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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們 信 靠 怎 樣 的 上 主？
江程輝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出版部副總監

疫症總是來得突然，數月前完全沒

有想過要重回十七年前口罩不離身的日

子，忽然驚覺自己反應實在太遲鈍，原來

早已慢了別人幾步，市面的口罩早已賣個

清光，惟有急於在網上訂購口罩和消毒用

品，結果訂單紛紛取消，帶來連連的失望

和驚恐。後來，甚至日常物品諸如白米、

廁紙也成為搶購囤積的目標，超市不少貨

架空空如也，眾人倉皇失惜的面孔難免喚

起更深的不安情緒。疫症不單實際帶來

對生命的威脅，也無情地暴露人的軟弱渺

小，使人頓然發覺有許多看來簡單的事

情原來不為人所能掌控，經過多月來的掙

扎，相信大部分人對此都有極深感受。面

對如此境況，信徒最自然的反應是祈求充

足供應、早日渡過難關、盡快回復平靜安

穩的生活，這實在無可厚非，不過，誠如

聖經人物約伯異常獨特的生命故事所揭

示的屬靈洞見，人生遭遇重重難關固然悲

苦難當，但往往也是求問信仰要道、深化

生命的別異時刻。面對當下疫情，或許我

們也能藉此機會深入自省，以更深邃的眼

光默觀信仰與生命的奧祕。

約伯面對的挑戰是，到底自己對上

主的敬虔是出於全無條件、單純無私的

愛慕，抑或不過是建基於上主無盡的祝

福，使自己得以過安穩富足的生活？放

在當下的處境，我們未必每人都算得上

是富足豐裕，可自然不過的是，人總是

追求平穩的生活，在安全穩健的生活下

保持所謂敬虔的信仰自然較為輕省，但

正如我們在這幾個月來所感受的一切，

疫症帶來的災難卻是毫無邏輯可言、完

全不能估算，任何人都要面對隨時失去

健康、工作，甚至生命的危機，這時我

們又能否仍然保持對上主的敬虔信仰、

是否願意背起信仰的重擔？進一步來

說，反躬自省，到底我們信仰的立足點

是上主本身，還是上主賜下的祝福，或

是平靜安穩的生活？

這種取道於約伯記而對信仰本質

作深刻反思，直指信仰的核心，可能

有點過於抽象，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在《慢讀馬可》1其中一段談

到世人如何想像上主的行事方式，論點

相當精闢獨到，或有助把上述信仰反思

的要點更具體呈現出來。套用該書的用

語，面對疫情，我們自然期望上主「能

夠展示大能的表演，……以一個行動擺

平一切」，但這正是人的目盲之處，威

廉斯進而指出，按馬可福音所述，耶穌

處理神蹟的方式，在在顯露出上主對這

種一下子「擺平一切」的做法完全不為

所動。簡而言之，上主的行事方式往往

跟我們的期望迥然有異，祂絕少展示我

們所期盼奪目耀眼的宏大神蹟，把難題

一下子徹底挪開，轉眼間化悲為喜，按

人的要求開出平坦大道。如此說來，面

對當下的嚴峻疫情，我們既得知上主大

概不會按我們的要求行事，我們還會不

會依舊保持敬虔信仰、全然信靠這樣的

上主？

約伯的生命故事教我們反思自身信

仰的立足點，羅雲．威廉斯的說法則引

導我們重構我們眼中上主的行事方式，

兩者皆道出，面對生命的難關，往往就

是揭示我們自身信仰基礎的關鍵時刻。

當面對失去、哀傷、無助、失望、驚

惶，身心皆疲憊不堪，然後發現我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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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關閉的209室，何時打開？

一道難題攔阻去路，何處破解？

一日之間消失的神化村，為何存在？

一條把靈魂卡住的時光隧道，如何衝破？

一場拯救未來的賽事，誰來參加？

故事天空 6

《拯救雷明》

吳美筠　著
瑩瑩　繪
Cat. No. 1885.06 
ISBN 978-962-294-557-9

            美筠老師最新力作，延伸上集《雷明9876》， 

            繼續帶領小讀者遊走神化村，把時間暫停暫

停，經歷成長。此集雷明已由小學生躍升為中學生，與好友

朱故歷和方國源誤打誤撞進入學校從不開放的209室，遭問

題多多的皇后大廈考起，再一個不小心進到幾年前來過的神

化村。想要從神化村回到學校，困難卻接二連三，最後竟見

到雷爸？雷爸竟為了愛孩子而捨己求仁？

作者簡介

美筠老師，澳洲雪梨大學文學博士。多年於大專院校教授文

學。認定人一思考，上帝就會微笑。閱讀時最親近上帝，寫

作時最快樂。愛變化多端的靛紫，討厭單一重複。愛吃西蘭

花。愛行山種地瓜，更愛着迷地看花。小四那年第一次寫書

給自己看，中三投稿給刊登，從此愛在文字中翺翔，誓要挑

戰奇特任務，化艱難為輕省，化不可能為可能。

直自以為穩固的信仰原來脆弱不堪，又

發現上主的行事方式跟我們所想像的大

有出入，就此，另一位知名作家，拉比

哈洛德．庫希納（Harold S. Kushner）在

《拉比給我們生命最重要的九堂課》2勸

勉我們，在這時候不要灰心失望，卻要

參照先知以利亞的經歷，在惡劣境況中

苦苦掙扎過後，不要以為必然能夠在狂

風烈火中聽見上主大而可畏的聲音，向

人指示迅即解決問題的平穩大道，卻要

在細微處靜聽上主的微聲。上主很少會

直接伸出大能之手轉眼間擺平一切，卻

往往以鎮靜微聲激勵眾人放下自我的籌

算，一點一點付出努力去改善情況。筆

者相信，當我們真能這樣靜心聆聽，放

下自我，靠主前行，我們自能逐漸放下

那種從前以為堅實穩妥、卻是出於估算

的庸俗信仰，並逐步會遇那位遠超我們

想像的上主。

當失去原有的祝福，面對困境，

我們是否仍能虔信上主？當上主不按我

們的心意行事，卻要我們一步一步走上

又長又窄的路，我們是否仍會緊緊信靠

這位發出鎮靜微聲的上主？歸根究底，

我們信靠的是怎樣的上主？面對嚴竣疫

情，這些看似老生常談的問題頓然變得

有血有肉，實實在在，既成為當前疫境

下我們需要深切默想的課題，也是我們

要沉思一生的屬靈功課。

註釋：

1. 羅雲．威廉斯著，陳恩明譯，《慢讀

馬可：在微妙福音中與主相遇》（香

港：基督教文藝，2018）。

2. 哈洛德．庫希納著，詹杏枝譯，《拉

比給我們生命最重要的九堂課》（香

港：基督教文藝，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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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聖經註釋　第十三卷（II）

《約伯記》（下冊）

李春榮 著
Cat. No 3313.2 

ISBN 978-962-294-925-6

約伯身處苦難之中， 

面對親友的質疑， 

堅持與上帝面對面對話， 

為的不但是解釋為何義人受苦，

更是要認識上帝， 

尋求人生智慧之道。

本書延續上冊，從二十二章起繼續解讀完

整部約伯記，其中包括約伯與三友的第三

輪對話、智慧的頌歌、約伯的自白、以利

戶的講話，尤為重要的是耶和華與約伯的

兩次對話，從傳統思想桎梏超越至上帝智

慧的層次，以及約伯與三友的最後結局。

作者在書末勾勒出約伯記對今日信徒的七

點意義，言簡意賅，一方面坦然接受人在

苦難中悲慟、壓抑、躁動、質疑的表現，

另方面鼓勵人積極尋道、認識上帝，無論

環境順逆都敢於堅持做一個「敬畏主，遠

離惡」的敬虔人。

（原書封面）

Light: 輕閱讀．大亮光

《謙善行：有關生活、工作、做人的
哲語靈思》（暫名）

韋爾斯（Samuel Wells）著
黃大業 譯

Cat. No. 1332.02 
ISBN 978-962-294-362-9

從深邃玄妙的神哲反思， 

到雋永樸實的生活教導， 

帶領讀者踏上充滿喜悅和讚歎的

生命旅程 !

當代著名神學倫理學家韋爾斯嘗試在本書

探索生命最根本的奧妙之處，藉以展示生

命如何極盡美麗和可貴，並人與萬事萬物

如何緊密連繫，進而引領讀者領悟生命的

本有之源——即上帝——與眾生萬物之間

滿有恩典與慈愛的關係。

本書篇幅短小，卻可謂字字珠璣，旨在供

讀者細究、深思、品嚐，盼望信徒或尋道

者皆可感悟生命之道，培養謙卑、感恩、

自知、溫柔等質素，以謙卑和美善的心

懷，會遇那位貫乎萬有的生命之主！

《教會使命與身分尋索： 
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史 

（一九五四—二零一九）》

湯泳詩 著
Cat. No 1431 

ISBN 978-962-294-301-8

教會使命之洞察與實踐； 

身分認同之尋索與建構。

二零一九年是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六十五周

年會慶誌念（1954-2019）。協進會在過去

六十五年對教會使命與身分尋索所作出之

努力與貢獻，說明協進會乃香港教會與社

會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員。

協進會與本社聯合出版是書，以慶祝協進

會六十五周年會慶，並讓讀者深入了解協

進會在過去六十五年在主內的服侍。本書

乃節錄自湯泳詩博士於其博士論文中對協

進會史的深邃研究。內容涵蓋香港基督教

協進會歷史（1954-2019）、歷屆香港教會

使命諮詢會議回顧，以及教會使命與身分

尋索——以八十年代香港基督教協進會為

個案。湯博士對協進會的教會使命與身分

尋索的研究，精闢獨到，為香港基督教歷

史研究提供珍貴的材料。

暖心帖 1

《爸爸撞車了！》

艾美．希絲勤絲（Emy Geyskens）、 
高力．殷臣（Kolet Janssen）著 

艾美莉．添瑪文思（Emilie Timmermans）繪 
周惠鳳 譯

Cat. No. 1893.01A 
ISBN 978-962-2 日 94-612-5

天有不測之風雲， 

人有霎時之禍福。 

親人突遭橫禍，孩子可如何面對？

爸爸駕車回家，撞上了樹，腳斷了！警察

趕抵家門，請媽媽趕快到醫院去；婆婆收

到通知前來照顧孩子，孩子們不明所以，

此刻嚷着要一夜間立馬長大，那刻又以為

爸爸可以成為斷腳超人。該如何讓孩子明

白家庭重創？如何幫助家庭承受巨變？

精美全彩繪本，附有真人訪問、小遊戲、

暖心提示及課堂建議，適合家長、教師或

社工與孩子共讀，旨在幫助孩童面對車

禍創傷所帶來的壓力和恐懼，調節心理，

亦適合作教材，給孩子認識交通安全的 

重要。

即將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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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給
危機家庭的
兒童好書

周惠鳳 資深社工、 
       《爸爸撞車了！》譯者

-8 -

若家人突然遇上意外，或其他危機

事故，家中每一位成員都會在生活和情

緒上受到影響。《爸爸撞車了！》是一

本為孩子而寫的書。故事講述爸爸撞車

後，家中不同成員的反應和應對模式。

這故事正好給家人不幸遇上車禍、或者

其他突發危機的家庭，讓故事主人翁為

孩子說出心聲。

韋力斯和莉莉雖然是兩姊弟，但面

對爸爸突然撞車入院，他們有截然不同

的反應。韋力斯突然表現得難以預測，

時而搗蛋，時而退縮；莉莉則表現獨立，

仿如媽媽的小助手，甚至幫忙教訓韋力

斯。他們為何會有這些反應？幸好媽媽

和婆婆明白孩子心，細心解說，同時也陪

伴讀者們理解孩子面對家人遇到意外的

狀態。這故事之所以重要，不但在於讓讀

者明白孩子為何有這些反應，更重要的

是把這些反應平常化（normalized）。對孩

子來說，面對重要親人遇上意外，他們既

不理解，亦愛莫能助。這已消耗他們很多

心力。當他們小小人兒未能消化內在情

緒的波濤，其他成人的明白和體諒，能視

他們的反應是「遇上不尋常事件的尋常反

應」，將會是他們得以重新起步的助力。

故此，成人與孩子一起伴讀這書是十分

理想的，好讓孩子透過故事主人翁感同

身受，知道自己並不孤單，自己的反應並

不怪異。我最喜歡這書兩位作者的非批

判態度。他們沒有說誰的表現較「適合」

或「好」。他們單單透過兩個孩子不同的

反應，表達出不同孩子面對同一事件也

可以有相異的回應。這種察覺和接納，比

起用「判症」的眼鏡看孩子有沒有問題，

來得更具人性化。

我亦要讚一讚故事中的媽媽，因為

她會流淚。感謝作者把更真實的情景，

以合宜的力度呈現。媽媽的眼淚正正是

一個美麗的榜樣，讓故事的孩子和讀者

知道，他們在困境中可以軟弱，這不就

是人性的一部分嗎？媽媽的榜樣釋去很

多「我要堅強」、「我不能倒下」的枷鎖。

這是自我關顧（self-care）的好例子。正

如書中所提，在意外事故後，除了要作

很多決定和安排外，成人孩子的

自我關顧也是同樣重要。

這書除了故事以外，還包括各

種小錦囊，例如不同年紀孩子在面

對危機時可能出現的反應、成人合宜

應對方法、課堂小遊戲等。這實屬一

本資源豐富的書，除了適合遇上危機

的家庭外，同時更適合各助人專業的同

工，如輔導員、社工、老師、兒童事工

牧者及主日學導師等。

暖心帖 1

《爸爸撞車了！》
艾美．希絲勤絲（Emy Geyskens）、 
高力．殷臣（Kolet Janssen）著  
艾美莉．添瑪文思（Emilie Timmermans）繪 
周惠鳳 譯
Cat. No. 1893.01A  
ISBN 978-962-294-612-5



質，但他們可能覺得約伯的個案令人不

安。他們所能做的是回到陳腔濫調，如

約伯所指出：「你們以為可記念的箴言，

是爐灰的箴言。你們以為可靠的堅壘，

是淤泥的堅壘。」（伯十三12）在這三

個論據中，友人的第三種努力最弱。雖

然約伯可能會接受受苦乃是管教的一種

形式這意念，但對約伯而言，一切將會

得醫治這個宣稱，簡直虛假，因為約伯

對死亡的永恆性質有一個非常強烈的見

解。他的子女死了；沒有任何事物和人

能取代他們。……

約伯記這卷書的結尾有雙重的後

記，第一重總結了那冗長的對話部分，

而第二重總結了在約伯記一至二章開始

的故事。第一重後記（伯四十二7-9）傳

達了就對話的一個不尋常的、有啟發性

的評估。上帝說那三個朋友（第四個朋

友以利戶，經文在此沒有提及）在他們

的宣告中有錯：「你們議論我，不如我

的僕人約伯說的是。」（伯四十二7-8）

上帝在他們所援引的傳統論據中找錯

處—就是那解釋人類命運的因果系

統；約伯在抗議他不應得的受苦時表現

傲慢；而受苦的目的是要管教人類。因

為約伯朋友的錯誤，上帝指示他們求寬

恕而獻燔祭，而約伯會為他們祈禱，所

有這些事情也都發生了。這代表了約伯

和友人之間慷慨激昂的交流的一個諷刺

總結。……對於約伯記這卷書背後的智

者而言，上帝承認約伯，而不是他的友

人，曾正確地言說上帝（伯四十二9），

乃是一項重要的確認。

（摘自《聖經的意義：主題進路解讀希伯來聖經》，
第576-577, 589-590, 593頁。）

內容簡介

希伯來聖經這部猶太經典，猶太人稱之為

塔納赫（Tanakh），基督徒稱之為舊約，他

們不單視這文本是古代書卷的選集，更視

它為基督教會和猶太會堂的神聖和權威著

作。本書的兩位作者都是猶太研究專家，

但各有不同的學術背景及專研範圍，一位

喜好研究法典、先知論述和政治發展，另

一位則對文學藝術、性別角色和散居狀況

較感興趣。他們就律法與公義、混沌與創

造、自我與他者、性慾、智慧與神義論等

十四個主題，搜羅歷史、文學及神學各方

面的知識，兼收並蓄，並以最平易近人的

筆觸，深入淺出地娓娓道來，從而發掘蘊

含在聖經中豐富多樣的意義。

作者簡介

奈德格（Douglas A. Knight）是范德堡大學

巴芬頓教席希伯來聖經教授及猶太研究教

授。他於德國哥廷根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曾任教於香港中文大學、日本京都的同志

社大學，及耶路撒冷的基聯學院。奈德格

曾編輯多項出版系列，當中包括 Library of 

Ancient Israel，另外亦著有 Law, Power, and 

Justice in Ancient Israel 及 Rediscovering 

the Traditions of Israel等書。

黎艾美（Amy-Jill Levine）是范德堡大學

韋桑教席猶太研究教授及新約研究教授，

英國劍橋大學猶太教徒及基督教關係研究

中心的資助教授。黎艾美曾與人合編 The 

Jewish Annotated New Testament，另外亦

著有 The Misunderstood Jew、Short Stories 

by Jesus及 Entering the Passion of Jesus等

書。

你們議論我，
不如我的僕人約伯說的是

有種說法是約伯這個人物在希伯

來聖經中，讀者最為熟悉，但理解最

少。約伯典型地扮演一個忍耐的長期受

害者，忍受了最可怕的損失和痛苦，可

是仍然保持他的信仰和寧靜。雖然他確

實嚴重地受苦，不過在書卷大部分記述

中，約伯對苦難則罕見有甚麼耐心或性

情平和。頗為相反，約伯知道自己沒有

做過甚麼足以令到悲慘苦難臨到他身

上，所以他激昂地和不懈地高喊抗議。

以這種回應，他向傳統的智慧流派所承

載的二重概念挑戰︰忠誠會得到獎賞，

而一個行為必然地會帶來配對的後果。

約伯的控訴清晰地表達了神義論的問

題。……

聖經與當代世界系列

《聖經的意義：主題進路解讀希伯
來聖經》
奈德格、黎艾美 著 
蕭兆滿 譯
Cat. No. 459.05 / ISBN 978-962-294-291-2  
650 頁 / HK$398

聖經處理神義論通常以因果的公

式為基調。申命記派作者主張，而慣常

的智慧傳統強化以下原則：正直人會興

盛，而惡人會受苦。然而，在數之不盡

的存在事例中，這些應許的結果並不符

合現實，而約伯的故事成為智者所希望

辯論有關問題的主要例子。這些智者沒

有以挑戰傳統的因果原則為起始點。對

他們而言，約伯代表了一個沒有犯過錯

並期望免除指控的人。誠然，這個行

為—後果的原則仍然是約伯向上帝懇求

的一貫基礎。假若上帝向約伯披露他的

受苦，是上帝與撒但贊同向約伯實施

測試的結果，我們只能揣測約伯會怎樣 

面對。

處理神義論的問題早就在古代西南

亞開始，而約伯記隨後而面世。「一個

人與他的神」（A Man and His God）是從

公元前第二個千年上半而來的一篇蘇美

爾人的詩，講述一個正直的受苦者，備

受各種疾病之折磨，而且受到朋友的不

良對待。他哀求他的神明給他解脫，而

最後得應允。這首詩不同於約伯記，是

它缺乏了對話的段落，但包括祈求和謝

恩的禱文。還有，這位受苦者承認部分

過錯，但約伯沒有。……

約伯的情況可能動搖了他的朋友

對他們自己位置的信心，而產生恐懼。

他們沒有承認約伯的論據有任何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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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恩深廣，主愛無邊！ 2019年在動

盪之中延伸至 2020年，本社事工蒙主眷

佑，尚算平穩發展。現謹報告如下：

出版情況
●  初版／修訂書共 22種

  《新編福幼小學聖經課程（訂正重

印版）學生本（一上至六上）》、

《新編福幼小學聖經課程（訂正重印

版）學生本（一下至六下）》、《新

編福幼小學聖經課程（訂正重印版）

活動冊（一上至六上）》、《新編福

幼小學聖經課程（訂正重印版）活動

冊（一下至六下）》、《新編福幼小

學聖經課程（訂正重修版）教師手冊

（一上至六上）》、《新編福幼小

學聖經課程（訂正重修版）教師手冊

（一下至六下）》、《與基督同行的

禮儀靈旅》、《構解牧養輔導（增修

版）》、《相輔而行的敬拜與使命》、

《怎麼選詩歌？》、《深愛耶穌》、

《方濟與耶穌》、《美德摩天輪》、

《啟示錄今日還有何啟示？》、《基

督是分裂的嗎？》、《泰澤團體創始

人羅哲弟兄》、《大限》、《動物醫

生拯救大行動》、《感恩祭（聖餐）

與早期信徒》、《愛晚年》、《熟齡

恩典》、《教會使命與身分尋索》

●  代印書共 3種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第 44次（2020年）周年大會社長報告
翁傳鏗

●  再版書共 2種

●  文藝通訊共 4期

●  如果與 2019年相比，新書增加了 4

本，代印為 3本，出書量已達基本指

標 24本（因福幼課程是以 6冊為單

位）。

人事動態

●  5月 10日市務經理宋碧婉姊妹離職，

願主賜福前路。

●  6月 17日鄭俊明弟兄到任市務經理。

●  12月 22日前執委關高苕華女士主懷

安息，求主安慰其家人。

文化活動

●  1月 11日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協

辦「如何邁向成全的生命？」靈修講

座，邀請黎嘉賢博士主講。

●  1月 20日與塔冷通心靈書舍協辦「如

何邁向成全的生命？」靈修講座，邀

請黎嘉賢博士主講。

●  2月 15日於文藝書室舉辦「圍讀星

期五」讀書會，由江程輝同工主領，

分享《生活有道》。

●  2月 21日至 4月 11日逢星期四假香

港聖公會諸聖座堂舉辦「靈命操練八

課」，邀請黎嘉賢博士主講。

●  3月 2日與塔冷通心靈書舍合辦「周

子堅眼中人格素描種種誤解」暨《E

書直說：人格素描札記》新書發佈會，

邀請周黃頴筠女士主講。

●  3月 9日於中華基督教會青衣全完堂

舉辦「教會同圍讀」讀書會，由江程

輝同工主領，分享《慢讀馬可》。

●  3月 23日與香港聖公會諸聖座堂合

辦「與基督同行的禮儀靈旅─—尋索

大齋期、聖周、復活期及聖靈降臨日

禮儀的靈修意義」禮儀講座，邀請陳

謳明主教主講。

●  3月 24日於觀潮浸信會舉辦「教會同

圍讀」讀書會，由江程輝同工主領，

分享《生活有道》。

●  4月 4日與基道文字事工、家庭發展

基金及中華基督教會望覺堂合辦「沉

着事奉的勇氣︰擁抱負傷安好的自

己」講座，邀請何志滌牧師及何羅乃

萱師母主講。

●  4月 27日與塔冷通心靈書舍合辦「在

苦難與死亡中遇見上帝《拉比給我

們生命最重要的九堂課》新書分享

會」，邀請吳思源先生主講。

●  5月 11日假中華基督教會協和小學

（長沙灣）舉辦第七屆校際聖經故事

演講比賽。

●  5月 24日於文藝書室舉辦「圍讀星

期五」讀書會，由黃嘉莉同工主領，

分享《憑着信心說再見》。

●  6月 29日至 7月 1日假基督教宣道會

希伯崙堂與 Alpha & Omega協辦 2019

崇拜專題研討會「飛越時空的當代敬

拜」；黃嘉莉同工於其中兩個工作坊

分別以普通話及廣東話分享「會眾詩

歌怎麼選？」。

●  7月 17日至 23日參與香港書展，租

用兩個攤位，主題「靈程路上的摩天

輪」。另舉辦「深愛耶穌的當代敬拜」

講座（由鍾樹森牧師、區可茵博士及

黃嘉莉同工主講）、「認識沙維雅家

庭治療模式」講座暨新書簽名會（由

陳立仁牧師主講）、「圍讀在書展：

生活有道」（由施為同工主領）、「圍

讀在書展：相輔而行的敬拜與使命」

（由黃嘉莉同工主領）及「聖方濟的

生命與奧蹟」講座（由翁傳鏗社長及

江程輝同工主講）。

●  8月 1日至 10日參與港九培靈研經會

展銷書攤。

●  10月 10日至 13日參與第十七屆澳門

基督教書展。

●  10月 17日至 24日本社參與假尖沙咀

街坊福利會舉行基督教聯合書展，主

題：「靈程路上的摩天輪」。另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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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事動態

• 1月1日江程輝弟兄升任出版部副總監
（專責編輯室）。

• 1月31日會計（部分時間）易淑貞姊妹離
職，願主賜福前路。

• 2月1日歐佩儀姊妹到任財務總監。

• 2月29日財務總監麥燕芬姊妹退休，願
主賜福前路。

活動消息

• 1月17日文藝書室舉行圍讀星期五，研
讀《美德摩天輪》，共2人參加。

• 2月21日網絡進行（使用Zoom）圍讀星
期五，研讀《與基督同行的禮儀靈旅》，

共11人參加。

「泰澤靈思」講座，由范晋豪座堂牧

師及江程輝編輯主講及《大限》新書

分享會，由吳蔚芹同工主講。

●  10月 24日至 12月 12日逢星期四假

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舉辦「靈命操練

八課」，邀請黎嘉賢博士主講。

●  11月9日假聖公會多馬堂舉行《大限：

信仰人的感悟與選擇》講座暨新書發

佈會，邀請盧惠銓牧師、廖進芳女士

及曾國威先生主講，陳佐才法政牧師

及謝建泉醫生回應。

●  12月 31日雅善書室結業感恩會。

使命鞏固

●  11月 22日假饒宗頤文化館舉行同工

退修會，由陳衍昌法政牧師勉勵及易

嘉濂博士分享。

對外聯繫

●  1月 11日社長出席香港基督教協進

會內地慈善法條例及社服管理法研討

會。

●  1月 24日社長偕同 8位同工出席基督

徒合一祈禱周教牧及同工聯合聖餐崇

拜。

●  3月 12日馬來西亞書花書室負責人

黃敬活牧師來訪，由社長及鍾國偉同

工接待。

●  3月 30日社長應邀出席恩光書院圖

書館開幕儀式，並主講「出版社如何

擴闊讀者的宏觀思考」。

●  6月 5日鍾國偉同工及馮志威同工出

席基督教零售業協會 CBA周年會員大

會；另鍾國偉同工獲邀為董事。

●  6月 6日社長偕同鍾國偉同工出席基

督教出版聯會周年大會。

●  8月 28日至 30日社長偕同陳智衡博

士赴穗跟進「先賢研究計劃」。

●  9月 19日至 21日社長應廣州市基督

教兩會邀請，出席「慶祝新中國成立

七十周年暨基督教中國化成果展」，

並提交論文。

●  9月 20日鍾國偉同工及江程輝同工

代表本社出席浸信會出版社 120周年

感恩崇拜暨晚宴。

●  11月 10日至 12日社長應愛德基金會

邀請赴南京出席印刷兩億冊聖經慶祝

活動。

●  12月 12日社長出席香港出版總會周

年大會。

未來展望

    綜觀 2019年出版事業仍在寒冬中渡

過，加上社會運動的影響，可說是困難

重重，感謝上主帶領、執委匡助及同工

努力，我們除了緊守崗位，努力工作，

更完成了〈檢視報告〉。求主賜力量、

信心、勇氣、智慧……迎向 2021年─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七十周年社慶，繼續

為上帝國事業耕耘。

翁傳鏗

基督教文藝出版社有限公司 CHINESE CHRISTIAN LITERATURE COUNCIL LTD.
社長 翁傳鏗　　編輯委員會   江程輝 吳蔚芹 施為 鄭俊明    設計 鄭堅徒　　執行編輯 江程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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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再思
香港在疫情嚴峻威脅下，人們不只擔心感染肺炎病毒，尤為嚴重的是

因着假新聞導致謠言不斷散播，社會先出現搶口罩及清潔用品，繼而搶購食

米、廁紙、消毒紙巾……今年情人節最受歡迎的禮物，竟然不再是鮮花、燭

光晚餐……而是口罩，歷史上可說是空前，我也盼望是絕後。

顯微鏡下可見的病毒固然令人擔心，但是透過智能手機不斷散播的

心靈病毒所帶來的焦慮、恐懼、不安……更困擾人心，無怪乎麥基翁博士 

（Dr. David Mckeown）曾說：「傳染病毒和恐慌疫情，從來都是雙生子。」其實

卡繆（Albert Camus）早已在1947年出版的小說《瘟疫》描述：藥房的薄荷糖 

早已賣光（因為那時城裏的人深信薄荷糖可以免除疫症感染）來描述人們心靈 

的不安。

因此本社編輯同工在臉書推介了幾本幫助我們安頓心靈之作，如《安

息有時：重尋安息真義，抗衡當代文化！》、《美德摩天輪：教父給教子的

十六封信》、《拉比給我們生命最重要的九堂課》及童書《動物醫生拯救大行

動》……盼望透過閱讀幫助我們反思人生，重拾安身立命所在，再次衡量生命

的優先次序，整裝再度出發，迎向疫情後的朝陽。



文藝書室　 
地址 九龍油麻地東方街10號地下 | 電話 2385 5880
週一至五 11:00am - 8:00pm / 週六 11:00am - 6:00pm / 主日 1:30pm - 5:30pm / 公眾假期休息

（疫情期間，營業時間或會有所更改。請留意本社網頁及臉書公布的最新消息， 

或致電書室查詢。）

圍讀星期五

詳情請留意本社網頁或 

5月8日（五）｜晚上8:00 - 9:00

《熟齡恩典：當迎接上帝仍要給我的使命》

5月22日（五）｜晚上8:00 - 9:00

《生活有道：基督徒活在當世的27道靈思》

4月17日（五）｜晚上8:00 - 9:00

《安息有時：重尋安息真義，抗衡當代文化！》

誰能使我們與閱讀隔絕呢？難道是疫症麼？

因應疫症流行，「圍讀星期五」將於網上用Zoom軟件進行。
費用全免，名額有限，歡迎報名參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