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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期，提及「發聲」就是「宣講」，然而好的宣講，基礎是從聆聽開始。

今期，讓我們探討「聽聲」。

發聲百年，道聲出版社經歷時代轉變，社會變遷，而基督徒的生活亦出現不少變化，無論閱讀習

慣、形式、內容等等都更趨向多元化。基督徒接收上帝聲音的方式，從以往的書本，慢慢拓展至電子

平台、新媒體等。

為何要聽聲

今時今日，人們發現不再是「書到用時方恨少」，乃是人人抱怨「書到用時方恨多」。為何呢？

因為資訊太多，雜音太多，出現太多似是而非的假道理，叫人很難分辨哪些才是正道真言。不同時代

中不同形式的廣播，例如電視、電影、互聯網等等，都與文字工作者爭奪讀者的時間和注意力，即使

難得有閱讀的空間，亦常會出現無法專心聆聽的情況，漸漸變成「左耳入，右耳出」的聆聽，無法把

上帝的話語深化，無法真正認識上帝，無法履行聖道，無法實踐真理。

分辨真理

我們看重基督教出版，正是著重意義與質量，不以嘩眾取寵為主，即使營運生存的空間受到限制，

但仍堅持出版。持守文字出版背後的深層意義遠遠超過單純營運生存的考慮，因為這是一個使命，是

文字宣教使命。我們深信閱讀文字是其中一個最佳途徑賦予讀者安靜、思考和沉澱的空間，讓基督徒

認識上帝，並且可以培育信徒生命。

聽聲是認識的開始

用心的閱讀，能讓人聆聽上帝的聲音，從閱讀聆聽作者的聲音，到與作者親身對話，整個過程，

就是認識，不但認識作者，更認識自己和上帝。曾經聽過一位牧長說：「好書能使死人復活。」意思

是當人閱讀一本好書，好像已故的作者活生生在你面前，藉文字與你對話一樣。同時，當人的生命枯

竭無生氣時，閱讀一本好書，就能使你再次恢復生氣。閱讀，能讓你聽懂上帝的聲音，作者的心情，

以及你內心的迴響，也能讓人讀懂生命。當人透過閱讀更清楚認識上帝，就會更懂得分辨出上帝的聲

音，就如羊聽到主人的聲音一樣，懂得循聲走在正確的路途上。

「聆聽」就是「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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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呂振宇

■男子漢大丈夫

■史蒂文、亞里斯．肯瑞克暨

　蘭迪．奧爾康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25

怎樣為成功下定義？以世俗眼光來說，得出的答案可能是在工作或社團

中身居要職，名成利就；擁有名車、豪宅，如擁有遊艇地位就更崇高……誠

如某位藝人曾在報章撰文 1 認為如根據所有人的標準，成功的人起碼要「識時

務者為俊傑」……

但是我們作為天父的子女，以祂的標準又何謂成功呢？我認為如能活出

上帝起初造人的樣式，自然成功在望。《男子漢大丈夫》源於暢銷熱門電影《勇

氣之名》(Courageous) 2，本書挑戰讀者要下定決心活出上帝起初造人的樣式，

勇敢地為信仰和家庭而活，邁步向成功進發。本書為讀者提供策略，助讀者

背負重擔，每一章結尾更會發出一項勇氣挑戰。

《男子漢大丈夫》不單適合所有男士，能幫助讀者在個人、家庭、婚姻

方面有更多學習、也可以更稱職地帶領妻子、作父親及發揮自己的影響力，

將所有忠誠、信仰、蒙福的美好傳承給你的後代。該書也適合女士閱讀進而

了解男士角色以便能互相配合。

面對世俗文化的挑戰，堅守自己立場實在不容易，我欣賞及認同該位藝

人在上述文章勇敢表白在工作上「如果當中需要做一些我個人認為接受不了

的事，我還是會選擇忠於自己。……原來溫飽，也不是最重要。」求上主賜

下如《男子漢大丈夫》寫作源起電影 (Courageous) 的意思，賜我們勇氣活出

上帝造人的樣式，緊守聖經的教導，面對世俗文化的挑戰！「不要效法這個

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羅十二 2）。

1　全文參考 http://goo.gl/RHVsPz

2　參考 http://goo.gl/LbXMi6

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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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大都市生活，人難免會被世界感染得功利，為了贏得全世界，不惜登

峰造極爭取任何名譽、虛銜，也不過是為了滿足自我慾望，炫耀自己；

向人表現最強、最得體的一面，卻把自己醜陋灰暗的一面掩藏、美化，甚至

把它忘記，當作不是自己的過去。

「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要得上

帝在基督耶穌裏從上面召我來得的獎賞。」( 腓三 13-14)

忘記背後有著很多不同的詮釋，其中是在於我們能勇敢面對過去的幽

暗，因著主耶穌基督的大能而再次挺立生命，努力面對將來……。

《愛．美》的作者正活活展現出加拉太書二章 20 節所說的：「現在活

著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生命重新被主改變，不單昂然

挺立，更是生命影響生命。如果你單純看上書名，你必定先入為主以為是一

本瘦身美容的書籍，可會想過這是一本自傳嗎？甚或是一本成長血淚史？當

我看到最後時，有一句話我十分認同：「我的生命曾經很痛，也曾經很錯。

大部分傷口和過犯，都是自己造成的。」的確，我們每個人都經歷過傷痛，

在療傷之餘，也漸漸收起了愛，昔日愛上帝愛人的心已變得冷冷淡淡了，但

只要你願意走下去，就會看到不一樣的美景。

人生旅程實在很奇妙，每每拆毀，卻有著建立；每個傷害，卻有著被愛；

每次的離開，卻是一次開展，在主的愛裏尋找生命的美，在美事上尋回起初

的愛。

■何景昕
美愛

■愛．美

■朱瀅倩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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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勤治理

■林德晧著

■道聲出版社

■ HK$126

■鄺天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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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華人教會中，教會領袖對行政存著兩種極

端的心態：治理教會，只講求信心仰望、

愛心行事，輕忽技巧；技術主義，以為應用了某

些技巧和工具就可以操控一切，必使教會增長。

前者，對於如何去實踐愛心和應驗信心，就只憑

個人感動或經驗去作，傾向人治。後者，對某些

行政工具高度評價，認為在教外可以行得通的，

沒有理由在教會中不見果效。

的而且確，教會是一個群體。任何一個群體

的發展和運作都必涉及行政。但與此同時，教

會又是一個信仰群體，並不能照搬某些流行的行

政手段就足以達成有效的治理。這樣看來，行政

的需要是肯定的，但如何正確地選取、有效地應

用，以至榮神益人，就是一個學問了。

一直以來，華人教會側重與傳道牧養有直接

關連的實務裝備。投放資源在裝備信徒去領導和

管理教會方面則相當有限。當然，一本具有在華

人教會實際管理經驗去講及治理課題的書，更是

鳳毛麟角。

《殷勤治理：「成人」取向的教會管理》一

書的出現，補上這方面的空白。實際上，作者是

將治理教會這課題作了一次全面的論述。作者的

目標不是向讀者介紹一些行政技巧，而是治理植

根在華人教會內。因此，他顧及行政信念和實施

之間的協調，融會了現代管理的觀念，顧及華人

教會的特質，用於堂會的場景。作者按部就班地

將規劃、組織、領導、控制等治理中最主要的部

分逐一向讀者講解。他作為一個在行政方面有豐

富經驗和學養的華人教會領袖，成為了這書的優

勢。

在教會中擔任牧師已有二十多年，我始終認

為堂會教牧人員與其消極地，毫無章法地治理教

會，倒不如積極地認識當中的要點，善用技巧，

使教會發展。這書，無論對治理事奉的新人或老

手，同樣是必讀的好書！

殷
治理勤



■范晋豪

蔡
頌輝圖文並茂，夫子自道他在教會事奉的成長路。在

事奉的高低起跌，甜酸苦辣中，無私的服事不單讓你

更認識自己，你更可以重新發現自己，挑戰自己去完成上帝

給你的使命。此外，事奉教你知道自己不是一個荒島，在人

與人的合作、共事中建立更壯大的信仰群體，見證與經歷上

帝的真實。簡言之，本書告訴讀者，事奉是讓我們能見自己，

見眾生，見上帝的歷練。

■梁永善

「短
暫熱誠易、一生忠心難」然而上帝要求的是一

生委身、盡忠，但事奉往往受到批評、挫敗，

很易使火熱的心冷卻。

《給事奉充充電》透過不同的角度如：心態、承擔、心

志、資源等給事奉者鼓勵、提醒，使事奉已久者可重新反

思，使初事奉者可得提醒，內文除適切經文解釋，現實應用

外，還有精美插圖，使讀者閱讀時更容易吸收，值得細味！

充充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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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嘉欣

「事
奉」讓您聯想起甚麼呢？忙碌、疲

憊、被點名去工作、人際關係、挫

敗的經驗……？抑或，您也曾試過在事奉的過程

中增加了對自己、對別人、對上帝的認識，拉近

彼此的關係，樂在其中；又或是拓展自己的新領

域，甚至是在挑戰中藉磨練使自己的靈命漸漸成

熟，既不成了「只懂說，卻不參與」，也不成為

「只懂參與，卻失去了目標」的事奉者。您知道

為何事奉上帝嗎？

作者把過去多年來有關事奉觀的講章輯錄成

書，內中充滿了不同的例子和插圖，生動而清晰

地帶領讀者發現事奉的寶藏——不在於事奉的名

涵、也不在於在事奉中可能帶來的榮譽或挫敗，

乃在於在事奉中不忘反思：「我如此事奉，是因

為我如此相信」。作者藉摩西的軟弱、保羅的堅

毅或聖經裏對事奉不同的描述和場景，帶給我們

新的動力回看事奉的基礎和信念，並於每章的結

尾，加插反思的提問，均可成為個人反思或作帶

領小組的材料之一。

■給事奉充充電

■蔡頌輝著

■道聲出版社

■ HK$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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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老師會做的 20 件事

■伍爾本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30

■余瑞堯

跟
本書作者伍爾本博士一樣，我也曾在中學

任教三十五年。猶記得第一天上課完畢，

同事問我感覺如何，我爽快地回答說：「時間過

得真快！」那同事隨後的回應我仍清楚記得：

「『遲吓』（很快）你就會覺得日子愈來愈難

過！」原來開學最初幾天，學生只需半天在校，

老師則主要在教室處理班務，還未正式授課，難

怪我的感覺還好。但幾天過後，同事的「預言」

就不幸逐漸應驗了。作為一位初出茅蘆的老師，

我實在是感到手忙腳亂，有天要塌下來的感覺。

差不多過了一年，情況才稍為好轉，但距離作為

一位好老師的理想仍遠。

今天有機會讀到伍爾本博士這本著作，我心

在想：「如果我初出道的時候可以讀到這本書，

我的教學表現一定會完全改寫。」

伍爾本博士到處講學，認識不少好老師。他

發覺好老師們都有一個共通的特質：「愛他們所

做的事，對教學有很大的熱忱」。我非常認同他

的觀察，因此在我擔任校長時，甄選老師總是以

教學熱忱作為首要條件，同時也以提升老師的教

學熱忱作為我的首要任務。

當然，一位有教學熱忱的老師不一定可以成

為一位好老師，他還需要有其他條件去配合。

本書介紹好老師所要做的二十件事，就是要幫助

有教學熱忱的老師如何成為一位好老師，如何

發揮老師對學生積極而正面的影響力。舉一個例

子，其中一件要做的事：「好老師從門口就開始

教」。在伍爾本博士三十多年的教學生涯中，他

上每一節課都會站在教室門口歡迎他的學生。在

任教好一段日子之後，我才逐漸領略這點的箇中

奧妙。我因而開始在實驗室上課前都盡量比學生

早到，向每位到來的學生點頭微笑並歡迎他們進

入教室。當我擔任校長的時候，每天也總是比一

般人都早到學校，站在校門歡迎每一位回校的學

生，風雨無間。我發覺如果一位老師經常以親切

的眼神，溫馨的微笑和適當的身體言語去歡迎他

的學生進入教室，一定可以大大拉近與學生間的

距離，改善課堂的學習氣氛，這正是今天「啟發

潛能教育」(invitational education) 的精髓之一。

作者鼓勵老師教學中要多採用故事和名言，

因而書中也引用了大量事例和教育金句。故此本

書讀來絕不沉悶，也很富啟發性。總而言之，這

的確是一本從幼稚園到大學教授都適合的好書，

值得大力推薦。

件事
好老師會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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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
洗之後》是一本很好的教材，尤其給予剛受洗的

會友。

在二零一二年一次偶然的機會下發現此書，翻閱後發覺

內容簡潔清晰，全書共有六課，均是信徒受洗之後生命成長

的指標。

於是，我們的堂會於二零一三年年初嘗試採用此書，由

教牧同工與初信者一起閱讀，每期六課。到目前為止，已完

成三期，效果相當理想。一方面，參予課程者的生命，有著

顯著不同的改變和成長，包括對堂會的了解、對教牧的認識，

以及確認自己基督徒的身分，他們更與教會保持密切的關係。

我喜見他們積極參與堂會的活動、聚會、會議等等。另一方

面，我也相信因著這課程，使他們對傳道人認識多了，對教

會也認識多了，最重要的是他們對上帝認識也多了，並知道

及需要常與教會聯絡，與上帝建立親密的關係。因此我誠意

推介，盼望此書能為你堂會的新會友，凝聚他們的力量，彼

此建立和激勵，使他們的屬靈生命不斷成長。

此書，猶如啟航者能給他們信仰成長的指標。

■王炫美

■受洗之後

■吳明節著

■道聲出版社

■ HK$52

之後

9     

P
h

o
to

: p
.8

 B
o

le
tin

, p
.9

 D
o

n
tB

b
lu



■爺爺的櫻花道

■劉清彥 / 文

　曹俊彥 / 圖

■道聲出版社

■ HK$101

■羅群英

看
著這書的繪畫已吸引了我，更何況是親身

到南投縣的埔霧公路，細心欣賞沿途櫻花

的盛開呢？

從作者劉清彥編寫這個真人真事的童書，他

深深覺得在山上默默種樹的王海清爺爺，他的生

命也像是綻放了一樹的櫻花，美得教人感動。確

實如此，當我看到九十一歲王爺爺的生命故事，

他近三十年的努力栽種與辛勤維護種櫻花，至今

已種了四千六百多株櫻花，若包括多年來因病蟲

害死或人為破壞、盜挖而補植的櫻花樹苗，數

量可能已經逾萬株，實在是一位忠心的園丁去悉

心照顧櫻花。王爺爺說︰「櫻花是最乾淨的樹，

花開、花謝、長葉、落葉都是一次完成，一清二

楚，真乾脆。」他栽種櫻花期間仍親力親為，其

間不免經歷種種「酸、甜、苦、澀」的心情，但

王爺爺始終以「栽培自己子孫」的心情，每天拔

草、除蟲、施肥，全心全意照顧這些屬於大家的

櫻花樹。而當看著櫻花樹一棵棵被種活，長得又

高又壯，大家也能在四季欣賞櫻花的各種情調與

景致，他的努力與付出便值得了。因此他贏得埔

霧公路「櫻花之父」的美譽。

王爺爺對種植櫻花的熱忱，他那份堅毅、不

辭勞苦地以愛心去貢獻，實在值得我們去學習

效法，好像經文帖撒羅尼迦前書一章 3 節「在

我們的父上帝面前，不住地記念你們因信心所做

的工作，因愛心所受的勞苦，因盼望我們主耶穌

基督所存的堅忍。」王爺爺專心栽植，甘心樂意

地事奉，無論是勞苦或百般艱辛，最終得到美好

的成果。因此，信心必發出愛心的工作，愛心的

事奉使我們對主的日子充滿真實的盼望，這盼望

能堅固我們、激勵我們、安慰我們，並成為我們

得勝的能力。凡憑信心事奉的人，無論隱秘的或

顯明的，上帝必看見的，從上面而得來的賞賜。

爺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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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坦誠地分享了自己的過

去，家庭的成長如何影響著她；

也分享了在治療邊緣人格障礙的

過程中所受的苦。她嘗試過不同

的治療，都不能解決問題，然

而，當她單單仰望上帝，從聖經

中找答案，便可從困局中走出

來。這是上帝的恩典，不單發生

在作者身上，也會臨到一切上帝

的兒女們身上。

作者比領主教看天職就如一

個信徒日常工作生活。我們在領

受耶穌赦罪的恩典時，同時也領

受了一份天職。除了工作以外，

還有一連串的責任，作丈夫、作

妻子、作父母、作兒女、作兄弟

姊妹、作同事等，所有這些日常

生活中各樣的責任，也屬於天職

的一部分。讀者閱畢本書，必能

找到上帝給予你的天職及呼召！

■走出邊緣人格障礙

■ Jance 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56

想要成為一個好的領袖，我

們裏面一定要有十字架的靈。我

們是百分之百的罪人，要去服事

百分之百的罪人，想想看，那會

是一個甚麼樣的光景！罪人領導

罪人是一件很可怕事情，若沒有

耶穌的十字架，根本沒有人做得

到。十字架會給我們判斷力、給

我們協調力、給我們執行的能力，

並且使我們能把這一切傳承下去。

■團隊建造――

　30 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50

■天職論

■比領著

■道聲出版社

■ HK$48

雪白城內有三名鞋匠，他們

為國王做出了一雙黃金鞋、一雙

皮靴和一雙木鞋。國王試穿了前

兩雙鞋子，鬧出了不少笑話，當

他穿上木鞋的時候，又會發生甚

麼有趣的事情呢？

小莎是一個緊張大王，一緊

張，她就會一口接著一口吃下很

多甜點，但是吃甜點沒有解決問

題，反而製造更多問題，還差點

兒被怪物吃掉！最後，是甚麼救

了小莎呢？

本書分成兩大部分。第一部

分是討論危機發生的根源 ; 那些

催促青少年去嘗試禁果的壓力，

以及他們為何向這些壓力屈服。

在第二部分將提供一些特別的步

驟，可以有效對付那些壓力，以

及幫助青少年拒絕試探的方法。

■向性壓力說No

■約希麥道衛士著

■道聲出版社

■ HK$90

■緊張大王小莎

■里卡多．傑明亞尼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58

■國王的鞋子

■亞伯特．貝內維利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

　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58

新書推介．New Arrival

11     

P
h

o
to

: p
.1

0
 To

m
o

. Y
u

n
 | Y

u
n

p
h

o
to

.n
e
t



歡迎瀏覽本社   Facebook 專頁：http://www.facebook.com/hktaosheng

Taosheng
      Newsletter

聲道 特別推介

給事奉充充電

殷勤治理

耶穌的叮嚀 - 聖經故事

來自天堂的 66 封情書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四年五月三十一日）

1
聲道

苦絕的猶太文化

如果你想看鯨魚

道聲出版社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三樓	 Tel	:	(852)	2388	7061	 Fax	:	(852)	2781	0413	

道	聲	書	局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A 信義樓地下	 Tel	:	(852)	2332	4248						電		郵：	taosheng@elchk.org.hk

道	 	聲	 	閣	：	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50 號	 Tel	:	(852)	2388	7681						網		址：	www.taosheng.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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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隨基督》

·潘霍華著　

·HK$80.00

《追隨基督》是潘霍華最廣為人知的著

作之一。書中一個重要的信息，就是作

基督徒必須順從基督、受苦及捨己，與

昔日那份安舒生活作告別。全書分四部

分，包括「恩典與作門徒」的關係，講

解「山上寶訓」與基督徒生活的「超平

常性」與「隱藏性」的意思，再以「福音

使者」及「基督教的教會和作門徒的生活」去說明門徒

在世跟隨主應有的特點和所應作的事情，而這一切都建

基在順從基督及捨棄了舊我的新生命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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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