的

回憶。

■張建榮
傳承回憶傳承回憶

■記憶氣球

■潔西．歐利維羅斯著

■達娜．沃非科提繪

■黃筱茵譯

■道聲出版社

■■HK$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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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洗禮（Baptism）是得救所必須的，上帝藉聖洗禮與我們（包括孩童）

立約，使我們領受聖靈，加入教會，歸入基督。

*	按聖經的教導：一主、一信、一洗（弗四5），一生只需要領受一次，

不能也不需要重領。

■白飯的好朋友■白飯的好朋友

■■苅苅田澄子著田澄子著

■王蘊潔譯	■王蘊潔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86■HK$86

■穿越文字森林■穿越文字森林

■哈德森■哈德森．塔爾塔爾

　伯特著　伯特著

■羅吉希譯	■羅吉希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99■HK$99

■我為你祈禱■我為你祈禱

■珍■珍．費歇爾著費歇爾著

■彭蕙仙譯	■彭蕙仙譯	

■道聲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HK$73■HK$73

星期天的早晨，小女孩真真是全家最

早醒來的。她走進廚房，打開電鍋，

熱騰騰的白飯鬆鬆軟軟，哇，真的好

香啊！ 「不過，好像還少了甚麼呢？」

真真小聲嘀咕著。

這時候，飯碗咿咿呀呀的回應了： 「那

當然，因為少了白飯的好朋友啊！」

正當真真感到奇怪時，冰箱裏又傳來

聲音：「就是我啊，我就是啊。」

接下來，鱈魚子、醃蘿蔔、納豆、香

鬆、福神醬菜、醃梅、生雞蛋都紛紛

搶著當白飯的好朋友，大家一起和白

飯開心跳起舞來。沒想到，這時飯碗

的眼睛突然亮了起來，說：「有一個

冒牌的白飯好朋友！」

歡樂的氣氛頓時凝結，冒牌的白飯好

朋友會是誰呢？

男孩試著用他擅長的方式─畫畫找

到出路。他將已經認得的字當作踏腳

石，猜出故事意思，對情節發展的好

奇心帶著他繼續讀下去，他用自己的

步調慢慢讀，終於走出文字森林，也

找到了對閱讀的熱情。

故事裏的男孩正是作者本人。他將自

己如何克服對文字的恐懼，進而愛上

閱讀的經驗畫成精彩的故事，希望透

過這本書，鼓勵所有害怕閱讀的孩子

不要放棄，跟著書中圖文，體驗一趟

深入而真實的穿越文字森林之旅。

親愛的孩子，在你出生之前，我就已

經為你祈禱了。當你第一次搖搖晃晃

學走路時，我祈求上帝指引你的腳

步。當你第一次禱告時，我祈求上帝

垂聽，並願你永遠愛祂。當你第一次

不肯乖乖聽話時，媽媽依然愛你，而

且永不改變。當你第一次受傷時，我

抱著你，祈求上帝讓你完全康復。當

你第一次學會自己穿衣服，我們一起

又唱又跳，為這個小小祝福感恩。當

你第一天自己去上學，我祈求上帝與

你同行，從今時直到永遠。親愛的寶

貝，永遠不要忘記，即使你長大了，

而我已年老且滿頭白髮，你的媽媽

─我依然會為你祈禱。

新書推介新書推介

聖禮知多少聖禮知多少
聖洗禮聖洗禮

BaptismBapt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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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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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7屆基督教聯合書展

本社在21/10晚於台上活動區及台下簽書區分

別邀請了李鴻標牧師分享和為《雀鳥金言》

簽書，以及有歐偉昌傅士為新書《三代經

課ABZ》簽書。詳情可到本社FaceBook：

https://bit.ly/3U06ui5 細閱。

	《雀鳥金言》

	《三代經課ABZ》

信徒箴言2023

標竿人生<進昇版>

難題神解

成長九式（學員本）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截至二零二二年十月三十一日）

聲聲道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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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花絮活動花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