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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

朝蘇軾有句說話：
「 人生識
字憂患始。」識字，帶來的
竟是憂患。中國傳統的讀
書人，識字就是讀 聖 賢書；讀 聖言
書，被薰陶、塑造而「 憂學之未講、
德之未修」。這首先指到的是自我之
醒覺。讀書識字，是為了明理，尤其
是明白做人道理。可是，傳統上，無
論中國或西方，讀書識字從來都只
是少數人的事情。
然而，隨著紙張與印刷術的相繼發
明，一路下來，讀書識字就不再只屬
少數，而逐 漸 普遍；隨著教育的普
及，讀書識字已經不是一個備受注
意的議題。只是，讀書識字的意義，
似乎慢慢地起了變化，不再一樣，跟
「 憂學之未講、德之未修」逐漸脫離；
明理的重點不再是明白做人的道理，
而是明白專業學科的道理，等而下之
則為明白賺錢致富 ／投機的道理。
在前現代的時期，因著種種原因，讀
書識字並不普遍，但讀書識字的人都
是會思想的菁英，在社會國家之中扮
演吃重的角色，起著關鍵的作用。在
現代的時期，因著種種的原因，讀書
識字愈來愈普遍，但讀書識字的人不
一定都是會思考的菁英，在社會國家
之中不一定都扮演吃重的角色、起著
關鍵的作用。然而，無可否認地，在
具有強烈線性思考特色的印刷文字
鋪天蓋地的籠罩底下，讀書識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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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或多或少都會被薰陶、塑造成思考有序的存在物。
那麼，後現代的時期呢？讀書識字的人沒有減少，可是他們的面貌跟前現代
時期與現代時期的，卻漸行漸遠、形神俱異。後現代時期不再以印刷文字
作為主要的溝通媒體，這種媒體一度有過的「 霸權 」已經失落，但也相應地
讓線性有序的思考方式邊緣化。若然，前現代是前識字時期，現代是識字時
期，那麼，後現代就是後識字時期了。只是，這裏的識字還得細想其中的意
義，而涉及思考模態的種種。
簡單而粗略地講，前識字時代是沉思默想的時代。在印刷文字尚未出現之
前，只能靠背誦記憶、反覆思考那些簡練的語句、豐富的隱喻。識字時代因
著印刷的文字而不單形成線性思考，並且也因著文字的印刷而可以透過閱讀
來思考，而有利長篇巨製。後識字時代因著多元媒體、電腦互聯網，思考進
入拼湊剪接文本互涉的年代，沒有沉思默想也沒有線性思考，有的是跳躍散
亂並置。沒有整合，無須串連，隨看隨忘，水過無痕；當然也可激發無窮想
像，在不同的媒體世界來回往復。
相較而言，前現代的讀書識字不免玄之又玄，現代的讀書識字又沉悶枯躁，
惟有後現代的讀書識字才輕鬆跳脫、刺激迷幻。從來都是思考模態的問題。
於是不必追想那遠古背誦記憶反覆思考的年代，也無須美化那成千上萬捧
讀印刷文字的盛世。後現代的讀書識字情況不過是展示了大多數人的思考傾
向，在可供選擇的情況之下自然是遠離深沉玄妙的思考、線性無盡的思考，
而投入無須咀嚼即時消化、瞬間嶄新出人意表的世界。
這樣的後識字時代，其實跟前識字時代總有一小撮人會沉思冥想，分別不
大；現代的識字時代也好不了多少，文字的使用不過在於資料的翻爬，日用
的溝通、金句的引用，而不表示透過閱讀來思考的人多了。思考，從來都是
沉重的，也是沉悶的。因此，文盲並不止於前識字的時代，識字的時代與後
識字的時代，也不過是五十步笑百步。許多人都不過是「 識字的文盲」而已。
鄧紹光
年青時想過當詩人，後轉修哲學與神學；教授
及研寫神學之餘，也看電影，寫影評。著有散
文集《此後之前》
（基道，2000）
。

若問：識字的文盲甚麼時候誕生？答案是，隨著讀書
識字而誕生。有讀書識字的，就有識字的文盲。也就
不必驚訝後識字時代的來臨，它本來就如影隨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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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

著「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句話，你會想把「庶民」唸成「蔗民」
嗎？若會，很好，我們是同一路的人。

雖然有些人嚷著兩文三語多重要，但我們多數人，中英文都不好，僅是憑著
英文比大陸人好，中文比洋人好，求職謀生；在大陸人面前，我們是假洋鬼
子；在洋人面前，我們是中國通，僅此而已，何足掛齒。雖然教育普及，但
學習語文、學習知識，從來不是件易事。大部分人都跟我一樣，在漫長的
求學生涯裏，所遭逢的不過是漫長的挫折與沮喪。我們雖然識字，但會認錯
字、讀錯音，把「庶民」唸成「蔗民」
；我們的理解力、批判力、創造力，大
都有心無力。
我讀師範大學，同學間常討論教育改革失敗的原因，其中一個半帶戲謔的觀
點是：教育改革往往是由那些聰明資優的人，透過反省自己的讀書心得，歸
納出一些學習方法，然後告訴那些平庸魯鈍的人，只要你用我的方法學習，
你就會跟我一樣聰明啦！

我們不太願意承認，聰明只是屬於少數聰明的人，聰明人的方法，平庸魯鈍
者很難學得好，往往不關乎是否認真努力。我中學時數學成績不好，但教同
輩數學時（成績不好，不等於每條問題都不會計算）
，效果卻很好，因為問題
的崎嶇險峻，我感同身受，不會罵人：
「你怎麼這麼笨？這樣也不懂！」只會
說：
「這樣仍不懂？好，我們用一個更笨的方法……」我是用笨人的方法來教
笨人，追求笨笨得正。
從前的老師很容易把成績好等同品格好（所以品學常兼優）
，而把成績差等同
懶惰不認真不思考不長進──這是個「崇尚知識」的社會，愚笨有罪。其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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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差的人需要更多的指導與關心，卻常遭受冷言冷語，甚或惡言相向。
知識爆炸，思潮起伏，翻譯發達，出版蓬勃，但民智卻彷彿仍未發揚。這不
難理解，因為平庸魯鈍者的隊伍總是相當龐大。我們看是看了，卻

一知半解；聽是聽了，卻荒腔走板。然而若說我們毫
無成長與改變，卻也不是事實。出版人只需認定，閱
讀使人得益、快樂，所以要努力與人分享其益處、樂
處，那就夠了。至於別人因閱讀而去到哪個境地，不必太在意，反正
開卷就有益。
講道時我常提醒自己，不要以為自己有甚麼可以教訓別人，不要瞧不起別人
讀得書少、見識淺薄，
「只要存心謙卑，各人看別人比自己強」
。以己之長
度人之短，就看不到別人的長處和自己的短處，所以宣講時，必須謙卑，必
須慎言，否則會流於涼薄。站在講台，我只是把自己研讀聖經時的驚訝、喜
悅、掙扎，與他們分享，祝福他們經歷上帝的同在，更有力量去過每一天。
一般的弟兄姊妹並無義務要啃那些大部頭的著作，更沒有義務要讀懂各類神
學概念，然後洞明世事，望聞問切，對症下藥，那都不屬於信仰生活的核
心，所以只宜鼓勵，不宜呵責，否則本末倒置。

王礽福
傳道人，編輯人，文字

在文字事工上，我與蔗民為伍，為蔗民發聲，也為蔗民書寫，我提醒自己不
要罵人：
「你怎麼這麼笨？這樣也看不懂！」而是反求諸己：
「這樣仍不懂？
好，我用一個更有趣的方法來告訴你……」這般如此。

人，中年人；
口水不少，讀書不多，
著作不豐，體重不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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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人感到這個時代是一個「後識字時代」
，充滿「識字的文盲」
。人們
未必不能讀、不能寫，卻似乎沒有學習及再學習之能力，亦未能從
閱讀中改變自己。對此，我有一定的共鳴，就讓我分享一些很粗疏
的初步想法。

我屬於會讀會寫的識字一代，透過閱讀來學習。大學時讀筆記、讀課本、到
圖書館讀參考書。研究院時期，讀期刊、讀論文。互聯網時代，讀網絡。我
的外祖母兩年前不在了，她是到年老才學寫自己的名字，亦只能辨認出幾個
單字。她最愛聽收音機，憑「聽」能知天下事。她記得我們說過的話，我們
偶然忘了重要的事，就會被她喝罵一頓。聆聽是她學習的媒介，她常期望我
們像她一樣，只聽一次就可記住，可是我們大多都沒有她這種本領。
我習慣用文字，但這只是後印刷術時代的習慣。以聖經為例，它的文本其
實不是供閱讀的文本（text for eyes）
，而是供聆聽的文本（text for ears）
。最
初的抄本都沒有標點，字與字間沒有隔位，沒有段落，它們要靠誦讀出來，
以幫助分字。耶穌說「凡有耳的就應當聽」
，而不是說「凡有眼的就應當閱
讀」
。第二世紀教父希拉波立的帕皮亞（Papias of Hierapolis）看重由人的口中
傳下來之見證，過於看重書寫下來的文字。聖經文本先是由講話的先知、使
徒傳下，通過默寫員而變為文字，再傳到收件的羣眾手中，然後又通過宣讀
員將文字重新變回聆聽的文本。換言之，聖經不一定是用來閱讀的。據說，
可能有高達百分之八十的人寧願從非閱讀的途徑學習。有傳道者開發了一套
叫“Simply the Story”的歸納式查經方法，將敍事文本首先演繹成獨白式獨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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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然後透過組員輪流演繹這獨腳戲，使故事活現在小組眼前，然後再與組
員一同發掘敍事的意義。整個過程無須打開聖經閱讀，只須用耳朵和眼睛觀
看演繹，並親自參與演繹。我曾試過在不同的團契中使用這套方法，發覺學
員對聖經敍事之掌握，要比閱讀文字來得深刻。

我絕對相信，
「後識字時代」的人會有他們學習的方
式，而閱讀文字會是其中的一環。人都是使用語言文字來思
考，也使用語言文字來傳遞知識。印刷術發明後的世代，知識也大都是寫
在書本上的。後識字時代的人，仍需要透過閱讀文字的方式來吸收累積的知
識。然而，我們卻不能只給他們一份書目。我曾經多次使用商業娛樂電影進
入課題，先引起學員對課題和研究該課題的書本的興趣，然後配合小組伴讀
和研討。先看過《哈利波特》
、
《暮光之城》等電影然後再買小說讀的，其實
大有人在。或者所謂「後識字時代」的人所缺少的，首先就是閱讀文字的動
機。不過，據我的經驗，本來就有閱讀動機的人並不多。
在此，我嘗試提出我的一個觀察。以我服事的教會羣體而言，我們發現上一
代的弟兄姊妹，雖然大都不算是讀書人，但他們也上過學，能讀能寫（至少
他們能讀聖經，也一直有參加主日學）
，卻是不太喜歡讀寫。假如年長的一
代也有所謂「後識字時代」
，我想，他們中間也有一些是屬於「後識字時代」
的人。或者，昔日的精英教育令「讀書人」中，有更大比例是「閱讀文字型」
的人。如今的普及教育，卻令更多不喜歡閱讀文字的人也成了「讀書人」
。

教會若將昔日的牧養方式和期望擺在這一代的「讀書
人」中，恐怕就會出現「後識字時代」的失望。或者上面
引述的觀察是對的，有百分之八十或以上的人口，都是寧願從非閱讀文字的
方式來學習的。
假如「後識字時代」與教育人口比例有關，我想，在牧養中的一個挑戰就是，
我們不要倚賴閱讀的方式來教導。教育心理學指出有三類學員（learners）
，
有些是視覺型（visual）的學員，有些是聽覺型（auditory）的學員，有些是肌
肉運動知覺型的（kinesthetic）學員。我懷疑，拉丁的基督教走向理性和制度
後，信仰探索變得抽象化，結果就是文字化，失去了美感和神祕，也醞釀了
日後由靈恩引爆的空洞。佛教襌宗不立文字，以啟迪來引導修行。耶穌和拉
比以行動實踐和故事來教導。耶穌沒有留下文字（不像保羅）
，只留下記憶。
或許我們真的只有約百分之二十的人口是能有效地透過閱讀文字來學習的，
我們或需更深層地重組我們的宗教教育策略。

關浩然
一名洋教廟祝。十數年前擺脫放射性碘廢墟後，
在播道神學院潛修三年，得道學碩士虛銜。偶然
機會下，被湯姆．賴特之早期基督教研究所迷
惑，不能自拔。愛老婆，不喜應酬。敬畏人間
一切神人神婆潑公潑婦，只盼不要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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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立中

基督徒自由作家

信仰

這

本小書選輯了部分我自二○○九至二○
一○兩年間在《 基督教週報 》撰寫的一個信仰專
欄「 問道 」。

的困局

從收到的問題判斷，提問者信主的日子大概也不短，
對信仰的認識卻不多。他們給人的印象，是信仰的養
分根本就落不到生活的層面，以致他們對個別具體問
題缺乏基本辨析的能力。
這牽涉到我的另一個觀察。現代福音派教會往往為了
傳福音的緣故，總是把握每個機會去呼召人決志信耶
穌。他們生怕機會一旦錯過了，也就永遠地失去一個
寶貴的靈魂。於是不單是「 得時不得時 」，有時更像個
心急散貨的推銷員，快刀斬亂麻地鼓勵人倉促作出那
個「 生命中最重要的決定 」。
他們或許沒有想過對方是不是確實明白，更不敢好像
耶穌那樣勸人「 先坐下計算代價 」，恐怕他們想多了更
夜長夢多。於是重要的是好歹要他們先「 決志 」，其
餘的往後再從長計議就是了。他們看不見這種「 決志 」
的荒謬性，以為不管用甚麼方法，只要勸服對方在保
單上畫了押，事就這樣成了。事實上他們就連福音是
甚麼恐怕也搞錯了。而那些「 決志者 」日後的光景，
當然不在他們考慮之內。
我記起小時候聽過的一個寓道故事。話說《 美麗新世
界》
（ Brave New World ）的 作 者 赫 胥 黎（ Aldous Leonard
Huxley）有一次到倫敦演講，因為火車誤點，
以致他到達的時候離演講會的開
始時間已不到半個鐘。
他很快便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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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灌
輸的一些關
鍵的道理，根本就
不是聖經原來的意思！甚
至他們所信的耶穌，是不是福
音書及使徒們所傳講的耶穌，也大有
斟酌的餘地。
上 了
一輛馬車，
吩咐車夫快馬加
鞭，全 速 前 進。坐 下 半
晌，定過神來望出窗外，再問
車夫他們身在何處。車夫回過頭來答
道：
「 我不知道，先生。不過我們確實正在
全速前進。」

難怪有時信徒愈是長進，就愈感到困惑。他們終
於從教牧的老師口中，聽到了他們一直奉若天啟
的真理，原來只是一些因時制宜的簡化版本甚或
個人見解。他們不明白的是，難道為了教會能夠
健康地增長，比較複雜難明的道理也就只好將就
一下。他們回顧過往在事奉上的忠心、在信仰上
的努力，有多少其實只是草木禾稭，想到「 多少
平安屢屢失去，多少痛苦白白受 」，就不禁悲從
中來。

欲速不達。有時我們確實是跑得愈快，錯得愈多。
就以信耶穌來說，若不先拆掉舊有的價值觀和思考
方式（ 那不正是信仰要處理的問題嗎？）
，你就只
不過是在原有的神枱上換一塊神主牌；名稱是不同
了，一切卻依然沿用舊制。就像摩西上西奈山領
受法版，亞倫卻在山下，為身在曠野心在埃及的以
色列人打造一隻金碧輝煌的牛犢，並政治正確地宣
告：
「 以色列啊，這就是領你出埃及地的神。」
（出
三十二 8 ）這樣，當倉促的決志者如實表現自己的時
候，我們又怎能怪他們不長進呢？

聖經並沒有為每一個處境提供度身訂造的答案；
而聖經沒有做的，我當然是不敢為。但沒有度身
訂造的答案，卻不代表沒有明確指引。在這裏，
每一個誠實的提問，都值得一個認真的回應，縱
然那不一定是期望中的行或不行、可以或不
可以。
學習如何思考，嘗試從信仰
角 度 去 反 省 問 題，才
是真正個人成長
之道。

事實上如果信徒比較有「 追求 」的心志，出去
參加一些機構或神學院舉辦的專題講座
或延伸課程，那就更加不得了。
因為神學院的老師、教授
會告訴他們，他們
一直在教會
被 教

作者簡介 ︰
許立中，八十年代《 突破 》雜誌執行編輯，著作及譯作超過二十部，作
品中總有深邃的信仰反省或直率建言，也常能以深入淺出的文字引介
神學知識，幫助信徒 走過一段兼具知性與靈性的成長之路。作者現為
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宿舍經理。近著有《 道在路邊 》
（ 基督徒學生福音
團契，2006 ）及《 與大師對話 》
（ 恩谷，2010 ）。

信念再思叢書

雞毛蒜皮的信仰
許立中 著 ／HK$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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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他們是誠實地相信自己所言，那
麼他們的精神狀況就十分令人憂慮。

“我

教會的牧師和師母，近幾年不斷宣告有
新的靈性復興運動，兩年前信誓旦旦的
說要籌款五百萬元，每年培訓幾百個全
時間敬拜的年輕人，後來不了了之。現在又說有新的
恩膏，說神給他們看見向學生宣教的異象，差派十萬名
青年宣教士到世界各地。我很擔心他們信口雌黃，但又
有不少人相信，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這些「 異象 」
？”

「 耶和華說：『 你們且聽我的話：你們中間若有先知，
我 — 耶 和 華 必 在 異 象 中 向 他 顯 現，在 夢 中 與 他 說
話。』」
（ 民十二 6 ）而這些「 異象 」，通常是透過被揀
選的媒介，預示將要來到的毀滅（ 賽二十一 2 ）或拯救
（ 詩八十九 19 ），讓人可以及時醒悟過來，或抱著盼望
和憧憬去面對將來。也是基於此，就有「 沒有異象，
民就放肆 」
（ 箴二十九 18 ）的說法。

或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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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種訴諸人類集體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的象徵性語言，「 異象 」多涉及一個族羣的遠象或未
來。譬如神在異象中向亞伯蘭論及他後裔的繁多，並
將在埃及為奴四百年（ 參創十五章 ）
；在焚燒的荊棘中
神向摩西顯現，差遣他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到所
應許的流奶與蜜之地（ 參出三章 ）。特別是舊約的以西
結書、但以理書和新約的啟示錄，基本上都是關於「 異
象 」的啟示文學。

依照你的描述，明眼人都應該看得出，如果他們是誠
實地相信自己所言，那麼他們的精神狀況就十分令人
憂慮。隨著社會的進步，無知婦孺的減少，相信這些
伎倆的人應該愈來愈少。因此，值得關注的，反而是
為甚麼這樣的信口開河竟然仍有「 不少人相信 」
？難道
他們連香港電台的《 警訊 》都沒有看過嗎？如果這是反
映信徒普遍的分辨能力和質素，那就確實十分值得令
人擔心了。

在新約聖經，掃羅在往大馬士革的路上看見異象而三
日不能看見（ 參徒九 1 ～ 9 ）
；另一方面，在大馬士革
的亞拿尼亞，則在異象中聽到主的指示去接待掃羅（ 參
九 10 ～ 17 ）。義大利營的百夫長哥尼流在禱告中看見
異象，神要他差派人往約帕去邀請使徒彼得來；在另
一邊廂，彼得在房頂禱告的時候魂遊象外，看見異象
卻不明白異象的意思，正躊躇的時候，哥尼流的人已
到了他的門口（ 參徒十章 ）。這樣看來，「 異象 」就不
是一廂情願的主觀幻想或個人願望，而牽涉一定的客
觀配合和印證，並落實為具體的行動。

人們不敢質疑一些匪夷所思的空話，大概是因為這些話
往往都是奉神的名說的。但神卻已明言：
「 那些先知託
我的名說假預言，我並沒有打發他們，沒有吩咐他們，
也沒有對他們說話；他們向你們預言的，乃是虛假的異
象和占卜，並虛無的事，以及本心的詭詐。」
（ 耶十四
14 ）至少，正如神讓掃羅和哥尼流見了異象，也必讓亞
拿尼亞和彼得有所配合。如果你聽到甚麼人分享「 異
象」
，心底卻毫無感動，那大概就與你無干了。

摘自
許立中： 《 雞毛蒜皮的信仰 》，頁 83~86。

蔡定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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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義宗神學院副教授

導讀

《 壞鬼釋經 ： 舊約敍事篇 》

這

是我個人第三次為曾思瀚博士的書寫序。承蒙曾博士錯愛，經
常發出邀請，對於我這些很少著作的人，也是一種鞭策和提醒。
此書是曾博士的《 壞鬼釋經 — 糾正新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的
延續，但由於舊約的篇幅較長，作者預告將會有第二本舊約篇的《 壞鬼
釋經 》。
舊約聖經以卷帙浩繁見稱，按章數計差不多是新約的四倍，加上時代背景
久遠，背後的近東文化與現代人身處的世界亦迥然不同，「 如何閱讀 」，
以至「 如何避免誤讀 」，都是舊約研究的重要課題。可惜現代的聖經學者
往往埋首鑽研那不吃人間煙火的歷史鑑別學（ historical criticism ）而非經文
的本義，對一般信徒實際的讀經難題亦無暇兼顧。喜見曾博士深入淺出地
解釋舊約聖經中十二段經常被人引用、卻又容易誤讀的經文，盼望讀者能
舉一反三，亦盼教會中忙碌事奉的教牧以至信徒皆可以從中得著幫助。
曾博士在序言中開宗明義指出，「 壞鬼釋經 」最通常出現在那將聖經抽離
上下文的金句詮釋學（ prooftexting ）中，把聖經變成人的奴隸而不是上帝
向我們說話的工具，這是曾博士和我都深惡痛絕的基要主義者所常犯的毛
病。接著，曾博士闡釋舊約聖經其中的一種主要文體 — 敍事文；這點
非常重要，因為不同的文體需要不同的解釋進路。在閱讀敍事的體裁時，
我們需要掌握故事的元素，包括時、地、人，以至故事的情節，故此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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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把經文作為一個整體，而非可以單獨引用的「 金 以下我舉出第一篇經文作為例子，來說明曾博士如何
句」
；或這樣說，個別章節的經文必須放在上下文的脈 運用這個方法。「 獻以撒 」這個耳熟能詳的故事（ 創
絡中來理解，才不致被斷章取義。更為難得的是，作 二十二 1 ～ 14 ），一般人只著眼其中關於上帝的名字
（ 14 節 ），並認為由之引申上帝必定供
為一個新約學者，曾博士除了從經文的內容去尋找其 「 耶和華以勒 」
中的信息，更從那編輯成的最後文本的處境去解釋經 應和照顧信徒的一切所需。曾博士於該章引用與此同
文。這是現今舊約學者一個重要的轉向，即視第二聖 名的基督教詩歌，而詩歌實為一種對聖經的解釋，不
：整首詩歌完全以自我為中心，
殿 時 期（ Second Temple Period ）為 一 個 孕 育、以 至 編 過此乃「 壞鬼釋經 」
成舊約聖經的黃金時期，所有書卷或多或少都在反映 無視經文敍事的本義。從時間、空間、人物、情節，
公元前六世紀以後猶太人被擄、流亡，以至散居的處 以至敍事者的角度，甚至其中刻意沉默的部分，這故
境；而非像從前保守派的學者那樣對傳統的所謂「 作 事要帶出的信息乃是上帝自始至終為守約施慈愛的上
者 」照單全收，將每卷書的處境都定在一些很早的時 帝。亞伯拉罕之約那最重要的應許，正是祝福一個老
期，以致出現種種時代錯置（ anachronism ）的解釋。 態龍鍾兼且看似無後的「 阿伯 」成為大國，在在考驗
鐘擺的另一端就是一些高舉歷史鑑別學的學者，他們 主角及他所代表的以色列人，以及更重要的是亡國後
努力追尋每個底本來源，以至每個編輯階段的處境， 恐遭滅絕而無後的猶太人。亞伯拉罕獻以撒便成為一
這使聖經的書卷成為一部部被人弄得支離破碎、而不 個針對上帝是否守約的考驗；那不是對亞伯拉罕的考
能讓人整體讀得明白的殘篇。當然以上的看法也是此 驗，而是上帝在考驗祂自己。
書作者所持守的觀點。曾博士這本以信徒和教牧為對
象的書，並沒有足夠的篇幅來就此作討論，不過這觀 如過往一樣，我極力推薦曾博士的著作。
點卻反映在書中大部分經文的解釋中。

聖經研究叢書

曾思瀚 著 ／李梅 譯

壞鬼釋經舊約敍事篇

HK$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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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屆基督教聯合書展
開幕典禮 ︰

教牧時段 ︰

地點 ︰

現場優惠及節目詳情 ︰

2013年10月18日（ 五 ）11am

10月21日（ 一 ）10am（ 提早營業 ）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大禮堂（九龍彌敦道136號A，美麗華廣場側） www.facebook.com/christianbookfair

日期及時間 ︰

www.acp.org.hk

2013年10月26日（ 六 ）12pm~7pm

免費入場 ･ 歡迎參觀

2013年10月18日（ 五 ）~25日（ 五 ）12pm~9pm

主辦

全場書籍9折，2本85折，3本75折

禮品、影音85折，啟創電腦軟件79折
主題書區任選2本享7折優惠
現場加入

／續會基道會員，
即送與會員費相同價值現金券及精選好書乙本！
（ 數量有限，送完即止 ）

你的屬靈之旅啓程之選

剖析香港土地與住屋問題

靜修靈旅（ 原價$63 ）
禱告靈旅（ 原價$58 ）新書
套裝價$88

不是土地供應（ 原價$58 ）
住屋不是地產（ 原價$78 ）新書
套裝價$99

香港奇文雲海設計顧問有限公司，是專業的視覺設計顧問公司，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視覺設計和品牌形象策劃服務。在廣告創意、企業品牌形
象、網站建構、創意產品開發、出版物及策劃、書籍裝幀、產品包裝等諸多領域，奇文雲海為眾多的客戶提供整合、深入而有效的視覺規劃、
設計、諮詢等方面的服務，以快速高效的執行力，多年來服務了多家國內外知名公司。奇文雲海設計秉承「專注視覺營銷，深度拓展客戶」的
服務理念，為推動廣告設計行業的嶄新未來繼續努力。歡迎瀏覽 http://www.qwyh.com，電郵 ad@qwyh.com、caoqi@qwyh.com（曹先生）。

59

COMING
SOON

靈修著作精選
01

禱告靈旅—

02

與15位聖徒一起禱告

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
趙崇明 著 ／ HK$88

梅智理（Jerry Moye）著 ／周健文 譯 ／HK$58

本書從悠長、豐富的基督教歷史中，選出可以幫助我們的聖
徒：亞伯拉罕．赫舍爾、曠野教父安東尼、奧古斯丁、克勒窩
的伯爾納、加爾文、彭柯麗、魯益師、盧雲等。讓我們看見清
新的思想和深厚的信心。他們嘗過神恩典，渴慕成長，認識更
多和聖潔。他們是寶貴的嚮導，把我們引向寶貴的信仰。我們
可以跟這些聖徒學習，留意他們各人的恩賜和追求：驚奇、潔
淨、平安、愛、簡樸、忍耐、公正、喜樂和友誼。
作者以簡短的生平介紹，聚焦描述，以一個主題概括介紹人物的
思想，然後提出他的看法，說明有關人物的重要性和給予我們的
幫助，更邀請我們學習這些聖徒，向神禱告。透過這些信仰的
先賢，我們可以得著提醒，反思我們生命裏的追求目標。這書
適合個人閱讀或於小組閱讀默想。書末附上各章禱文英文版。

「佔領中環」的全名是「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
，是一個採用和平
（非暴力）佔領中環的手段（戰略）來達到爭取一個符合普世價值
（如平等、人權、自由、公義）的選舉制度這目標的一次行動。
本書的目的不是要為「佔中」做政治評論，而是希望趁著香港政
局的變化和「佔中」於此刻歷史舞台出現的機遇，對教會有話要
說，與教會一起做神學反省和自我批判。藉著「佔中」的出現，
作者更盼望長期不談政治的教會能覺醒過來，開始思考及實踐教
會本身的政治性，並檢討自身有沒有成為世界的他者，以及能否
成為世界的另類政治選擇。

本書是為教會而寫的，作者關注的是教會的神學政治，而不是
「佔中」的政治神學，涉及的課題包括教會君士坦丁化的現象、非
暴力公民抗命的聖經及神學基礎、順服政權論的解讀，以及從耶
作者簡介
穌政治的角度去闡釋「和平」與「非暴力」的意思等，這些都為教
梅智理（ Jerry Moye ）
，美國南伊利諾伊大學（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 會提供了及時而另類的思考資源。

文學碩士（ 主修英國文學 ），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 Southern Baptist
Seminary ）哲學博士（ 主修舊約 ）。曾任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舊約及靈
修學教授。現為該院的榮休教授。除從事神學教育外，多年來曾於
多間香港教會擔任顧問牧師，現為大埔國際浸信會主任牧師。撰有
《 扭門 》、《 豐盛的敬拜 》及 Praying with the Saints: Julian of Norwich and
Frances of Assisi。

作者簡介
趙崇明，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曾任職社工八年，後踏上神學教育
之旅，現為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專任講師兼學術主任。教學以外
亦喜歡寫作，尤其關注神學與社會文化整合的課題。著有《迪士尼@城
市文化.神學.hk 》、《 安息行旅 》、《 港式中產 》及《 有道有禮 》等，其中
《 安息行旅 》更奪得第四屆金書獎最佳作品（ 非神學及研經類 ），以及
第三十一屆湯清基督教文藝獎文藝創作組年獎。

16

17

02

03

（ 英文版封面 ）

01
聖經通識叢書

Re：教會倫理系列
03

國度倫理 —

04

剛強壯膽回應上帝的應許──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約書亞記析讀

Kingdom Ethics:
Following Jesu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黃嘉樑 著 ／2013 年 12 月下旬出版

司道生（ Glen H. Stassen ）、顧希（ David P. Gushee ）著
紀榮智、吳國雄、梁偉業 譯 ／HK$368 ／2014 年 2 月出版
在本書中，兩位當代著名基督教倫理學家司道生和顧希，為我
們深入討論戰爭、非暴力、安樂死、複製人、同性戀、離婚等
現今極受爭議的倫理議題。然而，這並不單單是一本為我們提
供倫理指導的書籍，作者們更帶領我們回到聖經文本，尤其是
登山寶訓與耶穌其他的教導之中，不斷挑戰我們這些作為基督
門徒之人，要對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反思與更新，從而踐行出一
種跟隨耶穌、聚焦於國度的倫理學。
本書共分為七個部分。在首兩個部分，作者們深入探究耶穌對
上帝國度之宣告，並將焦點放在登山寶訓之上，以建構一種獨
特的基督教倫理學之方法與進路。在其餘的各部分，他們將
這種建基於上帝之掌權的倫理學，應用在現今的種種倫理議題
上，並對現今其他倫理學的處理方法作出批判。讀者未必需要
完全同意作者們所有對倫理議題的看法，然而，每一位認真思
考的信徒，都定必能從此書中學習到整全的倫理思考方法，並
重新發掘一種以耶穌的生命與教導為中心的倫理學。
作者簡介
司道生（Glen H. Stassen）
，美國加州富勒神學院（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史密茲（ Lewis B. Smedes ）基督教倫理學教授。他是非暴力與和平主義
的力行者，並致力研究信仰與倫理的關係，同時活躍於推動民權及反
戰 運 動。他 的 著 作 包 括：Following Jesu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Living
the Sermon on the Mount、Just Peacemaking: Transforming Initiatives for Justice
and Peace，以及 Incarnational Discipleship in a Secular Age。
顧希（ David P. Gushee ），摩斯大學（ Mercer University ）基督教倫理學
傑出教授。曾任美國田納西州聯合大學（ Union University ）道德哲學教
授。他的著作包括：The Sacredness of Human Life、The Future of Faith in
American Politics，以 及 Only Human: Christian Reflections on the Journey
Toward Wholeness。

在查考約書亞記時，大部分信徒都只會集中在一至十二章所
記載攻入迦南地的敍事上，而對於十三章及以後關於分地的
內容，他們大都不會處理，即使他們要查考這部分的經文，
也常常會感到無從入手。作者很仔細的分析到，約書亞是怎
樣剛強壯膽地帶領以色列人進入應許之地，同時也用了頗長
的篇幅來討論有關以色列人分地的議題。作者在解釋分地背
後的意義時，除了指出以色列人是如何憑著上帝的應許而分
地，亦指出以色列人彼此合一對得地的重要性。
約書亞記提醒今日的教會領袖，要作一個承傳使命，並以剛
強壯膽的心帶領教會羣眾的領袖；這卷書亦教導信徒要作一
個遵守上帝命令、聽從領袖吩咐的信徒，並要剛強壯膽地行
走上帝所應許之路。約書亞記也提醒我們，若要真正得到上
帝的應許，我們必須要彼此合作，方可達成目標。
作者簡介
黃嘉樑，英國愛丁堡大學（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哲學博士，主修舊
約。現為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陳朱素華教席教授（ 聖經科 ）及教務長。
著有 The Idea of Retribution in the Book of Ezekiel、
《舊約先知書要領》
（合
著 ）、《 在曠野中與上帝同行─民數記析讀 》。學術論文散見於多份
中英文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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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上欠缺的一頁

帶你重返歷史第一現場 —

翻開蔣介石的私密信仰日記
從蔣介石私密日記的細膩描述，友好親人近身接觸的一手資料，直探蔣氏
夫婦心靈深處的起伏轉折，回歸第一現場，重現歷史真相。
蔣介石與宋美齡的基督教信仰長期以來都是個謎，尚未有學術研究對此做
過深層論述，反倒捕風捉影之說卻甚多。本書就是從學術與經驗的角度來
彌補這個歷史的缺憾。
這本書起源於一場以「蔣介石夫婦基督教信仰」為題目所舉辦的座談會，
由學者與親身經歷者參與討論。學者從豐富的史料來探索蔣氏夫婦的生
活、言行與基督教的關係；而當年曾經追隨他們的人、共事者及後人，則
從他們的親身經驗與了解來做分享。兩方的意見互相印證與補充，可以說
是非常珍貴又難得的一場盛會。

補上一頁欠缺的歷史—
蔣介石夫婦的基督教信仰
王成勉 主編 ／HK$123
出版

神學．研經

01

神的話說神的靈

02

基督的榮耀

The Silent Shepherd

The Glory of Christ

約翰．麥克阿瑟（ John MacArthur ）著 ／顧華德 譯
宇宙光 ／HK$91

約翰．歐文（ John Owen ）著 ／蔣黃心湄 譯
改革宗 ／HK$84

基督教「三位一體」教義，最讓信徒感到困惑、好奇，並不
惜竭力追求的，多半是聖靈。然而，當今教會對於聖靈的取
態，卻出現了兩個極端：醉心於此或避而不談。為了調和此
一現象，作者在書中旁徵博引新舊約經文，從神的話語中釐
清聖靈的面貌，幫助信徒對聖靈的位格、本質、工作，以及
祂與基督徒靈命的關係，有全面的認識。本書對目前台灣，
乃至華人教會清楚了解聖經中有關聖靈的教導大有幫助。

清教徒對基督的認識極深、極廣、極美，他們留給後世的
屬靈遺產，既是最純正的神學，又是最成熟的生命典範。
本書是歐文在他生命最成熟豐滿的階段，向大家介紹自己
所心愛的主是何等榮耀，且以進入上帝的榮耀為其生命中
最大的滿足；他的心像被磁鐵觸動的指針，若不指向北
方，就不會停歇下來。
對 於 基 督 的「 神 — 人 」二 性、「 受 苦 」與「 得 榮 耀 」、「 代
替罪人受刑罰 」等等重要的信仰基石，歐文都有精湛、獨
到的見解。透過他的默想，幫助信徒將靈魂的錨拋在基督
的榮耀裏，既堅固又牢靠。

中華福音神學院吳獻章教授推薦！
01

02

03

03

古道恩情 —
舊約敍事文選讀
胡啟芬 著 ／恩福聖經學院 ／ HK$85
本書旨在透過研讀舊約聖經的不同經文故事，幫助信徒認
識希伯來敍事文的一些詮釋原則，不但讓信徒掌握經文的
意義，也可得著啟發，認識應用經文的途徑。

18

《 你很特別 》後
繼

19

！

Max Lucado告訴你成長的祕密
《 橡果的祕密 》要為大家帶來一份很特別的祝福，而且不分大人與小孩。
你一定問過自己一個問題：「 我是誰？」無論我們年紀多大，這個問題總
會伴隨我們。
其實，上帝創造我們每個人，都給予我們一個如同「 小橡果 」般的隱含
祕密。橡果的生命祕密，是要成為一棵為他人遮陰擋雨、提供休憩的大
樹，這是上帝給小橡果的賜福，並且是獨一無二的任務。你有否問過上
帝：「 上帝啊，我是誰？祢要我成為怎樣的人？」
《 橡果的祕密 》中的故事，能幫助你再次來到上帝面前，在生命中每個需
要抉擇，或往前跨步的時刻，讓你緊緊抓住上帝給你的賜福，不偏不倚
地走在上帝賜給你的道路上。
鼓勵你與孩子分享這本書，讓孩子明白，他們是上帝眼中獨一無二的寶
貝，他們也像書中的小橡果一樣，每個人都有獨特的使命。
當他們長大，就能勇敢的實踐這個使命！

Ephesians,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陸可鐸（ Max Lucado ）著／穆卓芸 譯
HK$91

輔導

05

自殘青少年的希望與醫治
Hope and Healing for Kids Who Cut

Ralph P. Martin 著 ／陳嘉式 譯 ／公報社 ／HK$123

馬爾伏．潘納（ Marv Penner ）著 ／王心瑩 譯
宇宙光 ／HK$88

作者提出兩種理論：
（ 1 ）普世層面基督論的教導；
（ 2 ）教
會的角色應視為是上帝從事和解的基座和代理人。他並認
為，這兩種理論應高過於時下有待處理的神學理論和實踐
的要求及計畫。作者認為「 監獄書信蘊藏了豐富的基督教
真理，正等待人去挖掘，以便能幫助教會服事的工作 」
。

本書幫助父母、青少年工作者了解孩子內心的挫折跟痛
苦。當青少年由於心靈極度的創傷而自殘，我們希望他們
能找到希望，並得醫治，使他們在心靈上重生。然而，我
們該如何引導他們呢？

見證

06

The Oak Inside the Acorn

出版

04 Interpretation

解經講道注釋叢書
以弗所書、歌羅西書、腓利門書

橡果的祕密

永不缺席的陪伴

不要小看自殘的孩子面臨的現實狀況跟心靈的深切痛苦，
若想幫助他們療愈傷痛，就別對他們說教，也別擺出批判
的姿態。要陪伴這些孩子，惟一的方法是真正進入他們的
痛苦之中，深刻地聆聽，付出適度的同理心，並清楚表示
願意陪伴他們度過這艱難的階段。

林惠芳 著 ／宇宙光 ／HK$98
作者林惠芳，原本是個凡事靠自己撐持的堅毅女子，擁有
平凡幸福的家庭，工作亦順遂，卻突然患上癌病。本來以
為從此要搭上通往手術台的可怕列車，卻意外乘上由上帝
開動的神蹟列車，經歷一場心靈的驚異之旅。罹癌後試著
讓上帝陪伴、試著緊緊抓住祂，竟然感受到莫名的平安；
在哭天搶地的病痛中還能有平安、有從容，是神蹟。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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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注全人健康 的小冊子

為你及你 關懷的親友 把脈

最新
系列

更新關懷輔導系列
家有易怒兒
Angry Children
安雷（ Michael R. Emlet ）著／時梅 譯／HK$40

注意力缺乏症（ 港譯︰專注力缺乏症 ）
A.D.D
韋爾契（ Edward T. Welch ）著／龐慧修 譯／HK$35

亞斯伯格症（ 港譯︰亞氏保加症 ）
Asperger Syndrome
安雷（ Michael R. Emlet ）著／龐慧修 譯／HK$35

單親父母情
Single Parents
瓊斯（ Robert D. Jones ）著／梁楚城 譯／HK$40
要關懷有特殊需要的孩子或輔導特別的家庭，不論是父母、
師長、牧者，都可能會束手無策。
美國更新傳道會最新推出的「 更新關懷輔導系列 」
，為關心這
些領域的朋友提供既簡潔又專門的工具小冊。內容生活化，
亦附有問題，讓你靈活思索，從而給予孩子更適切的關懷。

更新傳道會 出版

v
i
p

value
in
press
印象文字

同性戀的十字架
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
羅秉祥、龔立人 著 ／HK$88
香港基督徒學會、印象文字 聯合出版
恐懼是一種選擇。在同性戀的議題上，我們是否已不自覺地
活在對方陣營製造的恐懼中？
對話也是一種選擇。在對話過程中，我們是否慣於將對方約
化為某個觀點，甚至進行分類歸邊，而沒有視對方為具體的
他者？
在一次學術會議上，兩位曾進行筆戰的學者 —— 羅秉祥與龔
立人 —— 再度相遇，在同性戀的議題上，他們仍舊針鋒相
對。但這次他們卻選擇了一種別開新面的對談方式，目的不
是為了決定誰勝誰負，而是藉著彼此的提問和回應，嘗試展
現真誠的對話應是怎樣的。
就這議題，我們需要思辨，亦需要真誠的對談，更需要用心
聆聽，與陌生的他者真正相遇。

20

21

facebook 專頁：InPress Books 印象文字
http://www.facebook.com/InPressBooksHK
( InPress Books, part of Logos Ministries )

本土研究叢書

住屋不是地產
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
影子長策會 編著 ／HK$78
印象文字 出版
本書從房屋理念及論述出發，觸及廣泛層面的政策議題，提
供《 長遠房屋策略 》的民間及另類觀點。本書將致力打破社會
成見，指出市民根本不需要在房屋階梯不斷往上爬；反而更
需要多元、可持續、各適其適、長遠而穩定的住屋選擇！
讓下一代脫離房屋階梯束縛，重新釋放香港社會經濟活力！

《 長遠房屋策略 》是甚麼？
一九八七年，港英政府推出首份《長遠房屋策略 》
。
一九九八年，特區政府的《長遠房屋策略》
，提出每年「八
萬五」的建屋指標，成為香港歴史上最廣為人熟悉的數字
之一。二○○○年，特首董建華說「不再提便等於不存
在」
，
《長遠房屋策略》
亦宣告無疾而終。直到二○一二年，
新一屆政府宣佈成立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會，雖號稱吸
納廣泛背景人士參與，但運作透明度卻相當之低。草擬中
的《長遠房屋策略》
，對香港發展影響深遠。
編著者簡介
影子長策會由一羣關注土地、房屋規劃及城鄉發展的民間團
體及個人組成，有見社會相關討論只集中在樓市／樓價評論，
但缺乏民間及普羅市民的角度，尤其是近年來政府積極處理
《 長遠房屋策略 》及《 優化土地供應策略 》，社會實在需要具
有土地分配公義的視野。他們期望從民間學者及參與者的角
度，為短期熱點及長線議題提供非主流論述。

新書好讀
家族．企業傳承的藝術

十行一善

向永續經營的智慧致敬

社會營銷個案剖析

李志誠 著 ／HK$88
傳承文化 出版

紀治興、簡仲勤、吳翠霞、葉子盈 著
HK$68 ／思網絡 出版

傳承應該是件樂事、美事。傳承可以將事業交棒，做自己一
直喜歡，但沒有時間做的事。而子孫接棒後，也可在非一般
的起步點上，為家族事業再創高峯。但結局往往差強人意。
傳承之道在於成全有道。要妥善傳承，必先尊重兒孫的意願
和因勢利導，成全他們。財產安排，培養兒孫們駕馭財產的
能力當然重要，但我們更不能忽略，傳承創業者的理念及精
神，才是企業長青之匙。本書作者願意陪伴及協助大家認真
思考家族及企業的傳承計劃。

二〇一二年首屆十一良心消費月，以「 十行一善 」為口號。從
社會營銷層面上，獲得普羅大眾及傳媒的廣泛報導良心消費。
《 十行一善 》整理整個運動。從起動運動的理論及背景開始，
進而詳述這個文化改造運動的規劃及準備，最後歸納領導項
目管理及前線執行的經驗。內容有很多經營、參與社企活生
生的例子，讓讀者更了解整個活動的脈絡及當中的思維。社
企的工作者在營運中的苦樂，讓讀者更能看到社企在社會中
的立體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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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我不理解的上帝——

迎向甘苦的服侍

作者：溫偉耀
出版：明風
定價：HK$85

再思苦難、迦南、十架、終末

The Call to Joy & Pain

The God I Don’t Understand:
Reflections on Tough
Questions of Faith

作者：費蘭度（Ajith Fernando）
譯者：陳俊莉
出版：福音證主協會
定價：HK$98

面對人間種種苦難和悲劇時，上帝
在哪裏？為何祂看著不理？作者全
面地檢視各種苦難的哲學思辯，並
用自身的經驗，跟讀者一起思索這
千古難題。

作者：萊特（Christopher J. H. Wright）
譯者：黃從真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26

隨著自身或近親遭遇苦難，聖
經學者萊特坦誠認為自己不理
解上帝行事的法則。但他沒有
輕易妥協退縮，反而回到聖
經，探索最棘手的信仰難題。

與盧雲一起祈禱15天
15 Days of Prayer with Henri
Nouwen

安妮日記
（70 週年紀念典藏版）
Het Achterhuis

作者：羅伯特．伍尊（Robert Waldron）
譯者：黃女玲
出版：光啟
定價：HK$65

作者：安妮．法蘭克（Anne Frank）
譯者：呂玉嬋
出版：皇冠
定價：HK$107

透過閱讀靈修大師盧雲的作品，
作者帶領我們細膩盧雲的生命故
事。在這十五個靈修階段中，一
起進入內心更深之處，與上主更
親近。

猶太少女安妮在納粹德國入侵
期間寫下的日記，見證她短暫
卻璀璨的生命見證。這典藏版
更收錄過往被刪除的內容和五
頁手稿，讓我們可以更全面認
識安妮。

費蘭度糅合了喜樂、苦難、事
奉、召命四個重要概念，再結
合數十年的事奉經驗，說明承
受苦難的祕訣在於順服基督而
得喜樂。

陶恕傳（簡體字書）
The Life of A. W. Tozer:
In Pursuit of God
作者：詹姆斯．斯奈德
（James L. Snyder）
譯者：曹真諍
出版：甘肅人民美術
定價：HK$48

被喻為二十世紀先知的陶恕，
其著作固然叫人耳熟能詳，但
我們對他的生平所知卻甚少。
本書記述了陶恕如何由一個農
場小子成為充滿影響力的屬靈
大師，還原陶恕真貌。

22

23

耶穌與非暴力：第三條路

弱勢顯大能 —

行動靈修學

Jesus and Nonviolence:
A Third Way

顛覆權勢的教會群體
Powers, Weakness, and the
Tabernacling of God

The Active Life:
A Spirituality of Work, Creativity,
and Caring

作者：唐慕華（Marva J. Dawn）
譯者：陳永財
出版：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定價：HK$118

作者：巴默爾（Parker J. Palmer）
譯者：張玫珊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01

侯活士評價此書為唐慕華最好和
最重要的著作。唐慕華批評教會
建基於墮落權勢之上而非上帝的
臨格之中，她帶領我們思考聖言
和十架，一起思考教會的去向。

巴默爾在此書帶領我們接近潛
藏於破碎表層生命下的「 隱密的
整全」，將「工作」、
「創造」、
「關
懷 」整合為行動，深化我們的靈
性旅程。

作者：溫克（Walter Wink）
譯者：陳永財
出版：基督教文藝
定價：HK$58

溫克以聖經為本，深入淺出地
探討基督徒進行非暴力抗爭的
理據和方法。這書的信息值得
華人教會在當下的政治局勢下
反省討論。

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這一代先知在哪裏？
作者：蘇恩佩
出版：突破
定價：HK$92

這書輯錄了蘇恩佩姊妹一系列
文章和專欄小品。儘管離世多
年，她的作品仍與這時代對
話。透過文字，反映她對我城
的關注，也見證她源於信仰的
生命力。

死在香港：見棺材
死在香港：流眼淚
作者：陳曉蕾、周榕榕／
陳曉蕾、蘇美智
出版：三聯書店
定價：HK$108 ／HK$118

基督教可能是最勇於面對「死亡」
的宗教，但你對「 死亡 」的認識
又有多少？《 見棺材 》深入報導
殯葬業的實況。《 流眼淚 》則關
懷喪親家屬及探討醫療和社福
制度的種種問題。

最後的讀書會——
媽媽教我的人生智慧
The End of Your Life Book Club
作者：威爾．史沃比
（Will Schwalbe）
譯者：曾育彗
出版：商周
定價：HK$107

作者與罹患癌症的母親在對抗病
魔的過程中，開始了一個專屬母
子二人的讀書會。藉著分享與討
論，流露出感人落淚的畫面，也
留下母親的人生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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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究  ／教會歷史

01 Introduction to Messianic Judaism: Its Ecclesial Context and Biblical Foundations
Edited by David Rudolph / Zondervan / HK$243
02 The Philosophy of Hebrew Scripture
Yoram Hazony / Cambridge / HK$249
彌賽亞猶太教（ Messianic Judaism ）是一班屬猶太文化背景的信眾，但他們同時又是確信耶穌基
督就是上主應許的彌賽亞之族羣。有人將他們分類為猶太教的一個分支，亦有視之為基督宗教
中的一個新興教派。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他們在歐美開展至今已有數十年歷史，主要在美
國和以色列地活躍，據報人數已達三十萬人。以猶太文化及拉比文獻來詮釋聖經文本的「 拉比
釋經法 」，在近年愈來愈多人談論了，而以哲學角度詮釋希伯來聖經則又是一個新領域。書中
重點部分是以五個分析角度理解這部古老文本，新穎可喜。當中有討論到聖經中對以畜牧和務
農為生的羣體有截然不同的評價，若然讀通這竅門，定能通解不少困語。

The Psalter Reclaimed: Praying and Praising with the Psalms

Gordon Wenham / Crossway / HK$144

Setting Our Affections Upon Glory: Nine Sermons on the Gospel and the Church

Martyn Lloyd-Jones / Crossway / HK$144

The Deliverance of God: An Apocalyptic Rereading of Justification in Paul

Douglas A. Campbell (PB) / Eerdmans / HK$550

Portraits of a Mature God: Choices i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Mark McEntire / Fortress / HK$351

One Bible, Many Versions: Are all Translations Created Equal

Dave Brunn / IVP / HK$192

The God who Became Human: A Biblical Theology of Incarnation

Graham A. Cole / IVP / HK$200

Story Shaped Worship: Following Patterns from the Bible and History

Robbie F. Castleman / IVP / HK$180

Paul and the Law: Keeping the Commandments for God

Brian S. Rosner / IVP / HK$240

Jesus is the Christ: The Messianic Testimony of the Gospels

Michael F. Bird / IVP / HK$162

Jesus is Lord, Caesar is Not: Evaluating Empire in New Testament Studies

Edited by Scot McKnight / IVP / HK$198

Truth Speaks to Power: The Countercultural Nature of Scripture

Walter Brueggemann / WJK / HK$153

Couples of the Bible: A One-Year Devotional Study to Draw You Closer to God and Each Other

Robert & Bobbie Wolgemuth / Zondervan / HK$207
信徒生活  ／靈命塑造

Taking God Seriously: Vital Things We Need to Know

J. I. Packer / Crossway / HK$117
What Happens After I Die?

Michael Allen Rogers / Crossway / HK$144
Faithmapping: A Gospel Atlas for Your Spiritual Journey

Daniel Montgomery / Crossway / HK$144

Reading Between the Lines: A Christian Guide to Literature

Gene Edward Veith Jr. / Crossway / HK$180

Dissident For Life: Alexander Ogorodnikov and the Struggle for Religious Freedom in Russia

Koenraad De Wolf / Eerdmans / HK$252
Happiness

Joan Chittister / Eerdmans / HK$144
Creator God, Evolving World

01

03

Cynthia Crysdale / Fortress / HK$162

02

04

Don H. Compier / Fortress / HK$135

Compass: Listening to Popular Music

Sensible Shoes: A Story About the Spiritual Journey

05
06

Sharon Garlough Brown / IVP / HK$162

The Kindness of God: Christian Witness in Our Troubled World

David W. Smith / IVP / HK$160

Hope in an Age of Despair: The Gospel and the Future of Life on Earth

Jonathan Moo / IVP / HK$108

The Easy Burden of Pleasing God

Patty Kirk / IVP / HK$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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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Heaven and Back: A Doctor’s Extraordinary Account of Her Death, Heaven, Angels, and
Life Again

Mary C. Neal / WaterBrook / HKHK$149

Faith and Creeds: A Guide for Study and Devotion

Alister E. McGrath / WJK / HK$144

A Dream So Big: Our Unlikely Journey to End the Tears of Hunger

Steve Peifer / Zondervan / HK$180

Reclaiming Love: Radical Relationships in a Complex World

Ajith Fernando / Zondervan / HK$153
教 牧 ／輔 導

03 The Church as Person in the Theologies of Dietrich Bonhoeffer, John D. Zizioulas and
Jurgen Moltmann

Man-Yiu Lee / Nation Blessings / HK$200
04 Center Church: Doing Balanced, Gospel-centered Ministry in Your City
Timothy Keller / Zondervan / HK$270
甚麼是教會？是有形的建築物抑或是信仰的羣體？在本質上是固態還是動態的？作者試圖從三
位現代神學家代表的三種進路（ 路德宗／東正教／更正教 ）闡釋構成「 教會 」的核心元素，以及
個體、教會跟倫理學之間的互動關係，說明惟有透過將個人真實呈現，教會羣體方能彰顯出
三一上帝的表象。凱勒（ Timothy Keller ）則從他多年的牧會經驗中，歸納出教會的核心價值並
一直貫徹持守這套理念，在紐約曼克頓區一手一腳建立起一所五千人的教會。以福音為中心
（ Gospel-centered ）
／以城市為中心（ City-centered ）
／以行動為中心（ Movement-centered ）成為
中心教會（ Center Church ）的基石。他的寶貴經驗對世界上眾多城市宣教士都甚具參考作用。

Straining at the Oars: Case Studies in Pastoral Leadership

H. Dana Fearon III / Eerdmans / HK$162

The Revised Common Lectionary: Consultation on Common Texts (20th anniversary
annotated edition)

Fortress / HK$270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Restoring the Shattered Self: A Christian Counselor’s Guide to Complex Trauma

Heather Davediuk Gingrich / IVP / HK$216

Resilient Ministry: What Pastors Told Us About Surviving and Thriving

Bob Burns / IVP / HK$153

The Relational Pastor: Sharing in Christ by Sharing Ourselves

Andrew Root / IVP / HK$162

Christian Counseling Ethics: A Handbook for Psychologists, Therapists and Pastors

Edited by Randolph K. Sanders (2nd ed.) / IVP / HK$270

Transforming Church Conflict: Compassionate Leadership in Action

Deborah Van Deusen Hunsinger / WJK / HK$180
神學

05 Pilgrim Theology: Core Doctrines for Christian Disciples
Michael Horton / Zondervan / HK$315
06 Theologians in Their Own Words
Edited by Derek R. Nelson / Fortress / HK$261
荷頓（ Michael Horton ）前著《 基督教信仰 》
（ The Christian Faith ）甚獲好評，然而分量極重，厚
達千頁，未必人人可以應付。現在，他將鉅著重新編寫，並配合免費網上資料，期望可使用於
小組研習，對有志一窺神學殿堂的平信徒確是好消息。神學是一條朝聖之路，途中不盡是明媚
春光，或偶有崎嶇不平，但抵達終點時那份歡愉卻又只有曾經經歷過的人方可領悟。學習神學
也有相類似的地方。由當代歐美二十四位神學家親自回顧個人歷史及思想淵源，不難發現原來
他們的成長背景與神學思想都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Logic: A God-centered Approach to the Foundation of Western Thought

Vern Sheridan Poythress / Crossway / HK$405

Did Jesus Really Rise From the Dead: a Surgeon-scientist Examines the Evidence

Thomas A. Miller / Crossway / HK$153
The Blessed Virgin Mary

Tim Perry / Eerdmans / HK$162
The Sacredness of Human Life: Why an Ancient Biblical Vision is Key to the World’s Future

David P. Gushee / Eerdmans / HK$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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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
1. 相信，仍可以⋯⋯—羅乃萱的
深情分享
羅乃萱 ／印象文字
2. 壞鬼釋經：舊約敍事篇
曾思瀚 ／基道

1. Purpose Driven Life: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Rick Warren ／OMF

2. Experiencing God Day-by-Day:
Devotional
Henry & Richard Blackaby ／B&H

3. 回歸—聖言之召喚
楊錫鏘 ／福音證主

3. Mere Christianity

4.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

4. Living the Message: Daily Help
for Living the God-Centered Life

5. 教牧成長4課
蕭壽華 ／宣道

5.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6. 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提多
書、提摩太前書析讀
曾思瀚 ／基道

6. The Gift of Being Yourself: The
Sacred Call to Self-Discovery

C. S. Lewis ／HarperOne

Eugene H. Peterson ／HarperOne
Philip Yancey ／IVP

7. 壞鬼釋經──糾正新約金句的常
見詮釋
曾思瀚 ／基道

David G. Benner ／IVP

7. Bread for the Journey: A
Daybook of Wisdom and Faith
Henri J. M. Nouwen ／HarperOne

8. Bible Promises for Women
B&H Editorial Staff ／B&H Books

8. 結婚後要做到的50件事
區祥江 ／青源
9. 我一直以為，人生是這樣走的
艾倫德、朗文 ／基道
10. 工作與休閒
張慕皚、梁家麟、鄺炳釗 等
光恩應用神學研究社

9. The Five People You Meet in
Heaven
Mitch Albom ／Hyperion

10. The Screwtape Letters

地點：基道書樓．旺角店
基道書樓．銅鑼灣店

道

文

3. 85周年紀念講道集光碟DVD Rom
真証傳播
4. 愛是永不止息
基恩敬拜
5. 平安的路
基恩敬拜
6. Music Duck
New Century
7. 石頭與骨頭（附聖經創造論講座
DVD）
和平鴿
8. 讚美操1 CD+DVD
讚美工作室
9. 我們在哪裡，那裡就是教會
Sing For God
10. 讚美操 6 CD+DVD
讚美工作室

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富騰工業中心1011室

2687-0331 ／傳真：（852）2687-0281

基

2. 把冷漠變成愛CD+DVD
讚美之泉

C. S. Lewis ／Zondervan

出版：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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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從心合一 CD+DVD
讚美之泉

電 話 ：（ 8 5 2 ）2 3 9 6 - 3 5 2 8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15樓

電話︰（852）2996-5299

富、余劍雲、趙崇明、邵樟平

董事會：王明理、鄧紹光、李兆匡、張漢強、王道隆、司徒永

編委會：江程輝（執行編輯）、梁冠霆、吳國雄、慕容愛明、梁巧

製作：鄭倩霞

創意設計：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承印：宏亞印務有限公司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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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

香港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10樓

電 郵：b o o k h o u s e @ l o g o s . c o m . h k
麗、陳鎮洲、羅君良

電 話 ：（8 5 2 ）

網址：w w w.l o g o s.c o m.h k ／電郵：i n f o@l o g o s.c o m.h 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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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屆 基 督 教 金 書 獎
金書獎是基督教出版聯會每兩年一度之公開活動，目的是為鼓勵出
版同業創作優秀書籍，從而提昇出版素質以加強基督教出版價值對
生命及文化的影響。

鼓

勵

創

作

·

提

升

專

基道金書獎得獎及入圍作品
只要有你們的認同，我們會努力出版……

社會公共空間

入圍作品︰

《公民教育，香港再造！》（梁恩榮、阮衛華╱與香港
基督徒學會聯合出版）
《用消費改變世界》（鄒崇銘、韓江雪、楊夢瑩╱與香港
公平貿易動力聯合出版）
《劏房圍城》（陳和順）

最佳新晉作者（學術）得獎作品︰

《市場聖約》（李適清╱與中國神學研究院聯合出版）

最佳新晉作者（非學術）入圍作品︰

《行在地上》（艾阮）
《荒原上的遺民》（計超）

教會事工 II（非教材及課程）入圍作品：《駟馬留言錄》（朱少璋）
最佳裝幀設計（學術）入圍作品︰

《公民教育，香港再造！》（losau）
《王明道的最後自白》（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最佳裝幀設計（非學術）得獎作品︰

《那些年，我走過的路》（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最佳裝幀設計（非學術）入圍作品︰

《荒原上的遺民》（losau）
《港式中產》（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最佳翻譯（學術）入圍作品︰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李雋）
《聖經，一本怎樣的書？》（譚偉光）

最佳編輯（非系列）得獎作品︰

《王明道的最後自白》（邢福增編著、梁冠霆責編）

最佳編輯（系列）得獎作品︰

「Value in Press」（吳國雄）

最佳作者（學術）入圍作品︰

《誰的保羅，哪個福音？》（曾思瀚）
《利科》（林子淳）

最佳作者（非學術）入圍作品︰

《港式中產》（趙崇明）
《壞鬼釋經》（曾思瀚）

最佳作品（學術）入圍作品︰

《誰的保羅，哪個福音？》（曾思瀚）

最佳作品（非學術）入圍作品︰

《相信，仍可以……》（羅乃萱）

得獎作品總名單請參 www.acp.org.hk，www.christiantimes.org.hk，www.logo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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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更廣闊的倫理視野，對應當代的倫理處境 —
戰爭、非暴力、刑罰、墮胎、安樂死、生物科技、
婚姻、性倫理、種族、保育 ……

《國度倫理》中譯本預計 2014 年 2 月出版
68
，
2013
中文版試讀本可於基道書樓
索取或於基道網頁瀏覽
www.logos.com.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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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榮獲2004年《 今日基督教 》
（ Christianity T oday ）
最佳作品獎〔 倫理及神學類 〕
原書近六百頁篇幅，全面認識耶穌的倫理教導

HK$
HK$368

1～4本75折 → 每本HK$276
5本或以上68折 → 每本HK$250
送貨費（若有）

如需送貨，加送貨費HK$100
訂購10本或以上，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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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火炭坳背灣街 26 號富騰工業中心1011室
（基道市場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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