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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二零零七年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基督徒大專生對信仰書籍閱讀習慣與消費行為」的問卷調查報告。

2 二零一零年微軟香港有限公司及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委託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進行的《青少年使用互聯網及社交網站意見調查》。

百周年　

反

思閱讀　

從

■陳堅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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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教華人文字事工在過去百多年均擔任著宣教和培育的使命，藉文字的出版傳揚福音。道聲

出版社經營百年，達一個世紀，其中歷經戰亂、遷移香港、全球經濟不景等等時期所帶來的

不同考驗。感謝上帝，出版社仍能堅守使命「為道發聲」。迎向未來，需要充足人力及財力資源，

當中的關鍵在於推動「人人愛閱讀」的良好閱讀文化。

在二零零七年一個問卷調查資料1，331位基督徒大專生中有閱讀習慣者佔82.2%，其中：

平均花時間閱讀信仰書籍時間：	每日一小時或以上有6.9%，每日少於一小時有49.5%，每週1-2

小時有22.1%，每週不足半小時有16.6%。

讀完一本書籍需時：	半個月有19.6%，一個月有23%，二個月有16.3%，三個月有10.9%，半年

或多於半年有29.3%。

個人閱讀基督教書籍的頻率：	每天有6.9%，隔幾天看一次有29.9%，隔幾週看一次有42.6%，隔

幾個月看一次有10.6%。

不閱讀的原因：沒時間有12.1%，沒興趣有6.6%，沒合適閱讀環境有5.4%。

現代人生活忙碌，加上互聯網的普及，上網可以瀏覽多元媒體資訊，雖然網上閱讀漸趨普

遍，但事實上閱讀在網上活動中所佔的比例，實難以與瀏覽社交網站、聊天室、遊戲等匹敵，這

個情況在青少年人中尤其明顯2。很多人因此而減少閱讀時間，以致閱讀人口逐年下降，並趨於淺

薄化，而基督徒的情況也很相近。

在這個缺乏良好閱讀習慣及深入閱讀的世代，作為基督徒應當怎樣呢？鼓勵大家從小培養良

好的閱讀習慣，善用媒體閱讀及分享高質素和正面的信息，便能作世上的光，成為世人的榜樣。

有人說：「沒有不愛閱讀的孩子，只有不會引導孩子閱讀的父母。」因此建立閱讀的生命，需要

基督徒個人、家庭及教會三方面共同努力。作為父母，若能抽出更多時間與精神陪伴孩子閱讀，

就能讓孩子從小培養閱讀的興趣。教會可如何配合呢？可以推動閱讀計劃，讓信徒從一開始就明

白屬靈閱讀可持續培育靈性、實踐宣教，讓他們經歷文字承載聖道的大能，幫助他們親近及事奉

上帝。個人、家庭及教會三方面必須互相配合，持之以恆，才可讓「人人愛閱讀」的良好閱讀文

化得到維護和推展，並進一步傳承基督教華人文字事工的宣教和培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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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
異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初信之時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寶貴。」

《奇異恩典》是一首大家都耳熟能詳的詩歌。當你面對憂傷的時候，

這首詩歌能帶給你無限的安慰與盼望；當你感到歡喜快樂的時候，也能藉

這首詩歌感謝上主賜下的恩福。其實，我們每天都活在上帝豐盛的恩典當

中，無論得時不得時，上帝的愛總是圍繞著我們。

保羅文化的新書也以《奇異恩典》為名，以「恩典」為主題，精

選了古今名人如慕安得烈(Andrew	Murray)、理查‧傅士德(Richard	 J.	

Foster)、楊腓力(Philip	Yancey)、孫大信(Sadhu	Sundar	Singh)、德蘭修女

(Mother	Teresa)、考門夫人(L.	B.	Cowman)、葛理翰(Billy	Graham)、蓋恩

夫人(Madame	Jeanne	Guyon)、司布真(Charles	H.	Spurgeon)、叨雷(R.	A.	

Torrey)、陶恕(A.	W.	 Tozer)、巴刻(J.	 I.	 Packer)等之勵志心靈小語，並配

合有力的聖經經文，讓你從字裏行間中，發現上帝那意義深刻、令人敬畏

的豐盛慈愛。

藉著《奇異恩典》一書，讓我們從生活的每個細節去發現、去感受、

去經歷上帝無窮無盡的恩典，因為主曾說過：「我的恩典夠你用的。」

■林麗卿

■奇異恩典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56

保羅文化

奇異恩典

奇
異
恩
典  A

mazing Gr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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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督教愛觀研究》是瑞典神學家虞格

仁(Ande rs	 Nyg ren)於上一世紀以

愛為「中心觀念」(motif	 research)寫成的巨

著。在導論中作者表明其寫作目的，他旨在

考察基督教愛觀的意義和勾勒基督教愛觀發

展過程中的主要轉折，就是以兩個都被翻譯

為「愛」(love)的字詞	–	分別為「愛佳泊」

(Agape)和「愛樂實」(Eros)	–去釐清兩者

的意義[和本質]，並且指出它們在基督教歷

史中如何被糾纏不清地被理解著。根據虞格

仁，「愛佳泊」是源自上帝那「自發與無原

由、無私、無限制又無條件」的愛(頁77)，顯

於保羅的十字架神學；而「愛樂實」則「是

人類靈魂從感官世界投奔超感官世界的那份

■黃漢輝

■基督教愛觀研究

■虞格仁著

■道聲出版社

■HK$450

向上攀升的本能和力量」(撮自頁137)，源自

神秘宗教和以柏拉圖為主的古代著作。虞格

仁視兩者原本就毫無關聯(頁30)，但在基督

教歷史中它們卻被聯結在一起，特別在奧古

斯丁手上出了兩者的綜合，成為「卡利他」

(Ca r t i a s)，後來到了宗教改革才由馬丁路德

把「愛佳泊」從「卡利他」釋放出來。《基

督教愛觀研究》的確是對「愛」的一個從基

督教作起始點的研究，也可視為一本以愛觀

為中心，貫穿哲學、聖經、教父、教會歷史

和我們對愛的理解的神學大全。有人說基督

教乃是愛的宗教，不論對此同意與否，虞格

仁的《基督教愛觀研究》應是很合適的「入

門」讀物。

基督教愛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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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神思想

■郭昭南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8

■句句精彩

■郭昭南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88

■呂振宇

繼
《加油！你一定可以！》後，作者郭昭南的兩本新書，《屬神

思想》及《句句精彩》為我們不停加油，使我們的燈不停發

亮。讓我們看看出版同工為兩書作的簡介：

《屬神思想》
本書一篇篇以精練、流暢的文字，佐以有力的聖經經文；如同活

水滋潤人的生命，又彷彿主耶穌滿心愛意、輕柔叮嚀的甜蜜耳語，

引導帶領著我們方向。

讓我們能藉著本書播下上帝美好的《屬神思想》種子，無論我們

所面臨的環境如何地艱難、惡劣，我們永遠要用上帝賜下正面、積

極、信心、喜樂的思想來面對，除去負面與消極。祈願上帝的心思

意念成為你的思想，上帝的話語成為你的力量，上帝的作為成為你

生活準則，幫助你成為屬上帝的漂亮寶貝。

《句句精彩》
一句話能改變人的一生，正如聖經上說：「一句話說得合宜，就

如金蘋果在銀網子裏。」（箴二十五11）人的心怎樣思量，他為人

就是怎樣。一個人的思想決定他的言行，影響他的生活態度，改變

他的人生方向。

書中一則則洗鍊、純全的話語及聖經經文，幫助我們洗滌生命的

一切雜質，單單銘記從上帝話語而來《句句精彩》的智慧，使我們

心清意潔。惟願我們的嘴唇時時充滿讚美的話語，隨事說造就人的

好話，叫聽者和說者同得益處。讓純淨、透亮的金玉良言，使你的

生命散發迷人的風采！使我們的生命得以彰顯主的榮美！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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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過往的堂會服事中，每當為慕道者進行栽培課程的時候，都會使用坊間的栽培教材，然後

再加上一些配合信義宗信仰的補充資料，但總覺這安排並不理想，心裏一直期望能夠有本

宗的栽培教材。感謝主，今天終於實現了！

編寫小組由二零一零年底開始工作，經歷了一年多的時間，完成了九課的栽培課程，並定名

為《成長九式－給慕道者的栽培課程》。此課程的特別之處是使用了「慕道者」而不是「初信

者」，因課程的編寫方向是以聖經和信義宗信仰為基礎。我們強調得救本乎恩的福音，一個人

是透過洗禮歸入基督。對於一個未領受永生洗禮，初踏入教堂的人，他只是處於慕道的階段，

而非信徒。因此，課程的對象是未領洗的慕道者；年齡範圍為青年及成年人。為配合他們的需

要，內容和用字均簡潔易明，並力求貼近一般人的生活經驗。除慕道者外，課程亦可給予一些

願意在信仰上成長的信徒。

■吳玉芬色的特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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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本

■HK$11

栽培員本

■HK$25

手工咭

■HK$2

樂．愛靈修

■HK$15

成長九式―給慕道者的栽培課程

■鄺天賜		吳玉芬		麥美華		趙國龍著

■道聲出版社

整個課程設計涉及三本書：《栽培員

本》、《學員本》、《樂．愛靈修》及一張

手工咭，這些材料按著課程的需要而互相配

搭運用。此課程共有九課，一週一課，並以

一對一師徒形式，再配以活動和生活實踐下

進行，以幫助學員逐步投入教會生活。

這是一套以生命影響生命，陪伴慕道者走

到耶穌面前認識信仰生活的栽培材料。願主

使用此課程，幫助願意在信仰中成長的慕道

者，讓他們能茁壯成長。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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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服—聖潔的決心

■吳正賢著

■道聲出版社

■HK$100

■梁美英

要
成為一個真門徒，順服上帝是一個重

要的元素。百分百的順服，就是在任

何情況下，沒有一點灰心或抱怨，在上帝所

引領的環境中完全忠心。然而，怎樣可以做

到呢？必須要認定上帝的主權和旨意，當人

活在上帝旨意中，在任何境況下才不致被動

搖，亦不會輕易感到絕望、不安，因為我們

清楚知道不論是過去、現在或將來，我們都

在父上帝手中。

作者是一位牧師，也是牧師的兒子，對

信仰的教導和知識相當熟悉。年青時，被問

怎樣的生活才是結果子的生活。這個問題令

他恍然大悟，讓他重新思索如何活出結果子

的生活。於是他透過研讀聖經，從創世記開

始，因著與約瑟相遇，令他興趣大增並且進

深研讀，最後從約瑟身上領悟到如何以客旅

身分活出具有主人意識的生活。

一開始，作者簡單地以三種不同的人

生類型(1.松鼠人生Surv i va l	 L i f e、2.輪胎人

生Successful	 Life、3.房角石人生Significant	

L i f e)去帶出人要辨識自己活在一個怎樣的境

況中。究竟我們像松鼠一樣沒有目標，還是

把身體成為不斷轉動的輪胎，令自己身心疲

累。有意義的人生，是不應該浪費在曇花一

現的事上，而是當為永恆而活。要明白上帝

心意，不是只為填飽自己的肚腹，而是願意

為人捨己的人生，就如本書主角約瑟一樣。

約瑟是一個結果子生活的典範，作者透過

從約瑟的角度，重新細讀雅各一家的故事，

讓我們從約瑟被上帝陶造的每一個生活片段

中，去看上帝如何建立他順服的生命。

全書以十個「順服宣言」來重新設計人

生的藍圖，並附設禱文，指引我們在生活

的每一刻，無論是看見或看不見的部分，

都學效約瑟以聖潔的決心去過順服的生活。

即使遇到任何困難或想要放棄時，這些順服

的經驗，能幫助我們回想上帝的同在，帶領

我們醒覺及帶來全新的決心，致使我們再有

力量去走人生的路，去大膽發出「順服的宣

言」。

房角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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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痛苦中有美意

■玉漢欽著

■道聲出版社

■HK$88

痛苦中有    意
■陳穎嫻

甚
麼是奧祕？「含義深廣，難以理解。隱藏或未被認識的事物、

道理等︰大自然奧秘無窮。」這是其中一個在網上找到的解

說。

歷世歷代有不少值得尊敬的牧長、神學家以解釋「苦難」為目

標，但同時間亦有選擇在這議題面前靜默不語的人。有人嘗試把人世

間的痛苦困難出現之原因歸咎於撒旦的「大能」，也有歸咎於人的禱

告缺乏信心，亦有人簡單一句「我實在不明白」……倘若閣下抱著

為「苦難」找答案，或欲以此書成為所謂「鼓勵」正經驗患難的親友

們的話，這非作者本意，因為這是一本給您自己閱讀的書。這本書的

價值並非在於它如「通勝」般擁有甚麼玄機答案，而是它提供一個框

架，藉作者所堅信的，去刺激讀者重思人生旅途中深灰色的那段路對

自己所理解的三一神觀和人觀有何啟迪。

那深灰色的一段路，從來都是令人百感交集，且百思不得其解。

不過，又有甚麼能阻礙上主的作為呢？這問題留待您讀過這本書後回

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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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患上感冒，

不斷地在流鼻水、咽

痛、咳嗽、全身酸痛

和頭痛時，相信你只

想安躺臥床上好好休

息。但故事中的大熊

患上嚴重的感冒，正

當牠想休息之際，老

鼠卻走進大熊家裡，

牠睜著明亮的眼睛

為大熊唸書、唱歌和彈琴，想盡辦法要讓大

熊舒服一點，卻總是適得其反。如果在仔細

閱讀後，會看到老鼠的用心良苦，牠為大熊

蓋被、煮蔬菜濃湯等，一直照顧大熊而沒有

離開牠身旁，最後令自己也病倒了，但老鼠

也感受到在病患中得到大熊的照顧，令牠感

到安慰。從老鼠與大熊的對話中，我們會看

到愛的流露。如聖經的《箴言》十七章17：

「朋友乃時常親愛，弟兄為患難而生。」

你曾否試過為好

友預備一個精彩的戶

外活動？給你留下美

好愉快的回憶，或是

不歡而散的結局。本

童書內的大棕熊細心

為牠的朋友預備了水

上野餐，讓朋友們有

個愉快的野餐，旅程

一切進行很順利，可

是牠們聽到無法忍受

的噪音，於是離開

到安靜的地方，但不幸是牠們的木筏撞到沙

丘，在最危難時青蛙伸手搭救牠們，這個感

動場面，令牠們改變初衷，感謝青蛙的幫助

並一起分享食物和歌唱。

同樣，許多時候，我們往往以自己的觀點

看法來看待別人，讓我們掃除偏見，連結關

係以及建立美好的友誼，讓我們的觀點和意

念轉個彎，眼目所見的會有另一番景致。
■大熊生病了

■邦妮．貝克著	

■道聲出版社

■HK$98

■大棕熊的水上野餐

■約翰‧尤曼著	

■道聲出版社

■HK$84

系列

系列

■羅群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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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記載，上帝帶領以

色列民族從西奈山出發，前往

迦南地的旅程。這卷書的主題

可以稱為「信心之旅」，這

四個字有兩個含意：一、信心

的旅程：得著應許是一個信心

的過程。二、信心的團隊：得

著應許需要透過信心的團隊。

「旅」有團隊的意思。

■信心之旅―民數記福音講道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68

在《正道》一書中，卡拉

克‧卡爾頓將其注意力置於正

教和新教之間最基本的差別

上。卡拉克‧卡爾頓以清晰、

優美的筆觸描繪了擁有歷史的

教會的宏觀圖景，溫和地解釋

新教朋友如何能夠接受完整豐

滿的基督教信仰。

■正道―新教信徒對正教須知

■卡拉克．卡爾頓著

■香港聖彼得聖保羅教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05

作者透過這本繪本，教導

小朋友發揮想像力，點石成

金、化腐朽為神奇的奧秘，鼓

勵小朋友跨出安全熟悉的環

境，四處探險，直到世界的盡

頭！

■魔法海灘

■艾莉森．萊斯特著

■格子外面文化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1

上帝就是愛，聖靈把上帝

最寶貴的愛澆灌下來，讓人的

生命被改變，變成像他一樣充

滿愛，就是愛的生命。聖靈

所做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改變

我們的生命，使我們不止是稱

義，也是成為義。

■聖靈的果子―30天禱告手冊

■楊寧亞著

■台北真理堂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45

夫妻性親密的問題五花八

門，切身又敏感，有些問題難

以啟齒，又不知道可以問誰。

作者夫婦在這方面有多年的輔

導經驗，將所蒐集到問題按主

題按年齡層分類，並有清楚的

說明及提供解決方案，幫助讀

者可以快速搜尋到自己想要的

方案。

■性福佳偶―夫妻性親密50問

■郭淵棐、劉永齡著

■道聲出版社

■HK$78

《每週恩言》是特別為年

長信徒來編寫的小書。每冊共

有六個主題，每個主題均有四

句經文。經文用大字刊印，附

以相關的插圖和默想指引，讓

讀者更容易領會經句的精義。

本冊是第一冊和第二冊的合訂

本，故共有十二個主題。

■每週恩言―第一、二冊合訂本

■李鴻標著	

■道聲出版社

■HK$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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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典作王

上帝的安慰 把星星放在口袋

聲道 特別推介

真的有天堂

縱橫職場秘笈

Glo-Bible

按照聖經談戀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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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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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德神學

■拜爾著			

■HK$188

本書可謂是二十一世紀有關路德神學

的一個新穎解說。作者拜爾向我們展

示的是一本基於中世紀的時代詮釋和

與後現代社會接軌的《路德神學》。

作者會於三月到港主講「路德神學」

講座。

因祂的名得生命
■呂安昭著		

■HK$45(第一冊)

HK$38(第二、三冊)

本書於一九八九年初版，為

慕道班及學道班(洗禮班)的材

料，至二零零六年修訂再版，

並分為三冊。修訂本按信徒成

長歷程編定，藉此幫助牧長們

領人歸主，讓信徒因耶穌的名

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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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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