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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若不是耶和華看守

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 詩一二七 1) 是的。房屋得建造，

城池蒙看守，都是出於上帝的恩典，但我們更要感謝上帝的，是祂願意使用我

們成為建造的人，看守的人。

道聲過去一百年的文宣服事，在基督教出版能夠略有貢獻，實在是上帝的

恩典；但更要感謝的，是祂為道聲興起一批又一批忠心有恩賜的文字工作者、

編製團隊，在種種境遇中，仍盡心竭力的努力耕耘，我們不能忘記蕭克諧牧

師、殷穎牧師、顏路裔牧師、呂安昭牧師……。我們又感謝教會中的信徒、教

牧一直以來對道聲的指導、支持。藉著參與道聲的事工，我們一起與上帝同

工。

面對擺在前面基督教出版的機會和挑戰，道聲可以怎樣回應時代的需求，

為教會提供適切的服務，繼續承傳上帝託負我們為道發聲的使命？我們需要上

帝賜下智慧和信心，我們需要你的同工同行。

在道聲百周年感恩崇拜中，副社長梁美英牧師主持了「使命傳遞」的環

節。她重提了目前基督教出版社的需要，呼籲與會者向上帝立志，一同承擔以

文字宣教的使命。深願上帝悅納你我的回應。

與上帝
同工

編者按：二零一三年為道聲百周年慶典，我們特別邀請了四位現任

及歷任社長，包括陳堅麗監督(2011-現在)、戴浩輝博士(2009-11及

2005-06)、張振華牧師(2006-2009)及曹瑞雲牧師(2000-2005)為本年

四期的通訊撰寫主題文章，與信徒一同分享閱讀及出版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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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瑞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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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真

聖
經的話語歷久常新，但時代的轉變令社會

節奏不再一樣，信徒閱讀的方式亦更趨多

元化。自一九三八年起，中文版《信徒箴言》的

前身《基督徒口號》就已為弟兄姊妹提供靈糧超

過七十五年。從一九七三年正名為《信徒箴言》

後，亦已服事信徒達六十年。適逢道聲百周年之

際，道聲思考如何令《信徒箴言》可以更多元化

的方式展現，回應時代需要，因此在二零一三年

推動「信徒箴言電子平台」，以專題網站、新媒

體平台及手機軟件配合印刷版，全方位服事弟兄

姊妹。

能夠透過新平台、新媒體、新方式讓弟兄姊

妹能隨時隨地在手機及網上平台細閱《信徒箴

言》，並把祝福與親友分享，實在令人鼓舞。

「信徒箴言電子平台」的拓展，代表著道聲繼續

秉承「為道發聲」的使命，勇於嘗試，也印證道

聲邁向新的里程碑，運用新方式服事信徒。「信

徒箴言電子平台」除了是貼近時代的出版外，道

聲更希望吸引年青一代的信義會教友，以至國內

及海外華人信徒使用，讓他們都能明白這個靈修

傳統的好處。

自二零一三年二月十三日正式開拓「信徒箴

言電子平台」至今，我們成功與讀者建立新的聯

繫交流渠道，專題網站錄得來自十多個國家／地

區過萬人次的瀏覽，《2013信徒箴言電子版》

亦錄得來自十多個國家／地區數以千計的下載，

讓《信徒箴言》把祝福與造就傳得更廣更遠。

作為「信徒箴言電子平台」的重點項目及

道聲首本電子書，雖然因著技術及經驗不足，

《2013信徒箴言電子版》仍有許多改善的空

間，但道聲能在緊絀的資源下跨出這一步，實在

是一個明確的恩典印記。《2013信徒箴言電子

版》獲得不少積極的迴響，同時亦於第六屆基督

教金書獎成為電子書項目入圍作品，讓整個團隊

深感鼓舞。

二零一四將至，道聲總結經驗和讀者意見，

再接再勵，推出重新設計的《2014信徒箴言電

子版》，不單為讀者帶來更流暢美觀的使用體

驗，也加入多項實用功能，包括更齊備靈活的分

享功能、書籤、繁簡體中文選擇、不同國家／地

區假期等等。由於整個平台經重新規劃，不但未

來數年都可以此為基礎進行內容更新，同時亦會

因應需要加入新的內容模組，為讀者提供更豐富

的閱讀體驗。

■2014 信徒箴言

　電子版

■道聲出版社

■定價 : 待定

信徒箴言電子版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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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鎮英

耶
穌基督在世時常常禱告，祂並且教導門徒

常常禱告。作為基督徒，我們都知道禱

告很重要，也知道要多禱告。但坦白說，許多

時間我們看重了禱告的果效，禱告的目的就是

希望上帝盡快按我們的心意來應允我們的要求。

我們的禱告事項有時頗像購物清單，讓上帝給

我這些、那些，又或上帝為我做這件事、那件

事。

在忙碌的生活中，基督徒也會輕視了禱告

的重要性，以為既然上帝知道我們的需要，那

就不用禱告了！其實，我們需要禱告是因為我

們要與三一上帝建立愛的關係。禱告不是教條，

迫使我們去遵從，我們成為基督徒更不是因為我

們接受了教條，而是因為我們接受了一位愛我

們，願為我們受死，天天活在我們裏面的耶穌。

透過禱告，我們可以親近上帝，經歷與上帝親密

的關係。禱告就是上帝要抓住我們的地方；在禱

告中，我們認識到自己的軟弱，從而堅定我們對

上帝的信心及培養出謙卑來。在禱告中，上帝對

我們說話，餵養我們、改變我們。這是我閱讀了

楊寧亞牧師所著的「30天禱告手冊」系列的一

點體會和感受。　

禱告手冊
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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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天禱告手冊（共九冊 )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 HK$50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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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天禱告手冊」系列是楊寧亞牧師的著

作，由基督教台灣信義會台北真理堂出版。整個

系統共有九本書，每本一個主題，包括《福音

的大能》、《主禱文》、《十誡》、《使徒信

經》、《聖靈的果子》、《屬靈爭戰》、《七

個釋放禱告》、《醫治釋放》及《幸福家庭重

建》。每天一篇主題，每書共三十篇，讓讀者以

一個月時間來完成一個主題。每天先閱讀一段靈

修經文、主題信息及信息默想，然後反覆思想，

讓上帝的說話進入我們心內，引導我們禱告，並

且帶領我們的生活。

楊牧師更特別把一些信仰的基要材料加入此

系列中，例如《福音的大能》表達了因信稱義的

必要和因信稱義的福氣；他又把基督教會一般教

導的《主禱文》、《十誡》、《使徒信經》放入

系列內，以深入淺出的方式來幫助讀者更加認識

這些主題，使讀者易於理解，並以此反省自己的

生活狀況，然後禱告上帝。「30天禱告手冊」

系列十分適合個人靈修用，至於小組或團契，也

可按手冊內容一起分享及禱告。



活得優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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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美英

「優
雅」——令人想起“elegant”，一

種散發著高貴而清秀、悠閒而憩

靜，並且是惹人羨慕的氣質。而「活得優雅」則

是一種非常吸引現代人，甚至是「可望而不可

即」的生活，活著一分一秒都有美意，享受生命，

是多麼令人感到幸福的事。

可惜今時今日，那裏才有這樣的生命？那裏

能過這樣的生活？上班一族忙，不上班的一群同

樣的忙！上班的人在教會忙碌的服事，但不上班

的人在教會服事也是忙忙碌碌的。問題關鍵在於

甚麼呢？因為這個時代，被定義為「忙」是很重

要的。

《活得優雅——作時間的主人》，作者

劉志雄幫助我們積極面對這個時代的死穴—— 

「忙」。書中不但有聖經教導的提醒，更富有實

用的策略，你可以透過書本中的測試，發現自己

現在究竟為何而忙？

忙而不亂，秘訣在於面對生活瓶頸的時候，

我們的觀念與聖經的教導是否吻合。作者先要我

們調整觀念，否則便無藥可救。他指出聖經出現

「忙」只有三次，而且都反映是上帝不喜悅的，

因為忙叫人亂，無目標的忙是白忙，忙過了頭更

會使人抱怨。因此，「戒除忙碌，歸回安息」、

「忙不等於跟勤力畫上等號」、「忙就要忙得更

有效率」、「忙不是上帝對人的本意」、「知道

甚麼不該做就不去做」、「少做是贏家，多做是

輸家」、「捨去緊急的，投資重要的」等等精確

的觀念，讓你能重新檢視自己的生活，當調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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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確的觀念後，才能明白安息的重要。

事實上，上帝要祂的子女們在地上過平安，

而不是忙忙碌碌的生活。然而，為何忙碌過後，

心裏面卻常常感到空虛滿載，充滿著沒有人知

道，沒有人明白的感受呢？因為，我們在乎所擁

有，在乎在那個人面前活得對否，卻忽略我們應

在乎的，其實是能否精確地活出上帝的旨意，以

致我們在上帝面前，真的可以享受與祂同在的優

雅和平安。

生命中做了十件事，而生命最重要的事卻沒

有去做，這不是很可憐嗎？讓此書能幫助我們為

時間重新定位，活出優雅，因為上帝希望我們能

享受生活，並且榮耀祂。

■活得優雅—— 

　作時間的主人

■劉志雄

■道聲出版社

■ HK$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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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小好小的聖誕禮物

■彼得．雷諾茲著

■道聲出版社

■HK$88

■劉思琦

的

好好小 小

聖
誕節將到，又是一個互贈祝福及禮物的節日。你會否期待收到又大又貴重的聖誕

禮物呢？

書中主角小羅期待了一整年的聖誕節終於到了，但收到的卻是一份很小很小的禮

物。他實在氣昏了，立即拼命地許願想要一份大一點的，還要再大一點的，最後到了

外太空繼續尋找。在一望無際的宇宙，小羅似乎並不開心，開始想念家人，好想回到

看起來只是一個小斑點的地球……

這是一本很精美的書！我一開始便被這繪本裏的圖畫吸引著，特別是小羅的眉毛

及表情由期待變為失望、忿怒、後悔、懊惱，看得出小羅在故事中的情緒變化，視覺

寓言大師彼得‧雷諾茲的畫風簡潔而充滿著戲劇感，很能帶動讀者投入故事之中。

從小羅的行動，大家可能會覺得他很貪心，但他心裏也充滿著矛盾與掙扎。再細

心一想，這似乎又是我們很多人的寫照，常常希望追求更大更好，而忽略身邊的親人

朋友，就如住屋的面積要愈住愈大，但追求大一點的同時是否能滿足心靈的需要？這

時才驚覺以前看似很小很小的東西又變得這麼大、這麼想得到。簡單的故事，但卻是

一個很好的提醒，知足才會常樂，當存感恩的心，小小的禮物也可以是大大的感動和

祝福，這禮物原來就在我們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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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豬的種子

■佐佐木 Maki 著

■道聲出版社

■HK$84

■豬的種子又來了

■佐佐木 Maki 著

■道聲出版社

■HK$84

「從
前有一隻狼跑得非常慢。到底有多慢呢？總歸一句，就是比豬還慢。

所以啊，這隻狼從來都沒抓到過豬，一次也沒有。」當你看到這樣

來形容狼比豬跑得慢時，必定感到沒有可能的，但從佐佐木 Maki《豬的種子又來

了》及《再見豬的種子》系列童書中卻是這樣發生。

當我看見這兩本童書的封面，使我聯想一本《三隻小豬》兒童所喜愛的故事

童書。感到作者的文筆簡潔，畫筆線條簡單，突顯作者的故事結構，有創新的理

念，好像在認知中狼是狡詐、機智和兇惡，牠怎會比豬跑得還慢，而豬還扮鬼臉

來戲弄狼，讓讀者能反覆思考及富有想像力。從這兩本童書中，狼一直希望能如

願吃到烤豬，牠雖然遇到豬的戲弄，也捉不到豬，反而使自己的家園被火燒掉，

自己被大雨淋濕而患上大感冒，但牠仍未放棄自己願望的目標，就是達成心願去

吃烤豬。

讓讀者感受到縱然面對失敗，但仍像狼要堅持，不要放棄目標。想起保羅的

一句說話︰「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記背後，努力面前的，向著標竿直跑。」

（腓三13下-14上）

豬的種子

  又來了 再見
  豬的種子 ■羅群英



■執行手冊

■威廉．麥格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20

■導師手冊

■威廉．麥格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70

■學員手冊

■威廉．麥格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120

■我是佈道者

■威廉．麥格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 HK$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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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位願意跟從主的門徒都應該認識大使

命。馬太福音二十八章19-20節記載：「所以，

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

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

們遵守。看哪，我天天與你們同在，直到世代的

終結。」這是主耶穌基督臨升天前囑咐門徒的最

後一句說話，也是主耶穌基督託付門徒務要遵行

的責任。因此，作為被主耶穌基督以重價買贖回

來的我們，承擔使命傳揚福音是理所當然的；而

教會這個以基督為元首的群體，裝備信徒成為佈

道人也是責無旁貸的使命。

感謝主，近年香港教會的佈道意識一直提

高，從「教新」的「香港教會普查」反映，堂會

有提供個人佈道課程由一九八九年的53.7%(指

全 港 堂 會 整 體 比 率 ) ， 上 升 至 二 零 零 九 年 的

76.7%，事實上在坊間能夠找到有關佈道課程的

教材或佈道方法的培訓也有不少。而根據二零零

九年的「香港教會普查」顯示，有接近六成的堂

會認同友誼佈道/一領一為首三項最有效的佈道

方法。因此，我們堂會在數年前便希望能夠物色

一套以友誼佈道/一領一為基礎的佈道方法作為

栽培信徒成為佈道者的材料，而「關懷佈道課

程」的出現正正符合我們的需要，讓我們能夠為

信徒提供實踐佈道的完整訓練。「關懷佈道課

程」共有四冊書籍，第一冊是執行手冊，它是為

課程推動者而設的執行材料，推動者只要緊貼書

中的提示逐步執行，就能夠將課程落實推行。第

二冊是導師手冊，它給教導課程的導師提供了完

備的教學指引，即使課程段落與段落之間的起承

轉合也有詳細的資料提供。第三冊是學員手冊，

它為學員提供了受訓期間主要的訓練內容，脈絡

清晰用字淺白，讓學員容易理解。第四冊是《我

是佈道者》，配合學員手冊一併使用，書中的實

例讓學員具體掌握關懷佈道的步驟。此四冊書籍

可以說是「關懷佈道課程」的必須材料。

轉眼間我們堂會使用「關懷佈道課程」已經

兩年多了，在教學過程中所得的經驗引證「關懷

佈道課程」一直所強調的「以佈道對象為中心」

及「以過程為本」的理念。受訓學員能夠透過關

懷和聆聽，在了解對方需要的情況下，將耶穌基

督的好消息與人分享，並且正如課程所說，學員

先被佈道，親身經歷福音的力量，生命得以更新

成長。

■陳新興

關懷佈道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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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焰人生——

　佈道家布永康自傳

■布永康著

■道聲出版社

■HK$210

火焰人生是佈道家布永康牧師

的精彩傳記，他是世上最會傳遞基

督信息的人之一。他的名字和非洲

大批的得救人潮幾乎成為同義詞。

本書不僅記錄傳道人的一生，更

讓我們驚奇他如何深入非洲經歷無

數危機、讓人的生命得到扭轉、改

變；聖靈的大能如何彰顯，上帝如

何使用破損的器皿等等，每一章都

感人心肺。 

■一直打嗝的斑馬

■大衛‧麥基著

■道聲出版社

■HK$88

斑馬驕傲又自大。有一天，他

突然開始打嗝，卻又因為害怕丟

臉，不敢嘗試朋友們提供的方法。

可是打嗝的情況愈來愈嚴重，他終

於明白，或許自己該接受他們的意

見，否則自己將會永遠失去身上的

條紋！ 

平信徒可以在宣教中扮演甚麼

角色？一直以來，只有少數「帶職

宣教」的書在市面上，但從未有一

本書明確提到商業與宣教的關聯。

本書集結了約十五年的研究、採訪

具有宣教目的的企業。這段期間，

兩位作者會見各地數百位平信徒

「國度專業人士」，發現他們背後

的某些原則與做法！ 

■大使命公司

■史帝夫‧蘭德爾、

　湯姆‧史戴芬合著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5

■主日經課信息與默想

　（分甲乙丙年三冊）

■林應求著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0/ 本

年曆提醒信徒，上帝如何在救

恩史中特定的時間，透過真實的事

件，彰顯祂無限的慈愛、憐憫和權

能，並藉此將自己賜給了世界。讀

經表即根據這些特殊事件，選取相

關經課，每主日重申上帝在歷史中

奇妙的作為，引導信徒定睛於上帝

偉大的救恩，加深個人靈性生命的

體認。

本書側重於討論從科學、歷

史、道德倫理等方面質疑聖經真確

性的一些「難題」，闡述和維護

「聖經無誤」的基督教教義。在論

述中，作者展現對解答「難題」的

思辨的過程，重於給出簡單的結

論，以期產生舉一反三的果效。

本書以作者幾十年的牧養經驗

為基礎寫成，內容極實用。並從多

個角度闡明「因信稱義」的意義，

包括神學、個人生命改變、教會生

活、牧養、宣教等，講明整卷羅馬

書的信息。本書在必要處引入新舊

約其他書卷的信息，有助讀者對聖

經有融會貫通的認識。書中信息能

帶出愛的團契，對教會建立、團隊

建造大有助益。

■聖經的難題

■里程著

■基督使者協會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72

■因信稱義的福音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9

新書推介New Arrival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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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識信義宗教會

■蕭克諧著   

■HK$83

本書是為華人的需要而寫，介紹信義

宗教會的特點及起源；也提及普世信

義宗教會及華人信義宗教會的發展。

作為信義宗教會的信徒或有志認識信

義宗教會者必讀的一本書。

導論系列
■約翰．柯林斯、

 大衛．彼得森、戴浩輝、

 戴歌德、馬可．鮑威爾著

 （上至下，左至右）  

■HK$118-210

自二零零五開始，本社籌備出版

導論系列，至今先後出版了《先

知文學導論》、《智慧文學導論》、

《新約導論》、《福音書導論》及

《希伯來聖經導論》，與信徒一同

進深研讀聖經各書卷。

道聲出版社一向致力「為道發聲」，出版屬靈
書籍培育信徒成長，適逢二零一三年為道聲百周年

慶典，特意選取多本經典書籍與讀者一同分享閱讀

的樂趣，祝願信徒的靈命日進。

聲道 特別推介

Taosheng
      Newslette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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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三年十月三十一日）

耶穌的叮嚀——
聖經故事2
希伯來聖經導論3

活得優雅——
作時間的主人5

4 來自天堂的
66封情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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