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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
聲」，是聲音接收者的回應。這個

回應既可以是直接給予發聲者，也

可以是以傳聲方式把聲音傳開，再變成迴響。

就像我們得著救恩，明白福音，我們既會傳

聲（傳福音），也會透過祈禱、身體力行遵行上

帝的教導、傳聲等作為回應。對於出版社來說，

能讓讀者更親近上帝，更願意支持出版及文字工

作，甚至參與文字工作，成為發聲者，就是很好

的「回聲」。

道聲在過去百年以來「為道發聲」，正是

因為上帝感動眾多文字工作者及弟兄姊妹的心，

成為道聲的同行者，帶給道聲不少「回聲」。因

著這種「回聲」，道聲對文字宣教的使命得以承

傳。

經過不同時代的轉變和社會的變遷，道聲亦

與時並進，以更貼近時代的出版，並開拓新的服

事方式，透過出版電子書及建立網上平台等等，

盼能繼續把「為道發聲」的使命傳承，繼往開

來，延續先賢們對文宣的熱誠，把上帝的話語透

過文字繼續代代相傳，祝福更多人。時代的轉變

固然為道聲帶來不少挑戰，但同時因著科技帶來

的轉變給予出版社新的機遇，拉近讀者、作者與

出版社之間的距離，更可賦權讀者，讓傳聲更容

易，回聲更響亮。

我們可以如何支持道聲的文字事工呢？道

聲出版社作為發聲者，我們覺得最好的回聲就是

由拿起書本閱讀開始。讓我們在這個資訊爆炸的

年代，追求快速效率的世代，由自己開始閱讀，

因為閱讀才會讓人留意書籍，才懂得甚麼是文字

事工，繼而才會鼓勵別人閱讀，與人分享。這是

人人都可以做的，隨時看，隨時讀，讓我們一同

經歷閱讀的好處，用心感受，從心分享。我們每

人的一小步，加起來就能踏出一大步，提升閱讀

氣氛，帶來更多回聲。

文字事工是傳揚福音不可或缺的一環，因為

文字可有效帶領讀者把信息內化、沉澱，體會上

帝話語的真實。今年道聲透過一連四期的通訊，

藉道聲百年的恩典歷程和體會，與讀者共同思考

文字宣教使命，希望信徒都能整裝待發去「發

聲」、明辨真理用心去「聽聲」，領受呼召去「傳

聲」，承傳使命帶來更多「回聲」，以致我們更

明白宣講上帝話語、認識上帝、忠於召命及承

傳使命的重要，並能一同與道聲並肩同行，繼續

「為道發聲」，傳承文字宣教使命。

「回聲」代為「承傳」 ■梁美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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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
言道：「半本《論語》治天下。」當今局

勢複雜無常，《論語》可否治天下，我不

知道。但半本《妳！就是「貴婦」》就一定可以

治婚姻了！不信你試試。

《妳！就是「貴婦」》書中「貴婦」一詞，

是指聖經箴言三十一章所描述的才德婦人（The  

wife of noble character）， 一位使丈夫引以為

榮，心滿意足的妻子；她勤懇工作，愛護家庭，

有憐憫心腸，擁有「高貴」的品格，其價值遠勝

珍珠，所以作者稱如此一位女子為「貴婦」。

不要以為作者會用說教的方式，大條道理的

教你做貴婦，那太悶蛋了。黃友玲不愧為台灣優

良文學獎得主，她的寫作手法很了得。她將全書

分為四部分：第一部分講出戀愛與婚姻中，女人

常會踏進的誤區。二，是實踐方法。三，從其他

婚姻輔導作品中，提供額外意見。四，成為貴婦

後的見證分享。在每一個部分中，都盡見作者是

位寫故事能手；甚麼道理，作者都可以寫進故事

裏去，即使提及一些法則，她都可以用故事表

達。故事中，有真實個案，有小說中人，寥寥數

頁，就可以把一個故事說得生動吸引，且有說服

力。

我只看了半本，就降服了，決定改變自己！

平日，我常禁止丈夫吃甜品，因他血脂高，我們

因而吵嘴。但那天，當我看到這本書的一段話：

「甚麼是真愛呢？真愛就是永遠站在對方的立

場，為對方著想；永遠覺得自己愛不夠；永遠尊

重對方如國王王后……」（86 頁），我猛然想

起，我很久沒有記念家中的「國王」了！於是，

我走到我區火車站旁的一個攤檔去，買了一小包

花生糖，此乃丈夫至愛。我緊握著糖，仿如拿著

金子，興奮地要送給國王！還記得，他接到手中

時，是報以深情的一句「多謝」。這就是書中「貴

婦」的魅力使然，吸引我隨在這身影的背後啊！

姊妹們，願你們都藉此書蒙福！

■陳麗娥

■妳 ! 就是「貴婦」!

■黃友玲著

■道聲出版社

■ HK$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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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活在香港，生活指數高、年年不斷飆升的通貨膨脹、樓價的瘋

狂、工作學業的繁忙、泛濫的廣告等等，每每都會使我們在財

務上有很大的壓迫感，很容易迷失，好像怎樣努力也入不敷支，更不

用指望能儲蓄，當遇到突而其來的困難時，更使人沮喪難受。當我看

畢此書後，真的提醒了我要主動尋求，用上帝的方式去管理金錢，要

殷勤籌劃，不應處於被動。

《金錢與婚姻》作者提醒我們很多婚姻被破壞，其中一個最大的

誘因是金錢，所以在財務上充足且良好的溝通，是我們值得留意和學

習的。首先夫妻因著不同的背景，會有各自的價值觀和財務態度，若

能以關懷和正面的方式處理衝突，會使彼此有更親密的關係，成為配

偶的祝福。

作者接著介紹了有系統而實用可行的方法，去管理並改善婚姻中

的財務，例如：金錢地圖、免於負債、每週的金錢約會、支出計劃等，

讀者若能消化書中的用意，適切用於自己的婚姻之中，定能建立彼此

同心合意、共同承擔的婚姻。另外，書中也對在婚姻中不同階段、處

境的挑戰，給予了建設性的建議，提醒我們要好好作財務上的預備。

當你與配偶謙卑地管理上帝交託給你的金錢，你便成為上帝忠心

的好管家，也使你及你的配偶經歷真正財務自由，在無可避免的風暴

來襲時，仍站立得穩。

■鄧小玲

■金錢與婚姻蒙福之道

■戴浩華著

■冠冕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95

金錢與
蒙福的婚姻



■黎惠儀《師言志—新紮老師手記》 

幸遇蔡老師

初
執教鞭的蔡鳳兒，為她的教學實習留下活

生生的文字紀錄。寫來淡然樸實，讀來餘

韻猶存，算是在霧霾瀰漫的中學教育環境下滲出

一口清新的空氣。

顧名思義，《師言志——新紮老師手記》寫

的是為師者的志願，而志願離不開志氣。作為

老師的蔡姊妹，既是新紮的，在字裏行間，總流

露出她的教育理想與實踐的衝勁。既是手記，就

不會洋洋灑灑地書寫有關教育的偉論，卻是生活

隨筆，順手拈來，一於我手寫我思我感，既不會

陳義過高，反見到其人存心謙虛而甘願受教於上

帝，甚至願意在跟學生相處中學習為師之道的自

願貧窮的情操。綜觀全文，讀者不難發現蔡老師

的讀經修為。在對應教學的職場現實時，指導蔡

老師渡過每天實習的日與夜的，不純是自身的學

習經驗與知識水平，更是耶穌的教導、聖經的法

度。靈性的根柢是走進任何職場領域的信徒所必

備的「武裝」。新紮老師蔡姊妹回望實習的日子，

既有喜樂也有悲傷；既聽見笑聲也經驗淚滴；既

摘下成功的讚詞，也留下失敗的痕迹。教與學的

世界就是這樣的真實，且是沒完沒了的有血有肉

的戰場。

曾經歷實習老師生涯的筆者，一邊讀著鳳兒

的手記，一邊憶起四分一世紀前的往事，也瞥見

自己成長的蹤跡。感恩的是，在如斯風高浪急的

教學環境下，仍有鳳兒這種為了建立下一代而願

意「漏夜趕科場」的勇者。《師言志——新紮老

師手記》對或已成為「老油條」的教師可起會心

的提醒，也為同是初為人師者建構共鳴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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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師言志

■蔡鳳兒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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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文銳

信
耶穌自然要「跟耶穌學」，我們每一個人生活中都離不開「金錢

管理」， 因此我們一定看這一本書。

這一本書將聖經中金錢管理的道理，帶入了二十一世紀的現實中，

其中「反思問題」特別有意義， 是一本個人或小組一同學習的好書。

■劉學郁

書
中提及「他連得」這個古老字，意指大筆金錢或是才幹 (Talent) 

的意思。他連得就如錢幣的兩面，既是財寶，也是才能。作者以

經文解釋——「因為你的財寶在哪裏，你的心也在那裏。」同樣地，你

把才幹投資在那裏，你的財寶也在那裏。

書中又提及「一個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

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上帝，又服侍瑪門。」可是無論是教會

事工或是十一奉獻；無論是商業上的金錢管理或是個人納稅與施予的抉

擇，總離不開金錢管理。「又服侍上帝，又服侍瑪門」確是件兩難全的

事情，難道要如那個領了一千的懶惰僕人一樣，把主人託付的金錢埋在

地下嗎？斷然不是，何不換個角度，「又服侍上帝，又管好瑪門」，就

如作者在第十章的結語，做個忠心的管家，好好善用上帝所賦予的「他

連得」去管理託付給他們的金錢呢？ 

這本工具書，在每頁都註明了相關聖經原則的出處，方便查考或小

組研習。誠如申命記八章 18 節所說：「你要記得耶和華——你的上帝，

因為得財富的能力是他給你的，為要堅守他向你列祖起誓所立的約，像

今日一樣。」期望讀者能有所得著。

耶穌
金錢管理 

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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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寶玲

貧
富懸殊的香港，卻聽見過月入五萬和月入五千的，都異口同聲說：「不夠

錢用。」反觀生下兩個孩子轉為全職主婦的我，入不敷支，感恩還有積蓄，

但也難免會為「金錢」而憂慮。

 作者說：人們的憂慮很容易從需要（needs）轉向「想要」（wants），不

是擔心會捱餓，而是「想要」特別的食物；不是擔心沒有衣服，而是「想有」適

合在不同場合和潮流穿著的衣服，以致將「奢侈品」成為「必需品」。

作者指出這個世界是缺乏的，而上帝的國是豐盛的，用這樣的角度去衡量，

憂慮恐懼也會消失。因聖道與聖禮、主耶穌的同在和聖靈的引領，這豐富的恩典

臨到，必定夠用。作為母親，有了這信心的基礎，就能更有效地教導下一代如何

管理金錢。

 本書提出了教導孩子有關金錢管理的課題，其中頗有趣的是：「分享——

儲蓄——消費的計劃」（二十三章）。作者說當「分享」成為青年人的喜樂而不

是責任時，便能塑造美好的生命。當「儲蓄」是一種方法去確定金錢是他們的僕

人而非主人時，便可以自由而活。當知道自我價值不是擁有多少金錢來衡量時，

「消費」便會變成喜悅的事。

 盼望兒女們有受教和謙卑的心，跟耶穌學好金錢管理，善用在上帝的國度

中，榮耀主名！

■張鎮英

以
往任職會計師時曾協助不少客戶規劃及管理個人金錢以增

加財富，沒料到今天作為牧者我可以返過來跟耶穌學習真

正的金錢管理！最近讀了郭諾夫的《跟耶穌學金錢管理》，令我

體會到金錢管理其實也是一個重要的屬靈課題。

作者透過一些熟悉的經文，以耶穌的教導來講解他對受託的

領受，好像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裏，作者提醒我們在個人財政

預算中，應預留一筆款項用來隨時幫助身邊有迫切需要的人；又

好像在稅吏撒該的故事裏，作者引發我們去思考一個在追逐財富

迷失了自己的人，過往金錢控制了他的信心，認識耶穌後他的信

心控制了金錢，知道如何妥善運用。

總的來說，這實在是一本值得一讀的好書，讀後你會明白真

正的金錢管理並非如何為金錢作出計劃，而是如何遵行上帝為我

們的金錢作出了的計劃。

■跟耶穌學金錢管理

■郭洛夫著

■道聲出版社

■ HK$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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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
世歷代，人總會問：「我為何活在這個世上？我從哪裏來，將往哪裏去？我

當作一個怎樣的人？」這些問題往往交織著個人對生命的感嘆，同時流露著

世人對永恆真理的共同渴求。

它們能否一一得到解答？《超越理性的信仰》辯證理性的認知有其絕對限制。

單憑理性，人類不足以回應這些無法透過實驗證實的問題。作者開宗明義表明信

仰雖與理性相合，在本質上超越了理性能夠確認的知識範圍。因此，真理透過啟

示方能得以顯明，藉著信仰方能得以承載。

在這個對於信仰的理解之上，本書將會伴你展開認識真理的信心旅程，與你

一起作出信仰的提問：何謂真理？人如何認識真理？進化論是否可靠？世上有何

關於上帝存在的論證？真理能夠增加人對世界的源頭和苦難的理解嗎？聖經是否

真確？耶穌為何是人類歷史的救主？他是否復活了？作者耐心地從正反兩面逐一

剖析歷代學者對以上問題的見解，辯明其可取與缺欠之處。無論你對真理有多

少認識，這本書所搜集的眾多觀點和對其的分析，對你的信仰生命有所裨益。

■周頌堯

超越

的信仰理性

■超越理性的信仰

■何文祺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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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振宇

■ 11 隻貓別靠近袋子

■馬場登著

■道聲出版社

■ HK$101

貓
兒很喜歡探索周遭事物，尤其遇上新事

物，在好奇心促使下，牠們更是充滿幹勁

去探究一番才安心。那種鍥而不捨的精神，有時

讓人看到也甘拜下風。

小樹苗—十一隻貓系列：十一隻貓第一次

的旅行，是為了填飽肚子，划著船在大湖上跟大

魚搏鬥；他們吃膩了賣不完的可樂餅，第二次的

旅行乘坐飛船，前往信天翁的家鄉，想要嚐嚐烤

雞的滋味。第三次，十一隻貓駕著車旅行，並闖

進豬叔叔的家。那麼今次歷險呢？牠們要去哪裏

旅行？交通工具又是甚麼？答案是不是也呼之欲

出了……

十一隻貓今次出發去遠足，並且於不同狀況

遇上警告，但警告卻也為牠們帶來誘惑，引誘牠

們挑戰警告標語，不遵守立牌上的警告會帶來甚

麼樣的結果呢？

從《11 隻貓別靠近袋子》這故事中讓我想

起在聖經，特別是舊約聖經中上帝也對人展示不

少「標語」（律列典章），提醒人以幫助他們能

活得更美好。可是人也常想自己決定一切、挑戰

上帝，結果是不堪的。不過在現今複雜的社會

裏，不少單位及人都會在不同場景訂下規例要別

人遵守，正如故事中的大怪物的作為，立心不

良，為的只是要別人活在他們的控制下。所以我

們要以聖經的教導分辨，切勿盲目跟從，也不要

像十一隻貓那樣凡事挑戰。

願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能靈巧像蛇，純

良如鴿子，作上帝無瑕疵的兒女。

別靠近袋子
11隻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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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冰好厲害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00

■手造奇觀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268

■聖經密碼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98

■真心話不冒險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80

■實話實說 2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18

■張雅雯

在
教會的小組聚會中，歡呼聲此起彼落，到

底發生了甚麼事呢？原來大家都在玩聖經

桌上遊戲，鬥智鬥力，不亦樂乎！

 現 在 的 社 會 著 重 多 元 學 習， 桌 上 遊 戲

（tabletop ／ table game，香港大多稱之為

card ／ board game） 在香港不同的團體裏都

很盛行。桌上遊戲源於德國，多強調戰略、淡化

運氣、減少衝突，通常在遊戲結束時不會淘汰任

何參加者，志在提升參與度及投入感。在不同國

家，桌上遊戲在設計上會加入不同特色，例如動

作、聲音、節奏、道具、圖片、故事背景，甚至

1	 資料來源：維基百科

桌 上 遊 戲

是音樂、舞蹈等藝術及文化素材 1，不少遊戲更

提供進階玩法，適合不同程度的參與者，提升樂

趣。

這幾款以聖經為題的桌上遊戲，為大家提供

一個輕鬆方式以全新角度學習聖經真理，除了

很適合親子一同玩樂，加強親子關係，更可幫助

孩子在繁重的課業中減減壓。同時，在教會小

組中使用，能讓大家從遊戲中學習，在學習中遊

戲，營造輕鬆氣氛，不但能重拾童真，也能打開

話匣子，讓歡笑聲在小組生活中變得更響亮。

《破冰好厲害》：這遊戲

共有六種玩法，開心歡樂

又刺激，同時認識聖經，

適合一家大小，教會小組

的破冰遊戲。

《手造奇觀》：結合動作及圖

片，不單考驗參加者對知名建

築的認識，更考驗團隊齊心協

作的速度，可提升創造力、觀

察力、判斷力和齊心協力。

《聖經密碼》：考驗反應

與記憶的遊戲，以聖經中

十一個故事為藍本，適合

一家大小。

《真心話不冒險》：這是

一款交流生活經驗的團體

遊戲，簡單易玩，適合與

新朋友互相認識。

《實話實說 2》：想從別人

眼中了解自己究竟是怎樣

嗎？這個遊戲可以幫助你運

用豐富的想像力、配對能力

及對參加者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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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共分三個部分，分別是

「父親怎麼辦？」、「給孩子的

四樣禮物」和「爸爸，真的需要

你」。

三位作者從他們多年的輔導

經驗、親子關係的親身體會中，

分享如何作孩子的同行者，尤其

是如何與青春期、反叛期的子

女，共同面對成長的挑戰。

■爸爸，真的需要你

■施道恩、凌葉麗嬋、

　劉穎合著

■關心友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50

《十架、生命、事奉》表達

作者五十多年來的生命與事奉都

歸因十架的救恩，也始終受十架

之愛的啟發與鼓勵。此套書為

「榮休文集」，把作者所寫的論

文、演講、自述、書序及短文匯

集成篇，一方面與主內肢體、朋

友及讀者分享，另一方面為表達

對主的感恩。作者體會若不是主

的恩召，跟隨與事奉祂的這一

生，不會這麼豐盛。

■十架、生命、事奉

■俞繼斌著

■道聲出版社

■ HK$270/ 套

一二二四年，亞西西的聖法

蘭西斯寫了一首簡單的讚美詩，

歌頌上帝豐盛的創造，也有他的

沉思默想。約八百年後，童書作

家凱瑟琳．派特森用詩的語言改

寫這讚美詩。而潘蜜拉．達頓用

精緻的剪紙製作插圖，藉著圖像

使文字的意義更顯明；顯示出作

者與繪者對我們居住的世界衷心

的尊重、愛和讚嘆。

當孩子發生問題，父母的態

度是關鍵。這一本不是輔導的

書，而是二十多年來陪伴許多父

母面對孩子問題時的聖經反思。

這本書，也是為了牧養父母的主

日講道，從聖經出發，以委身教

會為前提，曾經幫助許多人，深

信也能幫助正在尋找出路的父

母。

■當孩子發生問題

■張振華著

■改變書房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57

新書推介．New Arrival
■太陽弟兄，

　月亮姊妹

■凱瑟琳．派特森著

■道聲出版社

■ HK$101

本書融合武俠精神與基督信

仰的創作構想。一八五三年，江

寧城外的小村落，名動天下的俠

客在此生死決鬥，慈悲憐世的西

洋神父在此收養眾多孤兒，太平

天國翼王石達開也視此地為大軍

必爭之地。俠客、神父與梟雄的

邂逅，會在亂世中激盪出甚麼樣

的火花？天國真有可能臨在人間

嗎？

■太平記

■馬克白著

■道聲出版社

■ HK$75

明玉傳道在韓國愛的教會服

事二十五年，專注於初信造就事

工、門徒訓練事工，帶著傳福音

與牧養的負擔，不斷思想如何領

人歸主、牧養弟兄姊妹。《建立

小組長的五個原則》以五個支柱

建造該階段最重要的屬靈根基。

書中列舉許多故事、比喻，幫助

讀者心領神會，使屬靈生活更有

活力，擁有勝過世界的能力。

■建立小組長的

　五個原則

■姜明玉著

■道聲出版社

■ HK$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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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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德點滴》

·周天和著　

·HK$35.00

坊間有關馬丁路德的著作雖多，本書

卻以一個既嶄新又精簡的手法去「描

繪」這位改革巨人。不論路德的生平、

成功秘訣，釋經原則，講道心得，政教

思想以及遺囑，作者均有精闢的分析和

論述，令讀者容易掌握，以致可以應用

在生活各個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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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