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早春時分，你若是惜

花人，可能留意到香港綻

放了艷麗的風鈴木花朵，黃

的、粉紅的，如畫筆般點渲了

平常街景。公園、街道的花朵，當然要悉心

栽培，並引入不同品種，才會令風景繁麗多

姿，不致單調乏味。

出版的園子也如是。如果出版物種類

單寡，獨盛一兩類，就反映了整個社會的閱

讀品味，以至文化發展相對失衡。基督教的

出版近年也愈來愈「不」多元化，我曾聽聞

有行家慨嘆，在香港，聖經研究的書籍及講

座不乏捧場客，但一說到神學、哲學、文學

的……就門堪羅雀，這是實情。

為改變這局面，天道借助電子書無紙出

版的優勢，創立了新品牌— e新園，希望

在沒有紙本書庫存的壓力下，有更大空間，

出版熱門書類以外的另類書籍，推動多元創

作；同時發掘各行業的新作者，讓他們可發

揮所長，分享專業知識，以及信仰經歷和領

受。正如聖經說，有這麼多的見證人，像

雲彩圍繞著我們……神對每個人都有特別計

劃，每個人的生命故事都獨特精彩，在神國

燦爛的畫幅裡，每個人的見證和領受都佔一

席位，能互相照明，沒有誰可以代替誰。

出版，是反映神國生命流動的記錄，不

光是專家學者的舞台，每個平凡信徒也應該

有其聲音。我們懷著這個異象，也冀盼你能

支持這個異象，為e新園的發展禱告，也上網

閱讀 e新園的新作品，甚或自己化身園丁，

投稿讓我們分享你的生命故事。如果你心有

感動，想奉獻支持e新園的事工，我們滿心感

激。以下會介紹e新園的幾枚初熟果子，讓你

先行品嘗。

免費出版書籍  一圓作家夢

全民寫作的年代到了！如果你有專業知識可以分享，幫助大眾；或想講述自己的人生故事及見

證；或想與人交流生活興趣心得……e新園就可幫助你達成出版書籍的夢想。選擇e新園有下列優勢：

＊查詢詳情，可聯絡「徒•書館」梁小姐（2356 4306）
     徒・書館網址：www.toelibrary.com

‧	 費用全免

‧	 起步簡易，只要用Word檔案傳來作品，

就有專業出版社為你籌謀，輕鬆看著自

己的「BB」誕生

‧	 作品放在網上圖書館「徒・書館」內，

無地域障礙，全球都可看見

‧	 電子出版沒印量限制，接觸面比實體書

更廣，既環保，又免除倉存煩惱

‧	 同樣可獲版稅（按借閱點擊率計算）

‧	 如反應理想，有機會出版實體書籍

◆◆ ◆藉電子書推動多元創作／陳肇兆

◆◆ ◆這時代需要商場的傷痕文學／劉帝傑

◆◆ ◆「神領我走上中醫之路」／李頴儀

◆◆ ◆梅子的養生魅力／禾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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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電子書推動多元創作
文：陳肇兆牧師
	 天道書樓總幹事



 ◢ 1. 側重效用，輕視情感？

人類不同時代的命名，都與當時的生產

方式掛鈎。這是否意味人只側重效用，而輕

視感情？

然而，人類文明進步，絕不止於器物的

發明，更在心智感情的成熟處理。否則，人

就只有高科技的外殼，內心仍蘊藏著原始獸

性，不敢正視其感情。就如自古以來，帝王

將相只展呈其威儀風範，他們的傷痛情思好

像只收藏在最隱密處，古代的史官也不敢記

述。不過，人類要成長，就得正視其傷痛苦

困，記錄下來，與人分享分擔，共謀解決

良方，叫下一代不會再犯。

上世紀末，中國文革後出現傷痕文學，

一代作家如陳若曦、季羨林、巴金等憶述了

在政治影響下的民生疾苦，叫中國人汲取教

訓，痛定思痛，發揮堅毅意志，重新上路。

終於在二十一世紀初，經二十多年努力營建

生產，中國經濟起飛，晉身為世界經濟強

國。（反映政治的傷痕文學，某程度上激勵

了不少中國人謀求改進的雄心。）

 ◢ 2. 僅知收穫，不知耕種？

當今兩岸四地人民皆傾注全副心思體力

發展經濟，要國家振興富強，民族受尊重，

個人得幸福，營商謀利就好像成為了全中華

民族的主導思想。於是，有人不惜擠壓對

手，踐踏下屬，甚至出賣親朋，叫人心靈重

創，遍體鱗傷。另一面，又有人啞忍痛楚，

默默承受，以為沉默是金、服膺權威，就是

傳承千百年的中國傳統。

中國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說：「人民

的沉默據說是一種可怕徵兆……當人民都冷

眼不語時……這社會其實已經到了盡頭。」

中國這文明古國，以往人民飽受帝王將相欺

壓，都只會沉默不語，尊君順服，誤以為是

美德，結果承受了許多年包袱屈壓。我們需

要及早從盡頭走出來，發揚情感的文明。

因此，我們中國人在商貿界，也要撰寫

傷痕文學，叫人能抒發抑鬱，得到警戒；否

則中國人只會變為忽視人情、只求成效的致

用者。

中國史學家錢穆評論古代力求致用的政

客時說：「殆僅知有政治，而不知有文化。

僅知有國家，而不知有人生。僅知有君王，

而不知有民眾。」今天國人好像僅知有經貿

收穫，而不知有傷痛耕種。

 ◢ 3. 重大難題，巨大能者

筆者有幸生於此大時代，目睹中國開放

轉型，經濟飆升，更廁身其中，參與中日美

之間的商貿往來。在這二十多年的生意活動

中，有喜有悲，一生難忘。

當年，筆者離港赴美求學，經歷遊子孤

單與異國文化衝擊。畢業後，在美國商場打

滾，與美國買家打交道取訂單，經歷職場衝

擊，每天上班殊不輕鬆。人身在美國，又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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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老練的中日廠商議價斡旋，每天都充滿挑

戰。

商場上，人與人的競爭磨擦，乃兵家常

事，不足詫異。然而，一旦國與國的接軌差

距出現難題，就不容易解決了。以下兩則事

例，當時確叫筆者傷透腦筋，憂心忡忡……

［按：事例從略］

如何療傷？面對重大難題，必須找巨

大能者協助。找國家財長元首也未必能化解

大自然大環境的情況。有幸筆者認識全能上

帝，所以每早上班前必切切祈禱，專注讀聖

經，求祂賜予智慧策略、平安心情，助我與

美國客戶分析情況，又安撫亞洲廠商，逐步

化解人心主觀困惱，及客觀環境難題。

也許各位讀者也正面臨各種難題傷痛，

困擾不已。筆者以自己多年從商的經歷與見

聞，用了七年時間，寫成數十篇文稿，結集

成書。或許它不算是上乘文學作品，卻實在

是深情至誠之作，取材自筆者有血有淚的史

實，極想和你分享，助你抒懷。

深信你我的起步點是：先放下多年掩飾

自己的成功與强者形象，正視內藏的錯失與

弱點，一同在商言傷，一同在商療傷，再一

同踏步前進，做個職場快樂人。

   

＊	節錄自劉帝傑：《在商言傷—做個職場快樂人》，

自序

職場信仰系列

《在商言傷──做個職場快樂人》

劉帝傑著

e新園出版
2015年2月初版
電子書／借閱（收費）

「徒‧書館」獨家呈獻

「職場的魅力，在於啟動人們對美

好生活的追求，將志趣、夢想、欲

望、財富等結合，現實卻教人磨壯

志、傷身心，本書提供了極大的想

像空間與創意思維，引導讀者作深

沉的反思，自發的追隨，消解困

惱，樂在工中。」

李錦洪

《時代論壇》社長

筆者參觀波音（Boeing）

公司的訪客博物館時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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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劉帝傑
	 美國某貿易機構的

	 國際市場拓展高級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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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神的安排

我相信是神的安排，才能成為中醫師。

我在高中時候相信基督，不過當時還

沒有很認真地追尋信仰；到大學選科時還沒

有想到將來要為神做些甚麼，個人也沒有遠

大目標，所以那時就只想讀一些自己認為有

趣的科目。最初，我還不知道大學可以讀中

醫，也從未想過讀中醫。那年頭，香港中醫

的發展還在起步階段，中醫給人的印象還是

老頭子、藥材舖，本土大學培訓的第一屆中

醫學生還未畢業。直到差不多截止選科時，

教會一位姊妹和學校一位同學分別跟我談到

考慮讀中醫，我才開始留意這科目，覺得學

了這門知識，到老也可以受益，所以就更改

了選科次序，把中醫列為入學第一選擇。結

果，我就入讀了浸會大學中醫系，踏入了中

醫的門檻。現在回顧，深信這是神的引導，

才有這樣的結果。

能夠修讀中醫確實要感恩，因為這學

問非常實用。以往我都不太喜歡看醫生；學

了中醫後，自己和家人生病時就可以自己抓

藥，用針灸治療，真正幫到自己和家人。雖

然覺得修讀中醫很好，不過在學期間，從師

兄姊的口中，就知道中醫畢業生的就業前景

頗艱難，所以也有想過畢業後或要轉到其他

行業工作。但感謝神的眷顧，取得執業證明

後，就獲得博愛醫院聘任，真正成為執業的

中醫師。

文：李頴儀
	 香港註冊中醫師

 ◢ 用針尖承擔使命

正式在中醫診所工作後，才開始認真思

索神帶領我進入中醫這個行業，是希望我做

甚麼呢？我又該如何回應呢？在我思想這問

題時，就在教會中遇到一個做護士的姊妹，

她提到每年會參加醫療短宣隊，到其他地方

提供針灸服務，詢問我會否一同參與。於是

我就開始了醫療短宣的事奉。

十分慶幸神給我這個機會，讓我藉著

中醫這個專業，可以進入一些比較封閉的國

家服務，在神國中獻出我的小餅和小魚，同

時讓我可以跟一班同心的基督徒學習如何承

擔使命。記得帶領的牧師曾對我們短宣隊員

說，或許從醫療方面來說，我們相隔一段日

子才去一次，對他們的幫助不是很大，但我

們到訪鄉村的村民，很多人可能一生就只見

過你一個醫生。所以，短宣隊最重要的意

義，是要讓當地人感受到從神而來的愛，

讓他們感受到不是被遺忘的一群，並且回去

以後也常為他們禱告。這個態度，跟我們平

時工作也不是一樣嗎？我們每天都應該披戴

基督作見證的啊！



全人健康系列

《都巿男女要懂的中醫常識》

李頴儀著

e新園出版
2015年5月初版
電子書／借閱（收費）

「徒‧書館」獨家呈獻

都巿男女愈來愈注重健康，然而都

巿生活節奏急速，飲食習慣又欠均

衡，以致很多人都出現「亞健康」

狀態。本書是執業女中醫就平日應

診及媒體上所見所聞的行醫札記，

既有大小疾患病因機理的探研，

也有就都巿人常見的健康問題，如

痛經、懷孕護理、濕疹、青春痘、

鼻敏感、胃酸倒流、偏頭痛、久

咳、口瘡、網球肘、肩頸痛等，提

供中醫的對治之道。同時，作者是

基督徒，行文間不時融入聖經經文

及信仰思想，遇到聖經中有關中藥

的內容，也提供了中醫專業的解讀

角度，饒具新意，可讓人在認識中

醫、學習調理身體之餘，能接觸基

督信仰，適合推介給未信者閱讀。

李頴儀覺得能夠修讀
中醫確要感恩，因這
學問非常實用

參與醫療短宣時
為病人針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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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怕躲懶煉成作品

過了一段日子後，我轉到私人診所工

作，不再像以往忙得喘不過氣來了。可能是

習慣了忙碌，那時多了空閒時間，卻害怕自

己會變得懶散，於是就開始撰寫中醫網誌，

並且發布到Facebook跟朋友分享。這樣做除

可溫故知新，總結以往的經歷和體會外，又

可藉此深入思考朋友私下問我的中醫問題，

為自己增值。就這樣寫呀寫，不知不覺也累

積了不少文章。後來有次聽道，牧師說到現

在流行在網上溝通，基督徒其實也可以藉著

網絡，跟人分享福音，讓人認識耶穌，那時

我就想起自己的中醫網誌。因此，後來撰寫

網誌時，只要我能想到，都會嘗試把聖經經

文、信仰思想融入文章之中，讓人在認識

中醫時又能認識基督信仰。

從小到大，即或現在，我都不會為自己

打算，沒有想過成為甚麼醫師、作家。在工

作中、寫作中，我也時常體會到作為人的種

種限制，惟有靠主一步一步的過這人生，若

是主喜悅使用，願我可以盡力獻上。願榮耀

歸給我們的天父！



梅樹每年秋天落葉，

冬天12月開花，白色的梅花

很美，清香撲鼻，花瓣飄落時似飄雪。若種

到好品種的梅子，產量多又大粒，成熟後香

味特殊，有的表面還會局部呈現粉紅色，非

常美觀。據說這品種叫「梅桃」，有幸家裡

種的正是這品種。一株年產量約300磅。

 ◢ 醃漬梅水有助止咳

青梅醃漬須先處理酸苦澀味，將梅子洗

淨，撒鹽搓揉，直搓到梅子表面那層絨毛去

除，再拌入鹽或糖才會入味。第一個步驟的

比例是：10份梅子、1份鹽，搓揉好後，置放

約一、二天（祕訣是不要沾到油，否則容易

發霉），就會有梅水滲出來。有人留下這酸

鹽水，據說用來泡熱水喝，可幫助止咳，減

輕喉痛。

接著是瀝乾梅子，再曝曬一、二天，待

梅子乾軟後置入玻璃瓶內。醃鹹梅比例為10

磅梅、1磅鹽；醃甜梅則為10磅梅、10磅冰糖

或糖都可以（醃甜的要先洗去搓揉的鹽分，

曬乾梅子再醃）。醃製時，要一層梅子一層

鹽順序鋪好；愛吃甜的則要一層梅子疊一層

碎冰糖；同時，可加進紫蘇與梅子葉（須以

鹽搓揉去水分晾乾備用）。蓋好蓋子，套上

黑布或黑塑膠袋（光線直射易氧化），約經

半年發酵即可食用。

 ◢ 梅子鹼化酸性體質

 自家醃製的漬梅和梅汁算是養生食材，

因為梅子屬鹼性，又富含酵素，可幫助鹼化

酸性體質。曾經有許多患糖尿病、高血壓與

痛風的朋友告訴我，梅子對他們大有助益。

營養老師告訴我們，使用適量天然的好鹽，

不必太擔心會增加血壓負擔。梅子或梅汁可

以入菜、燉肉或煮麵，又可拌壽司飯。自製

產品，不但食用安全，更充滿成就感。如果

將自己的愛心和用心包裝好的自製梅子食品

贈予親友，豈不是最富含意義、誠意與最高

價值的禮物？

＊ 節錄自禾榮：《養生智慧》，標題為編者所加，原題
為「以梅會友」

的養生魅力
文：禾榮
	 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生

梅子

全人健康系列

《養生智慧》

禾榮著

e新園出版
2014年12月初版
電子書／借閱（收費）

「徒‧書館」獨家呈獻

本書是作者二十多年來「重尋健康」的心得，也是身體力

行的經驗談。內容主要探討如何將養生的概念化為實際可

行的方案與步驟；並提供寓教於樂、手腦並用、知行合一

的課程。書中介紹了不少養生食物及其製法，如漬梅、梅

醋、黑蒜、蔬果酵素、蕁麻、桑葚、朝鮮薊等，以及簡單

易做的養生食譜，如五穀飯包壽司、梅子鷄、蛤六錦、香

椿捲、蔬果核果蛋糕、南瓜米粉、冬瓜雪（濃湯）、乾隆

八珍糕、醋泡黑豆、葡葉飯、鼠尾草茶、布魯士的好孕茶

等，可供讀者依法烹調，自製價廉味美的健康食品。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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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用神學系列

《神國的人力資源》

蘇文隆主編

e新園出版
預計2015年6月出版 
電子書／借閱（收費）

「徒‧書館」獨家呈獻

「今天我們正身處風雲變幻的時代，經歷著

前所未有的變革，教會在這末世主再臨之

前，如何培育神國人才，以因應當代之需，

乃教會領袖當務之急。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有鑑於此，特別在博士班開設『人才培育與

教會增長』的課程，使教牧同工及機構領袖

有機會把相關研究應用在各自的工場上，此

舉頗具成效，也有學員把寫成的博士論文付

梓印書。

本書由 2 0 1 4年博士班學員的課後作業輯錄
而成，由本人設計有關的專題。我相信它具

有可讀性、可信性，見解深刻，並具實用價

值。凡教牧同工、教會機構負責人、從事培

育工作及神學教育的同仁，皆能從書中摘取

所需部分，再加調整和應用，就可投入人才

培育的行列，收割主的莊稼。神國的人力資

源在哪裡？就等待你我去發掘，去培育。」

蘇文隆博士

美國正道福音神學院
實踐神學教授

教牧著作系列

《約書亞記輔讀》

曾維州著

e新園出版 
預計2015年7月出版
電子書／借閱（收費）

「徒‧書館」獨家呈獻

「作者曾帶領教會的年輕人研讀約書亞記一

年，備課時博覽有關約書亞記的書籍和文

獻，但這書並不是象牙塔裡的研究，而是從

貼身牧養會眾而有的智慧結晶。他現把這些

珍貴的資料以電子書形式出版，肯定更值得

閱讀，可以造福更多人的生命。讀這書不像

讀學術註釋書：一個問題，多個解釋，然後

分析各種解釋的優劣。讀這書，你會遇上一

個牧者，帶領你走一趟約書亞記的迦南地，

在不同地方，你會遇上神，遇上以色列人的

成功、遇上以色列人的失敗，或是遇上不同

地方對你的意義……。

總而言之，昔日約書亞帶領以色列人進入迦

南去得神應許的美地，今天作者也要帶領讀

者進入約書亞記去得神應許的生命之福。」

黎永明

環球聖經公會培訓總監
天道書樓副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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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督教教育學者指出：「聖經教導

在現今教會備受忽略……其中一個原因是，

教會沒有裝備信徒學習及教導聖經。」 1 根

據2009年一項統計調查，超過六成美國信徒

不能清楚說出四福音的書名。另外，筆者在

多年前，也在多倫多的華人教會做過靈修生

活的調查，發現只有8.9%的信徒每天靈修讀

經。這實在是可悲的境況！

要教導信徒明白聖經，必須從根本處著

手，就是要全面認識聖經。近年來，雖然有

不少聖經教材出版，但能鳥瞰式解讀聖經的

並不多。鄧啟耀博士的《7 0x變焦讀舊約》

及《70x變焦讀新約》，可說是滿足了這個需

求。這兩本書是相輔相成的，猶如拼圖般組

合起來，讓信徒能明瞭上帝完整的啓示，並

明白新舊約主題如何連貫統一。

今年新出版的《7 0 x變焦讀新約》，與

上集「讀舊約」一樣，從導論到每卷書的講

解，不但既深且廣，更言簡意賅，讓讀者輕

鬆掌握新約的重點。此外，筆者很喜歡每卷

書篇末的「生命對焦」欄目，因為默想聖經

須 教 導 信 徒 全 面 認 識 聖 經
文：鄒永恒牧師
	 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基督教教育科教授

固然好，卻容易停留在研究的層次；可是如

果讀經能與「生命對焦」，讓神寶貴的話

語，活生生地對我們的生命說話，而不只是

對頭腦說話，我們的靈命得益就更大了。

鄧牧師這兩本著作就像上、下兩集，幫

助信徒全面認識聖經，是聖經教師必備的課

本。信徒若對研讀舊約有點卻步，筆者建議

可先讀《70x變焦讀新約》，然後再讀舊約，

這樣的閱讀進路可能較容易。誠意向廣大信

徒推薦這兩本著作。

＊ 節錄自鄧啟耀：《70x變焦讀新約》，鄒序，標題為
編者所加

註1: James C. Wilhoit and Leland Ryken, Effective Bible 
Teaching (Grand Rapids: Baker Academic, 2012), ix.

《70x變焦讀新約》	

鄧啟耀著

天道書樓出版

2015年3月初版／
330頁／HK$100

天  道  書

2015 年 1-3 月

1 	「A貨」信徒

2 重新認識屬靈爭戰

3 女人要愛‧男人要尊重

4 愈辯愈明──從哲學，科學，歷史論證基督信仰

5 苦罪懸謎

6 帶著靈魂上班

7 五經導論

8 屬靈傳統禮讚

9 出於神──出埃及記靈修日引

10 【天註】俄巴底亞書‧約拿書註釋（平裝）

代　理　書

2015 年 1-3 月

1 會遇系統神學（增訂版）

2 金蘋果──聖經金句

3 荒漠甘泉（大平裝）

4 耶穌講比喻

5 新編小孩子聖經之奇妙恩典

6 教牧學導論

7 帖撒羅尼迦前書──研習本

8 耶穌 12神蹟

9 傳道書──試看人生（附研習本）

10 耶穌 12應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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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博士去年創立
「焯亮事工」，
推廣生命教練的學問

回
望過去人生，充滿了恩典和轉變。

雖然小學畢業後，只能以「日工

夜讀」的方式來完成中學至大專課程，

身分卻由工廠車衣女工，轉為文員、社

工、傳道、神學教育者，及創立事工

者。在這人生不同的轉折點上，上帝都

施以適時的導引和轉化，誠如生命教練

（life coach）並肩同行，讓筆者深深體

會祂的賜福與恩情。

生命教練的學問已興起多年，但在香港

從基督徒角度來整合教練學的學者則只有數

位。筆者完成教牧學博士課程後，就從溫哥

華回港事奉，開始探研教練學與聖經真理的

結合。同時期由於在神學院事奉，要常常導

引弟兄姊妹思考人生目標、方向、如何確定

神的心意、如何計劃人生成長路線圖等，加

上有機會教授「生命教練」一科，與神學生

一同學習本於聖經真理來應用教練學，經幾

年實踐，發現自己作為生命教練者，在引導

學生之餘，自己也先為神所轉化，並且能建

立更正面、更積極的生命素質，能更具方向

和更有目標地活得亮麗。

 ◢ 從領導學領受新異象

筆者在教牧學博士課程中，認識了麥斯

威爾（John C. Maxwell）。他的著作公認為

領導學的權威。由於他也是牧師，筆者決定

參加他的團隊教授的認證課程，以探索自己

未來事奉的路向。經過訓練和得到認證後，

就繼續把所學應用在華人信徒當中，亦看見

學員生命得著轉化。從這些事奉實踐的點

滴，筆者深感麥氏領導學的理念、原則和信

  車衣女工

演活的亮麗人生
    ──生命教練羅淑芬

文：羅淑芬
	 美國三一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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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行生活管理的途徑：
        持續做運動和與人結連

  

生命教練職責之一，是啟導年輕人
   找尋人生目標，並朝此目標成長

念，其實與基督信仰頗吻合，並且更能提

供適當導引，讓受導者發揮上帝所賜的恩

賜、才幹、學識，實踐上帝給予個別生命

的召命。因此，專注推動教練學就漸漸成為

筆者事奉的新異象，並於2014年離開安舒的

神學院事奉崗位，成立「焯亮事工」，以推

廣教練學和領導學的學問。

筆者發現，當人尋求別人或專家的幫助

時，許多時只是想找「專家」來引證自己的

想法；或者當「專家」建議了甚麼方法後，

就把成敗的責任推到「專家」身上去，以找

藉口來逃避責任。生命教練的理念和技巧，

並不是以專家提供意見的形式來幫助受導

者；反而是藉著教練和受導者之間的平

等關係，導引他們自行思考，以深度的聆

聽、提問及直覺，以及回饋等技巧，與受

導者一起尋找解決方法。

 ◢ 人人皆可做生命教練

由於生命教練不以專家自持，其目的

是要與受導者一起尋找自身的資源來解決困

難，所以導引者只要能基於生命教練的理

念，運用其技巧，人人皆可當生命教練，可

以說是助人自助的簡易學問。再者，生命

教練理念著重正面和向前，以將來和行動

為主，因此學習者即或沒有真正遇上甚麼

困難，在個人生活中也會懂得如何達致較平

《焯亮教練─幫自己及別人

活得豐盛的生命教練》

羅淑芬著

天道書樓出版

預計2015年7月出版

作者新作

衡的生活管理，或更有效發揮潛能，制定人

生目標等，這對個人的成長和發展都定有助

益。因此，生命教練可說是兼具預防性和發

展性的工具。

《焯亮教練─幫自己及別人活得豐盛

的生命教練》一書，是筆者過去數年研究

和實踐生命教練學的成果。全書有十課內

容，除講述理論和技巧外，還加入不少親

身經驗和例證，讓讀者閱讀時就像與生命

教練交流，並能掌握其法，加以練習，先

被轉化成有教練思維的人，進而可發揮所

學，導引別人生命轉化。

作基督徒生命教練的使命，就是要讓自

己和幫助別人尋找上帝想望我們達到的人生

目標、方向，以及實踐的路徑。筆者認為，

能把上帝所賜的一切，好好用在人生各個可

能的範圍，達到一致（in alignment），那就

是豐盛和亮麗的人生。願神使用這本小書，

祝福更多生命！

＊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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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蛻變教會》：
變幻原是應許

變
，是不變的真理；聖經也應許生命會有

更新改變（林後3:18，5:17）。但信徒
或教會如何變得更合乎神的心意，而不是背

道而馳？為何有些信徒群體經歷更新變化，

有些則抱殘守缺，直到地老天荒？

《蛻變教會》（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a l 
C h u rc h）一書正是探討教會蛻變之道。兩
位作者斯特澤（Ed Stetzer）和雷那（Thom 
Rainer，暢銷書《簡約教會》作者之一）致力
研究教會復興和使命。他們及其研究團隊，

花了年多時間，以電話訪問了7,000家不同宗
派的教會，從中挑選250家作親身訪談。在這
次調查中，作者發現，縱然批評教會已蔚然

成風，但今天神確實仍在教會中工作，也藉

著教會工作。

作者根據調查結果，歸納出蛻變教會的

特質，並結合聖經的教導，寫成本書。作者

大膽提出，要更新教會的計分準則，不再偏

重人數多少、財政盈虧、堂址大小等量度指

標，卻改為關注一些難以量化的事物，譬如

信徒生命的成長改變。因此，他們提出「蛻

變迴環」的框架，包括三大範疇和七項要

素：「識別」社區需要（使命為念）、「持

守」正確價值觀（活力領袖、相交意願、祈

禱倚靠）和「參與」塑造門徒（敬拜、社

群、使命）。作者強調，信徒不應坐在教會

四壁之內，只作「來和看」的教會，而要成

為「去和傳」的教會。惟有信徒群體先經歷

蛻變，才能成為神合用的器皿，踐行神的使

命，為世界帶來轉變。

兩位作者精於研究教會發展，因此全

書充滿真知灼見。本書沒有抽空說理，沒有

提供蛻變方程式，供人依樣畫葫蘆，卻援引

一個又一個真實案例，具體呈現蛻變教會的

面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這些例證既可

作我們的參考，又可成為我們的激勵：「我

們既然有這麼多的見證人，像雲彩圍繞著我

們，就應該……以堅忍的心奔跑那擺在我們

面前的賽程；專一注視耶穌，就是那位信心

的創始者和完成者。」（來12:1~2）
假如你曾對教會灰心，甚至死心，認定

「保守」是教會的別號、「不變」是教會的

本質，那麼，這本書當可改變你的想法、為

你和你教會帶來盼望，並提供切實的方向指

引。

歡迎同來踏上教會蛻變之旅。

文：雲陽

《蛻變教會》

艾德．斯特澤、湯姆．雷那著

彭葉碧梅譯

天道書樓出版

2015年5月出版／320頁／HK$90

跨越困境  
編寫美麗人生故事

基
督徒常問：如何在困境中經歷神？如何

使生命活得有意義，甚或精彩？

《恩典再現─使你從苦難人生中得救

贖》（A Grace Revealed）的作者席哲（Jerry 
Si t t ser），二十多年前因車禍痛失母親和妻
女後，幾番努力，重回生活正軌；在痛失中

經歷神的救贖，與神重整關係。作者以自身

的經歷，說明如何令自己的人生故事美好，

提醒讀者，神樂意為每一個信徒編寫美麗故

事，成就祂永恆救贖的大故事。

作者是美國惠沃學院神學教授，用輕鬆

手法，以救贖為題，故事元素為骨幹，穿梭

於自己的故事、別人的故事和聖經的故事，

幫助讀者思索自己人生的故事，在似乎毫無

意義的事情中找出意義，內容發人深省。作

者的經歷正好說明靈修大師畢德生（Eugene 
Peterson）的名言：信徒可從神救贖的大故事
來看自身故事的意義。

文：Jenny

《恩典再現》

傑瑞．席哲著

蔡梁秀芳譯

天道書樓出版

2015年5月出版／244頁／HK$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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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註‧彼得後書		

猶大書》

張略著

天道書樓出版

2015年5月初版
592頁
HK$170（平裝）　　
HK$200（精裝）

彼得後書及猶大書關係密切，不少中外註釋

書都將兩者放在一起，情況如同對觀福音一

樣，究竟誰參考了誰的著作，本書自有分

曉。這兩卷書同屬大公書信，過去是否不為

人關注？究竟當日信徒遇上甚麼嚴重的問

題？兩卷書的作者如何作出適切的回應及勸

勉？今日的信徒是否面對相同的問題？這兩

卷書如何幫助我們解決信仰危機？

本書作者先後畢業於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

澳洲神學院（摩亞神學院）及蘇格蘭聖安德

魯大學（哲學博士，1 9 9 9），專研新約。
現任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副院長及聖經科教

授、金巴崙長老會九龍堂顧問牧師。

《耶穌講比喻》

（中英對照）

純真出版社出版

2015年1月初版
HK$78

本書結合中英對照文字和精美繪圖， 幫助孩

子提升閱讀興趣， 同時明白耶穌講的比喻。

本書提及的比喻包括撒種的人、 建房屋的

人、 迷路小羊、 浪子回頭等。 內容淺白有

趣， 容易掌握， 適合 4至 7歲兒童閱讀。

《醫學、人生、愛》

香港基督徒醫生及

牙醫團契著

環球天道傳基協會出版

2015年1月初版
141頁／HK$70

「病人常覺得醫生較冷漠和疏離，他們甚或

覺得醫生理應如此，才能冷靜和客觀地作正

確的診斷和治療。因此，病人跟醫生的關係

往往只局限於醫治的層面，而缺乏深入的溝

通。本書是一群基督徒醫生寫出他們跟病人

之間存著更深入的關係，也道出治病過程

中，病人帶給醫生的啟發和反省。這深層的

關係源於耶穌基督的愛，這愛帶來醫生跟病

人的互動……醫治再不單是身體上的醫治，

更是心靈上的安慰和人際關係的復建；而最

重要的是─因人和神的復和帶來盼望。」

─薛頴雄醫生（心臟科）

《姊妹靈修 3》

華人作者合著

環球聖經公會出版

預計2015年7月出版

本書特為今天的華人基督徒姊妹編寫，結合

靈修與輔導，幫助讀者一方面汲取真理的力

量，一方面學習應付人生不同處境，適合渴

望脫離空談、腳踏實地生活的姊妹閱讀。全

書收錄三百多篇短小精悍的文章，包括個案

式「姊妹錦囊」、分享式的「靈修心窗」、

處境式的「聖經紅顏」；內容橫跨「與

神」、「與己」、「與親友」及「與社群」

四個範疇，牽涉「靈命培育」、「個人成

長」、「交友戀愛」、「工作與信仰」等九

個類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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