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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一期，提及「聆聽」就是「認識」。當認識了，認清了跟從的是誰，人就甘心樂意地跟

從，懂得循聲走在正確的路途上。

跟從基督的人，必須學效基督，基督作甚麼，他也作甚麼。其中基督是透過宣講，讓人知道

他為人類帶來豐盛的生命。學效基督也要像基督一樣宣講福音信息，這是一條漫長的成長路，

然而一步一步都是恩典之路，且需要把經驗長期累積，以致我們能一天比一天更進步。

基督教出版是一種文化行為，也是一個需要長期累積經驗、成果及影響力的事奉。持守文字

工作的使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為要做到傳聲，作為基督教出版社，不僅只是發出聲響，

更重要是把使命清清楚楚地傳開，讓接收的人明白、開竅，以至跟從、回應，再進一步把接收

到的聲音傳給下一位接收者。傳聲過程中，若輕看質量，輕視傳聲途徑和方法，就容易令人無

法收到應該要接收的聲音，而且令之後再傳出去的聲音失真。正如出版過程，若輕看質量，錯

漏百出，英式翻譯，港式用詞等等，只會令讀者讀起來感到艱澀，使人失掉閱讀的興趣。如讀

者不察，更會令這些錯漏被誤當為正確而一傳十、十傳百，影響原來美好信息的傳遞質量。

除了出版社之外，接收者在傳聲過程中的角色亦極其重要。接收者在收到聲音後得著祝福與

激勵，再把美好聲音傳開，能讓更多人得福。再進一步，接收者因為得著激勵與啟發，以更具

體的行動回應上帝的呼召，親身上陣，由傳聲者變為發聲者，讓文字工作使命得著傳承。

無論出版社同工或是接收者，要保持一份願意全情投入、謹守崗位、做到最好的熱誠，最重

要就是要認清召命。認清從上帝而來的呼召，要我們不只聽聲，還要身體力行去見證上帝的作

為，以向世人「傳聲」，自能產生一份使命感。主禱文有一句說：「願祢的國降臨，願祢的旨

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只有當基督徒能把上帝的道活出來，上帝的國度、心意自能在

地上彰顯。因此，作為傳聲者，不但要把聲音傳開，更要把聲音活出，成為活的見證。

傳聲，是聲音接收者對發聲者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回應。下一期，將與大家一起探討：「回

聲」。

■梁美英

從「傳聲」

   談「呼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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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聖龍

對
信仰認真的青少年信徒，總有從頭到尾

讀完一遍聖經的心志。

但在暑假死衝爛衝讀完一遍後，往往會陷

入「打爆機」那種心理狀態，好像完成了一

個目標，但又反而感到失落。

這其實很正常，快速讀過聖經一遍，無疑

也是一項小小成就，但其實沒有真實掌握甚

麼，知道應該要再來一次……

這樣問題又來了，剛讀完聖經一遍，又讀

嗎？對，的確要又讀。但今次可能是先請導

遊指教一下。劉曉亭牧師這本書正是一本很

適合青少年的聖經導讀，因為他不是那種正

經八百硬磞磞的導讀，而是以輕鬆筆觸，加

上文藝構想，將聖經六十六卷書以有趣的角

度呈現出來。

或許因為自幼在牧師家庭長大，聖經對

■穿越時空看聖經

■劉曉亭（劉三）著

■格子外面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90

劉牧師而言就像兒時玩伴，因此從他寫的目

錄，已知他對聖經有一套有趣的看法—聖

經就像一篇篇樂譜，帶我們進入人生不同境

界。

揭開他寫的創世記介紹，他以很好的比

喻—舞台劇—去介紹創世記這位朋友，

以舞台劇的不同部分去點出創世記的各個

重點，讓人讀來覺得生動有趣，但又不失充

實。到新約的使徒行傳，他又巧妙地借用中

國人獨有的歷史—辛亥革命來介紹那段「教

會新制度」的創設歷史，讓我們多一角度感

受使徒們波瀾壯闊的遭遇。

衝完聖經一遍，再聽導遊講解，沉澱清楚

自己所讀，下一步，再選定單一書卷，逐一

進深研讀下去，必有所得。

讀聖經，確是一生的功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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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耶穌學金錢管理

■郭諾夫著

■道聲出版社

■HK$108

■曾立基

作
為一個基督徒，在信仰和生活上碰到其中最大的一個衝擊就

是在社會上獲得成就和擁有財富，加上聖經中耶穌曾說駱駝

穿過針眼比財主進天國更容易，導致很多信徒對擁有大量財富覺得

很不安樂，甚至十分抗拒自己或其他弟兄姊妹是富人，彷彿物質富

有就不是一個好信徒。富有究竟是祝福還是咒詛，很多信徒也說不

清楚。

我是一個循道衞理宗會友，我們會祖約翰衞斯理其中一個教導

是「努力賺錢、努力儲蓄、努力捐獻」，所以我對擁有財富沒有半

點不安，擔心的是捐獻的心不足。但如何確立對金錢的態度，如何

能依據聖經的教導處理金錢，就一直沒有一個有系統的概念，只是

隨心而行。

這本《跟耶穌學金錢管理》羅列了聖經中很多和耶穌有關的金

錢案例，讓我們看到耶穌如何將財富運用在日常生活中，及建立對

金錢正確的態度。有些案例我們可能從未由此角度去分析：如耶穌

基督的第一筆資產—三博士送給祂誕生的禮物；至耶穌本人、門

徒及使徒如何看待錢財的原則。這些教導由個人始，延伸至羣體及

社會中，讓讀者將自己及身邊人和事放入這些原則中，將二千多年

前的案例放入今天的生活裏。

在每一章的最後，作者在反思問題裏，都會問讀者幾個個人及

教會的問題，讓讀者反思及應用聖經中處理金錢的原則。這些問題

除了與金錢有關外，更從金錢引申至人與人的關係、社會倫理、主

耶穌的大使命等；而文章旁的筆記，讓讀者隨時可翻開聖經有關章

節參考，讓我們可細思作者觀點的同時，也能以自己的信仰經歷，

用聖經的話語來引證及建立自己對金錢的觀念。而最重要的，是透

過這個學習成為主耶穌在世上金錢財富的好管家。

作個

金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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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種喜樂一種苦

■顧美芬著

■道聲出版社

■HK$78

使
徒保羅在腓立比書的教導，「你們要喜樂」是一個訓諭。信徒要追

求一生喜樂，特別是在苦難逼迫的日子裏，喜樂成為我們痛苦地堅

守的信德。這是基督信仰的十架神學最耐人尋味的地方。雖然現代正向心

理學也以為喜樂是一種選擇：很多時，人會自尋煩惱，自怨自困，把小事

放大，大事無限大，只要能注意正面的事情，心情自然開朗。然而這些論

述仍然是人追求消解煩惱的「幸福音」，與基督福音不盡相同。福音而生

的喜樂從來源於出死入生的經歷，從來是錯有錯著，也是在限制與遺憾中

生發的突破。不是天道人心的自然，乃是上主的恩眷與同在。

作者經驗的「六種喜樂一種苦」，皆是從真實的人世間中提煉而來

的。我們可以把它當散文來唸，消閒一個下午，但它其實是作者半自傳式

的信仰敍事。蘊藏著豐富的生活智慧與經世神學。近代的基督信仰，無論

是那個傳統，都趨向入世轉向，使信仰與生活結合，不再離地抽空，高談

闊論。然而怎樣的入世才不至於世俗化，把人世間追求的幸福快樂等同因

看見現實背後的真相而生發的智慧，按此視界而活，踐行出在世而不屬世

的氣質，從而擁有說不出來的平安也解釋不盡的喜樂。

作者走過信仰人生的半生路，欣然接受自己是社會上擁有「小確幸」

的一群，卻沒有迷失在其中，一生為維護這個福氣而活，隨緣隨故，開放

這個生命與人分享。幸福不是幸運，它不是為個人而來，幸福喜樂是一個

付託，蒙福者從來只是中介，她是為困乏愁苦者而生。作者在她的生命故

事中，活好了這份流通管子的天職。

■朱志豪

六種
一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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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olution for Women

■朱瀅蒨

最
近，電視台的真人show成為城中熱話，當中紀錄了幾位女士的內外轉變；願

意被鏡頭無限放大自己的弱點，孰真孰假也好，那份過人的勇氣真的很厲害。

節目中的專業導師或心理專家當然有他們的存在價值；然而，個人認為，那幾

位女士最需要的是耶穌。

世界充斥著負能量，我們確實很難從屬世的價值觀裏得著滿足。在現今社會

中，女性擔當的角色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重要；要站立得穩，上帝是那唯一的依

靠。

女人啊，大部分都習慣以貌取自己。皮膚狀態稍為不佳、體重進帳了零點幾公

斤、衣著不太稱心、少聽一句讚美，便墮進自我批判的網羅。這一切，都是因為焦

點錯了。

俗語有云：「生得漂亮是你媽媽的本事，活得漂亮才是你的本事。」

《當女人真好》一書，絕對是女人「活得漂亮」的導航。書中有條不紊地展示

出一般女性的心靈掙扎，再提供實際而健康的解決方法。作者藉著闡述聖經真理向

世人宣告，一個活在上帝的愛裏的女人有多亮眼。

因我看你為寶為尊。(賽四十三4)

閱畢整本書，身為女人的我，只有一個想法：「當女人真好。」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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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女人真好

■普莉希拉•施瑞爾著

■保羅文化出版有限公司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18

■梁梁淑玲

生
活裏經常會接觸不同年齡、性格及背景的女性，她們似乎都十分努力地承擔女性

的角色。但怎樣才是真真正正的女人？其實要成為上帝創造的女子最重要的當然

是要合乎聖經的準則，願意在上帝面前面對自己，積極尋求內在生命的轉化。

「女人」往往給人的印象是善變，作者強調要學習「決心」，立定心志，堅決持守

上帝在其生命中所定的目標方向。本人特別欣賞作者用十三個「定意」為核心的標題，

每個標題內的各篇文章都是女人生活上常遇到的處境，再以作者的觀點，配合豐富的

聖經經文，幫助讀者檢視自己的狀況，引導深入反思，好像進行屬靈狀況檢查(Spiritual 

check)；最後透過「勇氣挑戰」、「心靈對話」及「立志」，提供一些實踐行動，積極

鼓勵讀者決心轉化成為一個真真正正合乎上帝心意的女人。

此書實在是現代女性追求生命成長的閱讀恩物。

■周琼顏

女
性在人類歷史中給予人柔弱、卑微，附屬，甚或不值一提的印象，特別在中國的

傳統，更寄望女子無才便是德，三從四德就是好女子，時至今天在香港還有這樣

想法的人相信不多。

《當女人真好》這書不是說男女權力與地位或能力問題，作者提出是妳擁有的無上

價值，以及上帝精心創造妳的奇妙理由，身為女人真是個殊榮啊！

當女人有多好是由妳自己來決定，由妳自己來選擇的。這些決定或選擇需要面對不

同的挑戰，因此妳需要下定決心，這份決心是來自上帝，這決心將會影響妳所愛的人，

也會帶給妳生命的祝福與喜樂。

這書給予我們很多反省及思考，其中一篇「走出百老匯劇場」很值得做母親或作領

導的反思。有時我們不知不覺為身邊所愛的編寫了劇本，也為他們選了角色，將自己的

期待帶入關係中。作者挑戰有恩慈的女人要離開導演椅，辨明所愛人的真正需要。

《當女人真好》這書真的是值得每位姊妹去看的好書，不單是看，而是去思考，以

致能將所讀的原則去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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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世代事工手冊

連CD教材套

■劉穎、伍德輝著

■青工盟出版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30

■劉穎

同行建立

世代

Youth 

     M
inistries

「Y
世代」Generat ion Y是一個世代名

稱，所謂世代，從社會學分析就是

指在某一段時期內出生的一批人群，他們具

有代表性的特色。

香港的Y世代可概括說是在一九八五至二

零零零年出生的青少年，其特色是：

1. 網際世代(Net Gerenat ion)：在資訊

爆炸的數碼 (D ig i t a l)時代成長和以網際網路 

(Internet) 為生活重心的世代。

2. 自我世代(Me Generation)：經濟富裕

的環境下出生，受父母關愛和重視，發展較

強的自我價值，期望別人重視他們的存在價

值。

「Y世代」在香港的傳媒、教會、成人眼

中的論述以負面居多。例如追求享樂、急於

上位、自我中心、物質主義、責任感低等。

然而，Y世代也有其獨特的一面，例如創意思

維、挑戰傳統、機會主義、敢夢敢作、有Say

有Way等。

Y世代事工若要有效牧養，就要認識後現

代主義及Y世代文化的特徵。因為Y世代的價

值觀、愛情觀、婚姻觀、金錢觀、工作觀、

人生觀等，非常受後現代文化影響。

我們的挑戰，就是如何進入Y世代的世

界，解構後現代主義帶來的衝擊，轉化成牧

養Y世代青少年的契機。

為回應這挑戰，青工盟凝聚了一個青少

年工作者網絡，分享資源，交流經驗，強化

堂會的青少年事工。最新出版的《Y世代事工

手冊》，希望在繁重的牧養事奉上，為青少

年工作者提供適切本土的實用資源、實戰經

驗，活學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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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須每天從赦罪中，發現那天的任務。」(《天職論》第27頁)

閱讀這本上世紀初寫成的小書，作者比領主教這句說話尤其發人深

省。作為基督徒的我們，每天行事為人，承擔各種責任的原動力何在？我

們面對各樣日常生活中的職分，如工作及家庭的責任，又如何知道當中

有上帝的旨意？可能我們會說：為主而活、效法基督等等。這確實是不錯

的，也是現今世代很主流而且正面的說法。

但比領主教將我們信徒生命的源頭說得明白清楚一點：我們和上帝重

新接軌的原點，在於赦罪。我們在領受耶穌的赦罪之時，也同時領受上帝

所授予的天職。當我們明白上帝對我們的旨意時，我們更加能夠分辨我們

每天所面對的凡百事物及責任中，哪些是我們應當專注的天職，哪些只是

令我們分心的事務。當我們無法完全實踐上帝所交付的天職時，我們又回

到上帝面前，讓赦罪的應許重新激勵我們。

就是這樣，我們得以從恆常領受赦罪恩典和竭力踐行天職的兩極當

中，體現信徒成聖之路，也讓上帝透過眾信徒實踐天職的果效，使世界邁

向上帝的國。

■蔡思樂

■天職論

■比領著

■道聲出版社

■HK$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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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思議的客人

■八木民子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杜藹霖

New Arrival  ．新書推介．New Arrival

不可思議的客人

10     

甚麼時候開始，我們會發現自己對世界沒有了好奇，沒有了幻想？

應該就是我們長大了的時候。小時候，看到的世界是充滿色彩的、有趣

的，好玩的。小時候，總喜歡蹲在地上研究排列整齊的小螞蟻，是怎樣

把白米搬回家，或是在下雨天過後，跟小老友數數地上大大小小的蝸

牛，然後一起背起書包模仿小蝸牛走路。小小的眼睛，總會看到不一樣

的世界。

《不可思議的客人》的故事在一個炎炎夏日的早晨開始，小男孩和

家人在家中的庭院裏挖洞，打算建造一個水池，就在這個時候，他們家

來了一位不可思議的客人。這位客人把男孩一家的身體變小，變小了，

他們看出大大的世界，並引發起小男孩發揮無窮的創意和想像力，想出

很多好玩的點子，帶領家人來一趟探險之旅。在這趟奇妙旅程裏，人和

動物、人和自然，是可以彼此共處和分享。在這裏看到的是一個快樂的

奇妙世界。其實，這個世界一直都存在，只是我們沒有用眼睛看、用耳

朵聽、用心去感受和欣賞，也沒有好好保護和珍惜天父創造的世界。

看這本書的時候正是暑假，小朋友、大朋友，你有多久沒有細心感

受這個天父創造的世界？當你細心去看去感受，你會發現天父創造的世

界是何等美麗而和諧，不得不讚嘆造物主的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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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明玉傳道在韓國愛的教會

服事邁向第二十五年，專注於初

信造就事工、門徒訓練事工，他

提供一本有系統的建築手冊，用

五個支柱建造「堅固不動搖」的

屬靈根基，列舉許多故事、比

喻，幫助初信者在面對奧妙真理

時能心領神會，使屬靈生活更有

活力，並且擁有勝過世界的能

力。

作者有感各學者對「何西阿

書」的論述各有精闢之處，也

有矛盾的地方。故採用抽絲剝

繭的方式，以各中英文聖經、

文獻及各學者對「何西阿書」

的 註 解 作 比 對 ， 盡 量 採 學 術

方式論述，以求真義去寫這本

《何西阿書》註釋。

這本書是黃友玲師母在牧會輔

導、帶領婚姻課程中所得之經驗

實錄，她以清新溫柔的口吻，以

實用為目的，按夫妻在相處上遇

到的挑戰，提出實際可行的方法

和生活應用的法則，嘗試為現代

婚姻披荊斬棘、指引道路。

耶穌一再告訴我們，祂來到

世界上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服

事，而最重要的服事，是來到上

帝面前，與上帝相交。我們的事

奉遲早會失去方向。我們需要到

上帝面前充電，而我們更不要忘

記我們事奉的目標是上帝自己。

喬治說，那間紙板屋是他的

房子，沒有人可以在裏面玩。

「噢，不，你不行。」

女生不能進去，小小孩、雙

胞胎……通通不能進去。

但是，這些在屋外的小孩卻

有不同的想法！

在這墮落的世界，快樂工作的

秘訣是，與耶穌緊緊連結，為耶穌

而做，並且靠著耶穌去做，這樣工

作就會帶給我們上帝同在和喜樂，

並且我們也能夠把上帝的同在和喜

樂帶給身邊的人。

■帶領新家人的

五個原則

■姜明玉著

■道聲出版社

■HK$78

■何西阿書

■黃以色列著

■真理天地國度

企業號

■道聲出版社總代理

■HK$180

■僕人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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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的房子

■邁克．羅森著

■道聲出版社

■HK$90

■妳！就是「貴婦」─

惟獨妳超越一切

■黃友玲著

■道聲出版社

■HK$88

■職場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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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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聲道 特別推介

給事奉充充電

耶穌的叮嚀–聖經故事

好老師會做的20件事

爺爺的櫻花道

2
3
4
5
（只包括道聲出版及總代理書籍；

截至二零一四年八月三十一日）

1

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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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看苦瓜人生

·梁麗平著

·HK$54

《笑看苦瓜人生》是一位單親

媽媽的個人見證集，她和兒

子靠著愛所信的主渡過十多年

的坎坷歲月。故事內容寫實感

人、情感豐富。一個有血有肉

的生命見證，她的信仰讓她嚐

到苦盡甘來的滋味，能笑看所

經歷的人生，更用文字去述說

主恩，以愛報答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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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的遊樂場

盼望不停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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