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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零一四年道聲出版社踏入一個新世紀，本年通訊以「聲」為全年的核心信息，並以「發

聲」、「聽聲」、「傳聲」、「回聲」為四季的主題。期盼我們一同繼續思考如何藉文字

讓福音廣傳，讓文字走動，讓閱讀起動，讓生命改變。

為何發聲

「為道發聲」是道聲出版社的異象。在百年歷程中，從信義書報部，到信義宗聯合文字部，

再到道聲出版社，道聲透過出版、發行、零售、講座、活動等多種不同方式「為道發聲」，見

證著上帝豐盛的恩典。無論是用任何方式去發聲，無非也是期望能傳遞福音的真道，讓更多人

得福。

如何發聲

一個「發聲」的人，其實就是一個宣講者。有人用言語發聲，有人會用行動發聲，有人卻用

文字發聲。文字看似沉默無聲，卻可成為鏗鏘有力的宣講。當一位作者透過文字出版，就正是

向世界宣告他想要宣講的信息。每一位基督徒作家，都先聆聽上帝的聲音，受聖靈默示，透過

文字，向世人宣講這個美好的信息，所以他們都是宣講者。基督教出版，更是帶著傳揚福音的

使命，信息一經發放，不但可以走進世界每一個角落，更能走進人心，震撼心弦，改變生命，

改變世界。

「發聲」需要技巧，「宣講」也需要訓練。正如音樂上的發聲一樣，也需要訓練，學習如何

運氣，如何發聲，從而發出美好的聲線。除了留意運氣和呼吸外，還要配合不同的共鳴，包括

頭腔、胸腔和腹腔共鳴。因此，宣講也需要配合聆聽者的需要，才能讓聆聽者產生共鳴。另一

方面，要宣講上帝的話語，必先要聆聽上帝的話語，才能正確及有效地宣講。正如巴特講道扎

記這樣說：「沒有聆聽上帝話語的人，不能宣講上帝的話語。」

今天，在這個時代，我們更需要為真理、公義而發聲，然而我們又可以問一問自己，究竟我

能如何裝備自己，為道發聲呢？

下一期，將與大家一起探討：「聽聲」。

■梁美英
「發聲」就是「宣講」



■蔡聖龍

■潘霍華

■艾瑞克．梅塔薩斯著

■道聲出版社

■HK$234

一
本六百多頁的書，是否值得繁忙的都市人逐頁翻看？單看書的厚度，已叫人望而生畏。要

看完這本書，必須下定決心，去得好盡才有機會完成—要恆常地每天閱讀，要不嫌重量

隨身帶著閱讀，要一有空閒便拿出來閱讀，要犧牲看電視、上網、休息、發呆的時間去閱讀……

要付出這麼多代價，值得嗎？這本書講甚麼？講誰人？

原來，講的正是一個為信仰去得好盡的人。或許，這正是令我們也願意去盡一次的理由。

這個為信仰去到好盡的人，是潘霍華。在現今的世界，特別是現今的香港，有幾多人願意為

一個「信念」去盡而不怕被人冷嘲熱諷？而在香港的教會裏，又有多少信徒願意為「信仰」去

盡？不只是我們表面以為為傳福音付上辛勞那種，而是真的為了信仰不能在現世政局下實踐甚至

反被扭曲，因而離經叛道地「去到盡」……選擇合謀殺人！！！而他亦深知對自己而言，這個

「去到盡」的選擇也會令自己的生命去到盡……

但人生有時就是這樣，當你願意去到盡，沒錯，你有後悔的可能，但……你也可能得到超過

你所想所求。正如本書最後一章，寫到潘霍華的結局，題目竟是「自由之路」。在世人眼中，明

明是輸了，輸得一敗塗地，要殺的希特勒沒有死，死的卻是自己，但基督教信仰不就是這樣麼？

耶穌在世人眼中，明明是輸了，也是輸得一敗塗地，羅馬人沒被推翻，大祭司和他的狐朋狗黨仍

在誤導猶太蒼生……但，耶穌的勝利正因著世人眼中的失敗而來，而潘霍華的自由亦同樣因著世

人眼中的失敗而來……

作者梅塔薩斯以英語世界的視角，寫下這位德國神學家的遭遇：由潘霍華成長的點點滴滴，

到他的信仰修為和歷練，到最後他一步一步走向那個看似有違信仰但原來又在實踐信仰的抉擇。

雖然厚達六百多頁，但作者寫每一頁的故事都生動輕巧，並加插不少家書、文章，讓潘霍華的生

活具體地呈現在讀者腦海之內，就像介紹一位朋友給我們認識似的。所以，你願意「去盡」去讀

完這六百多頁的故事的話，其實又沒有想像中那般「去盡」。

好了，話已說到盡了……你準備好去盡了嗎？

為了信仰，

你可以去到幾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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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愛寬恕

■沃思頓著

■道聲出版社

■HK$54

■陳穎嫻

「那
時，彼得進前來，對耶穌說：主

啊，我弟兄得罪我，我當饒恕他幾

次呢？到七次可以嗎？耶穌說：我對你說，不

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個七次。」（太十八

21-22）。這一段不單是為基督徒所熟悉的經

文，彼得的提問更可能道出了我們心內的掙

扎。毫無疑問，寬恕和憐憫是上帝的屬性，也

是塑造靈命，使生命成長的屬靈操練之一，但

也有不少基督徒在寬恕和憐憫與公義之間掙

扎，擔憂實踐了寬恕和憐憫卻縱容了罪惡。寬

恕和憐憫與公義是對立的嗎？我想大家可以從

閱讀馬太福音十八章得到啟發。或許是寬恕這

門功課太難，叫我們很容易想到寬恕和憐憫對

抗著公義，而沒有想過實踐寬恕和憐憫能使人

離開罪惡，走近公義。

已故前南非總統曼德拉，雖然他是南非首

位黑人總統，就任時黑白種族已嚴重對立多

年，也有不少人民希望他會對白人統治階級報

復，但他卻以傳播和解的信息作他的使命。

他成立了「真理與和解委員會」（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Commission）去調查一九六零

至一九九三年間，所有侵犯人權的案子，希望

能在被冤枉的沉冤得雪及伸張正義的同時，又

能藉著認罪和饒恕達到和解的目的。他那以德

報怨的寬容和愛心感動不少人，甚至是曾傷害

他的人悔過，更歸信主。寬恕和憐憫能感染一

個生命離開罪惡，走近公義。寬恕和憐憫與公

義可以是互補，而非對立，事實上缺乏公義的

寬恕和憐憫，與沒有寬恕和憐憫的公義，都可

以是一個悲劇。

不少書籍以及一些親身經歷告訴我們把

寬恕和憐憫帶到自己的生命之中會獲得出人

意外的報償，但我們卻要小心把寬恕和憐憫

淪為利己，甚至是高舉自己的工具。在主耶

穌身上所彰顯的寬恕和憐憫，是不求回報、

以建立他者為前提，並使被罪捆綁的生命得

著釋放，叫生命重生走近公義。去年三月，

天主教教宗方濟各在首次主持「主日三鐘經

祈禱」的分享中，有句話特別叫人深刻，他

說 “A little mercy makes the world less cold 

and more just.”也許，我們從來沒有想過實

踐寬恕和憐憫能帶來公正和公義。也許，我

們沒有留意過往曾否帶著不純正的動機實踐

寬恕和憐憫。也許，我們也沒有想過真的能

夠實踐寬恕和憐憫……但盼望《為愛寬恕》

這本小書能激勵我們再一次靠著聖靈的大

能，單純地實踐寬恕和憐憫，使世界如教宗

方濟各所言，能少一點冷漠多一點公義。那 

七十個七次所帶出的寬恕和憐憫的含意，實

在值得我們反覆思量。

70個7次
從7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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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遊樂場

■溫小平著

■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0

「愛
」是上帝賜予我們美好的禮物，是與生俱來的。從父母的關

愛中我們體驗「親情」的温暖；從朋友的相處中經歷深摯及

恆久的「友情」；唯獨在戀愛中，我們會經歷甜酸苦辣的百般滋味，

對「愛情」既愛且恨，一方面渴望愛情帶來的温馨甜蜜，另一方面害

怕被愛情傷得體無完膚。於是，有人把愛情拒於門外，也有人大玩愛

情遊戲，究竟年青人對「愛情」要抱持怎樣的態度呢？

《愛的遊樂場》一書可以幫助一眾「戀愛新丁」積極正面地瞭解

愛的真面目。書中藉著「遊樂場」的各樣遊樂設備，暗喻愛情中的各

種景況，如以「鬼屋」暗喻在黑暗的地方約會，未能看清對方的真面

目；「旋轉木馬」象徵初戀時「暈陀陀」的感覺，轉得失去方向；

「射飛鏢」射錯了靶，則告訴我們在愛的旅途中，暗戀錯戀是難免

的。作者温小平透過十多篇的短篇故事，將青少年對愛情的各種疑

慮、嚮往或迷失的景況真實地表現出來，以「青春診療室」為每一個

迷思或個案作出理性剖析，為青少年撥開愛情的迷霧，幫助他們在愛

中保護自己，避免跌入「愛情陷阱」，從中瞭解愛情的真象，以致能

在愛情路上健康、成熟地成長。

在沒有「愛情」專科可以讓年青人進修的情況下，《愛的遊樂場》

絕對是你體驗及經歷愛情時的一本實用工具書，值得你花時間細心閱

讀體會！

■林麗卿
「遊樂場」愛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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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振宇
不停歇
盼望

丹
麥神學家索倫‧奧貝‧齊克果（Søren Aabye Kierkegaard）曾為「盼望」這詞下了以下

定義：「盼望是對可能發生事物的一種熱情。」

有人認為當我們身處美好的環境時我們就不期然將熱情拋諸腦後，因為彷彿一切美好事情都

盡在我們掌握；也有人認為當我們身處艱難的境況時我們就會很易被打倒，失去了熱情，活著

就如同行屍走肉。

作為上帝的兒女，我們的盼望是牢繫於基督的十字架。因祂為我們的罪付上了刑罰的代價，

我們已得蒙赦免、全然地被饒恕，最終必有美滿的結局；得以進入天堂！

《盼望不停歇》是作者莎拉揚（Sarah Young）在生命中非常困苦的時期完成之著作，然而

此時聖經的經文與耶穌自己的同在更加靠近她，每天都帶給她嶄新的盼望與安慰。

就像前作《耶穌的叮嚀》一樣，《盼望不停歇》也是以耶穌為第一人稱對讀者說話，作者努

力地想要將聖經裏持強調且不變的原則傳達給讀者。本書共有一百五十篇禱告靈修文，每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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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不停歇

■莎拉揚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8

都附上了所有相關的聖經經文，同時還收錄

了五十則來自基督徒作家所寫關於盼望的名

言佳句以及聖經經文，這些佳言可以在讀者

沒時間深入閱讀時，幫助他們快速地「激發

盼望」。

作為上帝的兒女，我們的盼望是建立在上

帝對我們的應許上：祂天天必與我們同在。

因祂是那位在我們生命任何景況都與我們相

遇的獨一真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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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關係為導向的門徒訓練

■歐格理著

■基督使者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3

■黃文勝

「耶
穌有個清楚的三年之內必須達成

的目標志願。如果我們知道自己

在目前的服事中只剩下三年的時間，而且到

時候不會有人接替我們領袖的位置，那麼身

為領袖的我們使用時間的方式會有甚麼不

同嗎？耶穌就是抱持這種對未來的認知而活

著；祂的時間不多，必須使接替祂的人達到

準備就緒的狀態。耶穌所定準備就緒的目標

是甚麼？就是要門徒擔負全然的責任，成為

主動積極、能繁衍、全然忠心的跟隨者，並

且也能造就出這樣的人。」

那麼我們要問耶穌做了甚麼能建立門徒成

為能擔負責任、積極、能繁衍、忠心、也能

造就其他人的人？耶穌在世所做的一切就是

要造就出這樣的人，不論祂的群眾宣講、行

神蹟、小組教導、個別指導等都是主動建立

他們，不近挑戰和提升門徒的生命達到準備

就緒的狀態。

若耶穌在世的榜樣是這樣，我們現時在教

會所做的一切教導和事工，能有效地轉化信

徒的生命達致成熟委身基督的人嗎？普遍教

會投入服事的人大約只有10-20%。這顯示了

甚麼？我們所做的是否對不準焦點像出拳打

空氣一樣？我們的教導真的能造就信徒的屬

靈生命達致委身基督嗎？

作者以「膚淺」來總結今日門徒訓練的

光景，教會沒有深度的成長；我們有擴展的

熱心，卻沒有相對的要深入的委身。作者指

出社會的問題……「不是主張墮胎者，也不

是色情業者或毒品販子或罪犯，而是未經操

練、沒有受過門徒帶領、不順服和不認識聖

經的耶穌基督的教會。」

本書啟發人重新思考事奉的首要任務，

反省我們是否不務正業，對不正焦點。作者

以到肉、有深度的見解來剖析門徒訓練的缺

乏；也提供可行的建議，並挑戰我們帶領門

徒，轉化他們的生命，成為委身、負責任，

主動積極、能繁衍、全然忠心，能造就人的

人。

以關係為導向的

門徒訓練

8     



■陳婉萍

藝
術，風花雪月，不切實際，說不上用處，像尋道者醉心靜修默觀悟

道的習作，早在資本主義為綱領的大時代裏，被視為價值甚低的投

資。那麼，一些委身於藝術的人，他們是如何走在這條路上？藝術家看

見了甚麼我們看不見的？

好的藝術作品，能引導觀眾思考，提昇情感，啟示超然的視野。觀看

藝術作品，可暫時換一個角度來理解世界。因此，尋找和向公眾發佈好

的基督教藝術作品，是個重要任務。道風山基督教叢林的藝術工作，從

開發至今，有六十多年歷史。早期以中國工筆人物福音瓷畫為主，後期

製作福音壁掛，近期出品道字青花碗，力求以優良工藝，表現和宏揚信

仰的情懷與美德。

叢林最新出版的《窮人的聖經》(Bib l ia Pauperum)，乃中國基督教

剪紙藝術家范樸女士的最新大型作品之一。范女士從事剪紙創作四十餘

年，一生不遺餘力推動中國基督教剪紙藝術的發展。范女士一直堅守以

中國民間剪紙藝術傳統來演繹基督教信仰，用刀刻出一幅幅簡練精緻的圖畫，作品多不勝數，1

常被匿名使用在中外的基督教刊物中。與單幅作品不同，《窮人的聖經》全套共有三十幅，每

幅高40厘米，闊55厘米，先陰刻經文主題，再配三聯刻紙畫面─舊約故事畫面在旁，新約的居

中，並襯上絢麗多姿的手工染色宣紙。

除了洋灑的形式，《窮人的聖經》更有深度的內涵。在「創作緣起」裏，作者寫到：「我所

指的窮人，並非收入低的弱勢群體……真正的窮人是靈裏貧窮的人，在上帝面前，他們只能看

見自己的貧乏，自己的無知……若不是上帝的憐憫，根本就無法站立。這種貧窮的認知是從聖

經中與上帝相交而得來的，也是從聖經中得到安慰與鼓勵而認知的。」2觀看書中的剪紙，細味

畫面之間的關連，默想畫和詩，會看見范樸的「貧窮」心。

地上的事，上面的事，兩者對立之餘，仍有餘地。單以基督為念的人生，也可融會成可及之

物，通過熟練的工藝和非凡的情智表現出來。這好比傳道者錘鍊講章，不純粹搬字過紙，而是

追求人與道、靈與肉合一的藝術。觀看范樸的剪紙，我們再思藝術之用，是僅僅在於製作節慶

紀念品、週刊月刊插圖，或主日學教材嗎？還是可以更為「有用」?相信《窮人的聖經》，已為

我們開啟了另一遍天。

1. 范樸作品全集《心路歷程》，叢林和道聲有售。隨書附送「耶穌的生平和教訓：153條魚」作品複本。

2. 《窮人的聖經》頁10。

■窮人的聖經

■范樸著

■道風山基督教叢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80

藝術之用

9     



■早安！美音女士

■植垣步子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劉思琦

10     

這
是一個關於砂煲罌罉的故事。

美音女士熱愛烹飪，每天都會一邊唱歌一邊做餸菜，對碗盤用

具說早安，用愛心善待每個用具器皿。將廚房打理得非常整潔、井然有

序，從廚房的佈置、餐具圖案到桌上的裝飾，就可以知道美音女士有多

愛惜它們了。

一天醒來，廚房裏的碗盤用具都睜開了眼晴，在吱吱喳喳的討論著

為甚麼美音女士還未起來做飯呢？大家都在擔心著。原來美音女士生病

了，希望她能早日康復，廚房裏的所有用具決定合力煮一頓飯給美音女

士，過程既驚險又有趣。

作者實在童心未泯，將廚房內的所有用具都賦予了生命，而且各有

性格。小時候我們都試過跟洋娃娃、機械人等沒有生命的東西說話，玩

起角色扮演，彷彿這些物件都如我們的弟妹、朋友般，十分珍惜。美

音女士就是如此，廚具們也因著這份愛而同心協力地完成一頓飯去報答

她。故事雖然簡單，但意義非凡。

不得不提的是作者植垣步子的細緻畫功，她在這故事中創造了超過七十個可愛的廚具角色，

驟看它們的造型便能知道是各有性格的，而且全部都有名字。在故事書的封面及封底內頁中，

作者就將它們逐一繪畫介紹，非常有心思。能夠將這些平凡東西都賦上特色，可見作者實在用

心地感受生活。

早安！美音女士



作者將耶穌「活畫」在讀者

面前，讓耶穌親自告訴你，福音

多麼地不可思議！「福音神學」

不是「佈道神學」，乃是教你如

何過基督徒的生活，是「生活的

神學」。作者分享自己數十年的

教牧輔導經驗，帶著你以福音的

角度思考、解決每件真實案例，

讓「神學」活了起來。

爸爸的頭不見了該怎麼辦？

你當然得為他做個新的啦！你需

要一些舊報紙和顏料，還有一顆

用來當鼻子的馬鈴薯。爸爸沒有

頭，其實有不少好處：他不會大

吼大叫，也不會打呼，不管你說

甚麼他都同意，他還很會吸地板

呢!可是，爸爸到底能不能找回

他真正的頭呢？

老鼠卡卡喜歡住在天花板，

看著窗外的天空。他到垃圾堆中

不找食物，只喜歡找蕾絲、羽

毛、亮晶晶的零頭布。有一天晚

上，他突然想通了自己最想做的

是甚麼！

小豬利利愛上微笑的豬小

妹，他決定離開家去找豬小妹，

而且為了找到她，利利差一點就

沒命了。

甚麼？「豬小妺」只是……

唉，小豬利利如果認識字，就不

會冒這麼大的險了！

三代經課福音講章系列按舊

約講章系列的安排那樣，以《修

訂三代經課》所提供的福音經課

寫作。本福音講章希望能服事整

個華人教會，為教會的福音講壇

和神學生作範例，為廣大信徒們

按教會年作靈性的培育和為查考

三代經課的小組準備內容。

本書歸納部分人對基督教信

仰提出的各種議題並作理性的論

述，包括信仰與科學的關係、如

何證明神的存在、聖經的驗證、

矛盾與差異、苦難與公義、人類

的來源、歷史的人物耶穌和祂的

受死與復活等。

■一切都更新

■傅立德著

■道聲出版社

■HK$101

■爸爸的頭不見了

■安德魯．布查著

■道聲出版社

■HK$101

■三代經課講章系列：

愛的教導―福音(甲年) 

■周兆真、胡玉藩、

戴浩輝合著

■道聲出版社

■HK$88

■超越理性的信仰

■何文祺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5

■老鼠卡卡愛服裝設計

■蘿拉．菲絲妲若著

■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8

■尋找豬小妹

■馬西蒙．莫斯塔奇著

■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8

新書推介．New Arr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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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破解人生的難題

改變生命的大能

來自天堂的66封情書

希伯來聖經導論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八日）

1
聲道

超有效的口語急救術

我 們 無 法 預 防 孩 子

生病或遇到意外，卻能夠

在狀況發生時，運用口語

急救術的技巧，對孩子說

正確的話語，以及做出正

確的回應。使他們充滿自

信、勇氣及安全感。

說對的話，能改變孩

子的一生！你不能忽視說

話的影響力。

適
逢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六十周年紀念，道聲出版社與信

徒培育部合辦「一生愛閱讀」活動，每季相約在書店

中分享與交流。因此，本年道聲通訊特設「一生愛閱讀」專

欄精選書籍介紹。讓閱讀起動，讓生命改變。

《聖經中猶太人的生活—衣、

住、行》

《聖經中的食物》

·謝家樹著

·HK$54.00/本

想了解《聖經》中猶太人的生

活—衣食住行，這兩本書能幫

助你。

兩本書均以資料為主，儘量減

少理論性的闡述，少用對傳言

猜測性的材料，能讓讀者多知

道情形而少傷腦筋探討，是難

得而實用的參考工具書。

專頁：http://www.facebook.com/readandrejoic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