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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
得小時候中史科老師提及一些梟雄（以及一些開國君主）的特徵

是「可以共患難，不可以共富貴」，自此即以為「共富貴」是人生

頭號難事。

當然，這不是事實，與人共患難，亦很難，起碼不比共富貴容易。

近日翻譯了盧雲神父昔日與兩位友人合寫的一本書，論到書名，有這麼

一段話：「憐憫的英文 compassion 源於兩個拉丁文字：pat 及 cum，加起

來意思是『共患難』。憐憫要求我們進到傷害之處、痛楚之地，與人分擔

破碎、恐懼、困惑、苦痛。憐憫要求我們與悲慘的人同呼喊，與孤單的

人同傷悲，與哀哭的人同哭。憐憫要求我們因著軟弱者而變得軟弱，因

著容易受傷者而變得容易受傷，因著無力者而變得無力。憐憫就是徹底

浸淫在人類境況中。」（參《慈心憐憫──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基

道，2017〕，頁xxii。）

我想起好多年前的事。那時信主不久，考入大學，唸一門不是首選的科

目，一年下來，辛苦得很，亦失落得很，因為完全想不通我將要投身的

專業（牙醫）與我的信仰有何關係。其時我所接觸到的「福音信仰」，幾

乎沒有社會內涵。基督徒一生只有一個使命，就是傳福音；人生不過是

一個傳福音的平台，「這世界非我家」，一切「屬世」事物終必灰飛煙滅，

因此不應關心亦不必費心……在這樣的信仰背景下，我就是做了個好牙

醫，也不過是掙錢奉獻支持天國事業而已。其他的想法？再沒有其他的

想法了，就算有，也不會有人給你圓滿的答案。

黃大業

生於香港，曾任社工、記者、大學行政，後

赴英進修政治學，輾轉投身基督教文字工

作，現為自由譯者，教會執事；譯作有《靈

心明辨──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民主，心碎的政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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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一暑假某天讀了《讀者文摘》一篇文章，描述香港的街童問題，看著看

著，不明所以地淚流不止。我找不到流淚的理由，但心中有個想法：我

要到街頭去嘗嘗露宿的滋味。那年夏令會中，我一有機會就跟營友分享

這想法，但得到的都是怪異不安的目光，彷彿我是瘋人瘋語。一個相熟

的弟兄對我說：你的想法太古怪了，應該是大家都不知道該怎樣回應你。

一年後，我離開了那堂會，踏進一個為時七年的「離教者」旅程。

二○○一年至今，我是一所逾千會友堂會的執事，幾年前擔任社關組組

長。堂會近幾年每年都舉辦嘉年華與街坊同樂，義工接近二百，服事坊

眾好幾百人，大家出錢出力，樂也融融。我們開會檢討如何「深化」「社

關文化」，期盼關懷鄰舍的行動不止於一年一度，卻可成為一種習慣，一

種生活，一種信仰。

討論之際，有組員突然問：其實我們思考如何推動會眾關懷疾苦，但自

己對貧窮的體驗有多少？大家沉默下來。我也是。我看看與會者，將心

中的想法緩緩道出：我們這裏每個人，住的都是舒適的環境，與我們提

及的「劏房」差天共地……我們對貧窮可以有甚麼認知呢？我們說要關懷

疾苦，但對疾苦的體驗那麼抽象，可以想出甚麼具體方案去推動會眾踐

行呢？

人生幾十年，同一個問題，還是沒有踏實的答案。盧雲神父在世時，也

不斷問「道成肉身」的信仰，如何落實在北美富裕優渥的基督徒團體中。

他更身體力行，走到物質缺乏、充滿不義的南美國家事奉，離世前又有

十年在服事智障人士的院舍中生活。他的答案是甚麼呢？就

是憐憫，就是共患難──不為甚麼，只為上帝是滿

有憐憫的上帝，人效法祂，就要效法祂的憐憫。至

於如何落實，沒有定規，要自己去尋找，去踐行。然而，正如盧雲神父

提醒我們，憐憫其實「另有所望」：「當陌生人得款待，當赤身的得庇蔭，

當患病的被囚的有人探望，當壓制被推翻……透過這些從感恩而生的行

動，我們可以瞥見新天新地。」 （參《慈心憐憫》，頁 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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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一年。

河道的另一邊，

就是荷蘭國立博物館（ Rijksmuseum ）。

我記得丹納的《藝術哲學》，

有一章「尼德蘭的繪畫」，

一開始就離不開他所相信的

種族、環境、時代三大決定因素，

對於自然主義的實證學說我沒有多大興趣，

就跳到歷史部分去。

丹納筆下的林布蘭，

令我印象深刻：

重疊交錯的氣氛、

神祕的生命、

日光與陰暗苦苦掙扎、

快要消滅的光線、

顫危危的反光……

林布蘭了解人間的戲劇、

懂得痛苦的宗教、

真正的基督教，

心中悲傷和憐憫：

「他不受任何限制，只聽從極度靈敏的感官指導；他

表現的人不像古典藝術只限於一般的結構和抽象的典

型，而是表現個人的特點與祕密，精神面貌的無窮而

無法肯定的複雜性，在一剎那間把全部內心的歷史集

中在臉上的變化莫測的痕迹。」（傅雷譯）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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鄭政恆

近著有《字與光：文學改編電影談》、詩集《記

憶後書》，主編有《金庸：從香港到世界》等。

影評見《阡陌》及《時代論壇》。

後來讀到盧雲的名作《浪子回頭—一個歸家的故事》，

他從林布蘭晚年畫作中的父親形像：

「看見了無盡的慈憐，無條件的愛與恆久的赦免——

屬天的實境——從身為宇宙創造者的父親身上流露出

來。」（徐成德譯）

荷蘭國立博物館裏的林布蘭展品，

有《耶利米哀哭耶路撒冷的毀滅》。

苦惱的耶利米竟有滿身的榮光，

人間的種種不幸，

似有上帝的注視，

一切都在無限中被理解和安慰。

《猶太新娘》是一個謎團，

畫中的夫妻也許是以撒與利百加，

丈夫的手按在妻子的乳房上，

然而他們都有所思量，

卻沒有半點激情的慾望，

遺下矛盾的場景片段教人想像。

林布蘭畫過許多自畫像，

二十二歲時所畫，專注於光與影的實驗；

二十五歲時所畫，專注於戲劇的效果；

五十五歲時所畫的《如使徒保羅的自畫像》，

與其說是自比聖人，

不如說是神聖與世俗、

他人與自我、

理想與現實的完美統合。

走過十一個展廳，

看過林布蘭和梅特蘇（ Gabriël Metsu ）的作品，

還有弗美爾（Johannes Vermeer）的《讀信的藍衣女人》

和《擠奶女工》，

終於來到第十二個展廳，

只有單獨一幅巨作：

《夜巡》。

公民警衞隊成員正要出發巡邏，

他們在暗夜之中，

燈火微弱，

各人方向不一，

各有個性，

只有正副隊長處於光亮之中，

但更明朗的是隊長身後的小女孩，

她是誰？

為甚麼在這裏？

也許她只是代表吉祥的象徵。

林布蘭明暸光影帶來的神祕能力，

《夜巡》猶如舞台劇上一個凝定的場景，

電影裏一個片刻的定鏡，

不動的將會移動，

休止的將會行進，

許多人類的經驗退入歷史的暗角，

只有少數人在聚光燈的目光下存在，

還有永恆的象徵

在背後推動人們，

觀看一切，

抉擇吉祥與凶險。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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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老年人前往見波門教父，對他說：

告訴我們吧，要是看見弟兄在神聖的事奉中打瞌睡，

應否擰他一把，把他弄醒？老先生對他們說：

老實說，若果我看見一個弟兄睡著了，

我會把他的頭放在我的膝上，讓他好好休息。

7 2

本篇內容選自《荒漠的智慧——沙

漠教父語錄觀照》（基道，2003），

頁 17、64、103。

故事和言論：公元四、五世紀基督教隱修士
作畫及英譯：野村湯史
中譯：莊柔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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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一羣強盜去到一位老先生隱居之處，說：

我們來，是要拿走你屋子裏所有的東西。老先生說：

我的孩子，你們看見甚麼，那就甚麼吧。

於是，他們掠取了屋內一切物品後，便離開那裏。

可是，他們卻走漏了眼，遺下一個小包。

老先生把它拾起，趕在他們後面，喊叫：我的孩子，

還有這個！別忘了它！他們驚詫於老先生無比的忍耐，

把所有物品都搬回小屋中，而且全都悔悟過來，

交頭接耳說：他真是屬神的人。

伊皮法紐教父說：神用非常便宜的價錢，

把公義賣給那些急於要買的人：

那就是，只買一小塊麵包、一件不值錢的衣服、

一杯涼水及一枚硬幣。

一些老年人前往見波門教父，對他說：

告訴我們吧，要是看見弟兄在神聖的事奉中打瞌睡，

應否擰他一把，把他弄醒？老先生對他們說：

老實說，若果我看見一個弟兄睡著了，

我會把他的頭放在我的膝上，讓他好好休息。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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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2 盧雲、麥尼爾、莫里遜 本書作者

   像你們的父

慈悲一樣

憐
憫二字通常引發正面的感受。我們喜歡將自己想

像成滿有憐憫的人，就是說：大致而言，善良、溫

柔、善解人意。或多或少，我們假設憐憫是自己對

人類苦難的自然反應。試問誰不憐憫窮乏的老者、挨餓的孩

童、癱瘓的士兵、張皇的少女？要說憐憫並非不證自明的人

類特質，似乎叫人難以接受。人若指控我們缺乏憐憫，我們

豈不深感被冒犯了？那聽起來豈不像在指控我們沒有人性？

的確，我們不用多想，就以憐憫為人的本性─沒有憐憫的

人，就像沒有人性的人，是難以想像的。

然而，假若擁有人性與擁有憐憫是同一回事，為何人類會

備受衝突、戰爭、仇恨、壓迫困擾？為何這麼多人挨餓、

赤身、露宿街頭？為何種族、性別、宗教之間的差異，會

攔阻人彼此接近，不能建立羣體？為何數以百萬人飽受疏

離、隔絕、孤單之苦？為何人會彼此傷害、虐待、殺戮？

為何我們的世界如此糟糕？

這些問題驅使我們認真思考我們對憐憫的理解。憐憫的英

文 compassion 源於兩個拉丁字：pati 及 cum，加起來意思

是「共患難」。憐憫要求我們進到傷害之處、痛楚之地，

與人分擔破碎、恐懼、困惑、苦痛。憐憫要求我們與悲慘

的人同呼喊，與孤單的人同傷悲，與哀哭的人同哭。憐

憫要求我們因著軟弱者而變得軟弱，因著容易受

傷者而變得容易受傷，因著無力者而變得無

力。憐憫就是徹底浸淫在人類境況中。當我

們這樣理解憐憫，就知道憐憫不僅是一般的善

良或好心腸──憐憫既然是共患難，難怪它令

人打從心底產生抗拒，以至積極抵制。我們很

自然地認為：「這是自我摧殘，這是自虐，這是病

態的以苦為樂，這是變態的癖好。」我們

必須承認這抗拒的存在，並明白受苦不

是我們的偏好，它吸引不了我們。恰恰

相反，受苦是我們想極力避免的。所以

說，憐憫不是人生而有之的反應。

現實的情況是，憐憫往往不是我們人生的核心關注，亦非

主要立場。我們真心渴慕的，是一生成功，一馬當先，超

越羣倫，鶴立雞羣。我們渴想闖出名堂，揚名立萬，與人

保持安全距離。我們不想與人共患難──相反，我們想方

你們要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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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著作精選

慈心憐憫──
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

Compassion: 
A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Life
盧雲（ Henri J. M. Nouwen ）、麥尼爾（ Donald P. McNeill ）、
莫里遜（ Douglas A. Morrison ）合著／黃大業 譯／HK$88

作者簡介
盧雲（Henri J. M. Nouwen；1932～1996），著作超過四十本，當代著

名靈修大師；曾於美國聖母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任教多年；後

來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方舟團體」黎明之家服事智障人士達十年之

久，直至離世。

麥尼爾（Donald P. McNeill），聖 十 字 教 區（ Congregation of Holy 
Cross ）司鐸，曾在美國聖母大學教授神學三十年，有分創立「社會關

懷中心」（Center for Social Concerns）。他如今在芝加哥定居，是聖母

大學拉丁美洲研究學院資深院士。

莫里遜（Douglas A. Morrison），曾任哈特福（ Hartford ）總主教教區司

鐸，亦在教區、醫院、教牧輔導機構事奉，也在大學出任教職及行政

工作，曾是合一健康服務集團（ Unity Health Care, Inc. ）的代理主任兼

總裁，服事首都華盛頓的露宿者及弱勢社羣，為他們提供醫護服務。

98盧雲、麥尼爾、莫里遜 本書作者

設法讓自己遠避痛苦！醫院和殯儀館往往變成粉飾太

平的地方，遮掩了病者和死者。受苦是不受歡迎，以

至惹人嫌厭的，總之令人避之則吉。憐憫無非是善待

競爭中的傷者：在煤坑中受困的礦工惹人憐憫；在考

試壓力下崩潰的學生惹人憐憫；未能為兒女提供足夠

衣食、領取救濟金度日的母親惹人憐憫；大城市中垂

死的獨居老婦惹人憐憫……但我們的主要參考框架還

是關乎競爭，畢竟我們需要煤炭和讀書人嘛！況且所

有制度都有虧缺啊！

由此可見，一個乍看似乎「生而有之」的人類德行，

其實不是那麼一回事！正因為憐憫在我們生命中的位

置是含糊的，我們決定撰寫本書，我們的討論也就此

展開。我們是否必須承認人就是喜愛競爭多於憐憫，

因此對憐憫持守某種「健康的質疑」？我們是否應該彼

此提醒：人只能努力儘量避免彼此傷害？我們的最高

理想，是否就是以最少痛苦換取最多滿足？

就上述問題，本書答案都是「不 」！我們認為，要

明白憐憫在生命中的位置，就要從一個迥異的角度

去探究。我們的觀點立於耶穌的話：「你們要慈悲

﹝compassionate；或譯憐憫﹞，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

（路六 36 ）。我們深信一事：藉著憐憫，人性才得以

完全發展。這不是隨口發出之言，而是經過多年討

論、閱讀、寫作，還有許多（通常是痛苦的）經歷從

而得出的結論。有許多次我們幾乎要放棄這議題，轉

向輕鬆一點的議題算了，但每次我們遇上這試探，都

覺得這是誘使我們質疑「委身基督」的價值。結果上

帝的啟示益加清晰：憐憫的召命，是基督徒生命的主

軸。漠視這召命（就算在寫作中），就是拒絕面對我們

信仰的重大挑戰。

在寫作的最初階段，我們討論耶穌基督的生命、事

奉、行動，並假設世人天生就渴慕憐憫。然而隨著年

月過去，我們少了樂觀，多了現實。在美國和世界發

生的事、我們對聖經的加深認識，還有許多朋友的批

判觀點，都令我們不再輕信人的「憐憫傾向」，而是更

多察覺耶穌那前衞無比的吩咐：「你們要慈悲，像你們

的父慈悲一樣」──這吩咐原來並非重申我們已知的事

（就是我們心底想做但忘了做的事，或曰合乎我們天性

的事）。恰恰相反，耶穌的呼召與我們的本性相悖，耶

穌的吩咐顛覆我們的想法，要求我們的心意徹底更新

改變。這確然是前衞的呼召，關乎生命的根本。

基督呼召我們憐憫人，隨著我們對這呼召的前衞本質

日漸加深了解，它亦影響了本書的內容結構。我們會

先從滿有憐憫的上帝講起──上帝的本性藉著耶穌基

督向我們啟示──因為上帝的憐憫是我們憐憫的根源

和基礎。然後我們會看看基督的門徒「活出滿有憐憫

的生命」是怎樣一回事，因為惟有從作門徒的觀點理

解這題目，才可明白「你們要慈悲，像你們的父慈悲

一樣」的呼召。最後，我們要討論憐憫之道：禱告與

行動，因為惟有藉著這兩個操練──一個面向上帝，

另一個面向同伴──上帝的憐憫方可彰顯於世間。各

位讀者，不論你的召命是甚麼，若你讀了本書，從而

在這個欠缺憐憫的世界中，更察覺到一位滿有憐憫的

上帝的同在，我們就感恩不盡了。

節錄自原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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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可沒有把殉道浪漫化，我們亦不應如此行。

對 於「 殉 道 者 情 意 結 」（ martyr complex ）

──就是被死亡的念頭佔據心思，特別是富

戲劇性或英雄主義式的死亡──我們實應予以懷疑。

我們知道，宣揚福音不僅是定世界的罪，因此，基督

徒的生命也不僅是挑戰殘酷的現實，更要以對上帝的

國的盼望，對抗執政者、掌權者決定的命途。

然而，馬可拒絕將殉道浪漫化的理由，跟我們的理由

不一樣。在西方的基督教時期和後基督教時期，我

們很容易會把教會當作維持社會秩序的僕人，因它有

能力管理社會秩序。基督徒仍主要被視為盡責的公

民、社會支柱，也經常受託管理共善。殉道主張的觀

念，與上述假設背道而馳。它主張在基督徒的責任和

其他責任之間，存在著一種基本的不連貫；它主張，

忠於上帝的國，跟忠於其他事物，兩者有著深刻的矛

盾。我們不僅不立即承認這樣的衝突存在，還若無其

事地照常行事；我們甚至辯稱，原則上，基督教信仰

鞏固了某種責任，這種責任杜絕了殉道所代表的無所 
顧忌。

但再一次，這些都不是馬可的理由。馬可沒有質疑教

會將會面臨迫害，他只考慮教會應如何作好準備。耶

穌向門徒發出的關乎衪自己受苦的警告，不是純

粹的資訊，或令人嘖嘖稱奇的預測，告訴你一位

jidaowenzi72（week）.indd   10 17/1/4   下午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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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凡的人物未來有何命途。假如這些話真

的關乎耶穌自己，它們亦向教會發出。同時，

這些話不是用來勾劃一套策略，藉著改變信徒的行為、控

制他們的言論，或粉飾他們的舉動，以避免受到迫害。

反之，耶穌的話是帶著教育目的之警戒，為了裝備信徒及

作出澄清。耶穌的門徒需要作好準備，迎接因跟隨耶穌而

來的後果，甚至在他們朝耶路撒冷踏出第一步之前，就應

該知道他們的委身的嚴肅性。在他們跟隨主的路途上，他

們需要受訓，以至能堅定無懼地迎接敵對。與此同時，同

樣關鍵的是，門徒要認清他們跟隨的是誰，還有耶穌蒙應

許要統治的國度的本質。假如耶穌真是祭司長所嘲弄、

想像的以色列王，衪會像他們所說的那樣，從十字架上下

來，拯救自己（可十五 32 ）。祭司長無法想像到的是，若

要救自己的生命，必先捨棄之；祭司長也想像不到世上竟

有國度會根據這樣的原則運行。耶穌警告祂的門徒說，

祂將會受苦和受死，但這不是說，衪永不會加冕為王，因

此門徒要放棄；耶穌所說的是，他們因此要訓練自己的眼

光，能看見十字架本身就是耶穌榮耀的巔峯。眼見，不單

為了在路上跟隨耶穌，而是為了辨認分離、離別、羞辱、

困惑，看到它們之所是：聚集之處、征服、得勝、理解、

秩序。這樣的眼睛在明白了光的意義和黑暗的虛張聲勢

後，能在黑暗中，甚至是最黑暗之時，看見光輝照耀。

馬可很現實地考慮到教會在一個充滿敵意的世界的處境。

他不認為教會將會被呼召管治萬國，但卻花了不少篇幅談

及教會將會在執政者和掌權者手下受苦。在萬國因得著

耶穌基督的上帝統治而歡欣喜樂之前，耶穌基督在教會中

的統治，卻觸怒了萬國。事實上，萬國之所以能得意

洋洋，這本身已包含在基督的統治所引發的挑戰之

中。馬可提到萬國中暴虐的領袖時也很現實，說

他們「操權管束他們」（“ lord it over them ”，

可十 42 ）。以人子受苦為至高典範，教

會—作為僕人—施展權柄的方式，

跟世上領袖的作風相反。但人子的受

苦確認了萬國的確在操權管束他

們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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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讀
《社會�倫理：

 讀寫侯活士》

禤智偉 本書作者，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

    （社會倫理）助理教授

這
是我第一本關於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 ）的書，但也很可能
是我最後一本。我之所以自稱為「侯派 」（ Hauerwasian ），只
是為了獲取一種寫作的方便，即所謂「抄襲的自由」（ license to 

plagiarize ），也就是先將侯氏的思想據為己有（ appropriation ），等將來
可以隨意挪用，今後不必再每每註釋出處。因曾有智者講過：「所有的
智慧之言，都是剽竊回來的拾人牙慧；愚蠢的事，卻層出不窮地日日新
鮮／惟獨蠢蛋，才會僭稱原創」（ all wisdom is plagiarism, only stupidity is 
original ）。1 這句智慧之言，若應用在神學（和基督徒倫理）上，尤為貼
切中肯，因為學術研究出版所標榜的獨到、原創、新穎、發明，對於神
學人來說，該不是目標。基督教神學不過是反覆重述一個已經講了二千
年，並且繼續正在發生的福音故事，惟一的判準只在於究竟我們是否講
得、活得忠誠（ faithful ）；這個故事本身才是神學的規範，而非任何其
他信仰以外的權威來源。侯活士的著述，對我而言，也一樣沒有內在
先存的價值、分量、權威，我一邊閱讀、一邊寫作（ writing with ）侯活
士，原因不是因為那些學說是來自侯氏的，而只因為它們是一個基督徒
為其他基督徒而寫，是屬於基督徒、甚至屬於基督的（ because they are 
Christian ）。我對侯氏的興趣，從來不是學術性的；他吸引我，不是因為
他是國際知名的神學家，而是因為我視他為一位主內的弟兄，從他的生
平學說（ lifework ），我被引導到耶穌基督的十架跟前。正如我在本書中解
釋，作為一個侯派，不等於我是侯活士的「追隨者」，而只不過代表他是
我的「先行者」、「同途人」。

本文集英文書名正題為「讀寫侯活士」（Writing with Hauerwas），就是實
踐和示範這種詮釋的路向。書中大部分內容是之前從未在印刷媒體出版
的，或者只在學術期刊發表而一般讀者較少機會接觸的，現在全部重新校
訂，附上新撰寫的引言交代出處、寫作背景、文章主題。本書所收集的
文章，沒有固定的閱讀先後次序，可以勉強歸為兩類：「閱讀侯活士、讀
侯活士所讀」，是我近幾年閱讀侯氏的一點心得；或者，「書寫侯活士／ 
寫侯活士所寫」，是受他的著作所啟發而寫的，帶有侯派風格和題旨。

本書書名採用了「社會倫理」這個讀者頗感陌生的概念，在此只作簡單的
解釋，詳情請參考本書第 2、4 章的討論。我在神學院的職銜也是「社會
倫理」，英文本來應該是“ social ethic ”，但為免太標奇立異，只好折衷從
俗，沿用一般的稱謂“Social Ethics”。而“social ethic”本來也可翻譯成「社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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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Hugh T. Kerr, “Preacher, Professor, Editor,” Theology Today 45/1 (1988): 2.
2. 侯活士眾多學生之中，特別以 William T. Cavanaugh 豐富的著作，最

能展現出侯式公共神學的多樣性和潛質；例如 Torture and Eucharist: 
Theology, Politics, and the Body of Christ (Oxford: Wiley-Blackwell, 1998); 
Theopolitical Imagination (London: T & T Clark, 2002); Being Consumed: 
Economics and Christian Desire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08); Migrations of the Holy: God, State, and the Political Meaning of the 
Church (Grand Rapids, MI: William B. Eerdmans, 2011)。

3. Arne Rasmusson, The Church as Polis: From Political Theology to 
Theological Politics as Exemplified by Jürgen Moltmann and Stanley 
Hauerwas (Notre Dame, IN: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95)。關
於侯式「神學政治」的具體實踐，另參：Luke Bretherton, Christianity 
and Contemporary Politics: The Conditions and Possibilities of Faithful 
Witness (John Wiley & Sons: West Sussex, 2010)。

羣倫理」，因為在侯式神學裏，它的意思就是「教會倫
理」；可是，為了不讓主流世俗社會壟斷了對社會實
在的定義，侯派神學人還是想保留對甚麼才是「社會
倫理」、甚麼才是「社會」的一點發言權。

在神學界，往昔一般所謂「社會倫理學」，已經蛻變成
今天潮流的「公共神學」；不過，偏偏主流公共神學最
缺乏的就是一套「社會倫理」，或者更準確，它們最大
的缺陷是看不到教會本身，在甚麼意義上已經是一種
社會倫理。不少公共神學的大前提就是：信仰要離開
教會，才是真正的信仰；所以，這類神學是預先排除
教會的。不少論者將「公共神學」和「教會神學」對立
起來，然後批判侯活士那種內斂的神學是「公共不起
來」、「走不出教會四面牆」的「堂會中心主義」，根本
發展不出可以登大雅之堂的公共神學。這類常見的批
評未免過於武斷，因為，侯氏的一些學生已經開始做
侯式的公共神學，且卓有成就，2 分別只在於他們所
做的是「神學政治」（ theological politics ），而非一般
常見的「政治神學」（ political theology ）。3 而本書第
6 章，可視為筆者未來另一本著作《公共神學（不）是
甚麼？》的前言，為一種立足本土的侯派公共神學奠
下根基。

本文集的出版意念得以落實，始於二〇一五年三月與
韋爾斯博士（ Samuel Wells ）的一次閒談，是他無條件

的友情和信任，一直驅策筆者前進。回顧年多以來，
人生中雖曾走過一段甚為幽暗的彎徑，卻又滿載上主
的恩典與平安。特別是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十日，更是
筆者畢生難忘的日子。在當天神學院的早會上，我們
的師生和同工，一起經歷了眼淚、擁抱、醫治，活現
出門徒羣體的肢體相連、憂戚與共；剛好是夜，侯活
士教授以電郵寄來厚賜的序言，更使我在沮喪迷惑中
重新振作。在困苦中經歷被愛、同在、與主相遇，這
是三一上帝的榮耀。

節錄自原書〈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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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彼此連結

羅乃萱 著

1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禁食，讓身體說話
Fasting
麥克奈特（ Scot McKnight ）著

陳永財 譯

1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20
 1 6

年

與人同在的
彌賽亞君王 —

馬太福音析讀（上）

黃漢輝 著

7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與人同在的
彌賽亞君王 —

馬太福音析讀（下）

黃漢輝 著

7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與上帝同行的生命旅程
Living in the Companionship of God
簡�約翰遜（ Jan Johnson ）著

李小釧 譯

3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當暴力世界遇上和平福音

鄧瑞強、趙崇明 合編

4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logos.com.hk

重構香港──

從庶民空間到社區更新

鄒崇銘等 編

6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馬可福音：

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著
曾景恒 譯

6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開鎖人的曲別針──

解讀文字世界裏的香港、

人生和信仰

胡燕青 著

6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基道
及
印象文字
出版書籍
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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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香港──

從社會創新到參與規劃

鄒崇銘等 編

12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邊緣上的香港：

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

駱頴佳 著 / 黃大業 譯

10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壞鬼比喻：

路加福音篇 —

糾正新約比喻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著 / 曾景恒 譯

10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禱告操練 7 堂課：

學習主禱文

羅慶才著

10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香港奇文雲海設計顧問有限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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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面

的服務，多年來服務了多家國內外知名公司。秉承「專注視覺營銷，

深度拓展客戶」的服務理念。歡迎瀏覽 http://www.qwyh.com，電郵 

ad@qwyh.com、caoqi@qwyh.com（曹先生）。

中國乎？本土兮！

身分認同的十字架

邢福增 著

10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殉道，沉默之歌──

從馬可福音再想像門徒之道 

To Share in the Body: 
A Theology of Martyrdom for 
Today's Church
霍維（ Craig Hovey ）著

傲賢 譯

10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死後可幹的事：

瀕死經驗是甚麼一回事？

施諾 著

7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地獄，永遠的刑罰？：

破解地獄的迷思

蘇遠泰 著

7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聖經中的財富觀
Jesus and Money: A Guide for 
Times of Financial Crisis
韋特寧頓（Ben Witherington III）著

曾景恒 譯

7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敢於跟隨主

鄧瑞強 著

7月 © 2016 Logos Ministrie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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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今天的教會傳福音、擴堂購堂、做這樣那樣的「事工」，卻極

少談到憐憫；今天的基督徒，讀經、靈修、祈禱，或參與各

樣社會政治運動，也同樣極少認真反思憐憫在我們的信仰中

所扮演的角色。

我們往往以為憐憫是人的天性。然而，當我們檢視自己

的生命：我們真的是滿有憐憫的人嗎？憐憫在我們生命中

佔甚麼位置？處於核心還是邊緣？耶穌說：「你們要慈悲

﹝compassionate；或譯憐憫﹞，像你們的父慈悲一樣」（路六

36 ），面對這吩咐，我們是否真的無愧於心？

本書認真思考憐憫這一主題。作者經過多年研究與討論，

認為憐憫是從禱告與行動生出的力量，它彰顯了上帝對人的

大愛，以及我們對人、對上帝的愛。憐憫是基督徒生命的核

心，尤其當今世已墮入權力與毀滅的漩渦，基督徒更應活出

憐憫的生命，好彰顯上帝對世界的憐憫。

耶穌基督呼召我們憐憫人，因此本書先從滿有憐憫的上帝講

起，接著論及基督的門徒「活出滿有憐憫的生命」關乎甚麼，

最後是憐憫之道──禱告與行動。

全書目錄如下：

第一部──滿有憐憫的上帝

第一章：上帝與我們同在

第二章：奴僕上帝

第三章：順服的上帝

	 靈修著作精選

01	慈心憐憫──
	 在卑微與逼迫中發現上帝
 Compassion: 
 A Reflection on the Christian Life

盧雲（ Henri J. M. Nouwen ）、麥尼爾（ Donald P. McNeill ）、
莫里遜（ Douglas A. Morrison ） 合著／黃大業 譯／HK$88

7 2

第二部──滿有憐憫的生命

第四章：羣體

第五章：遷離

第六章：匯聚

第三部──憐憫之道

第七章：忍耐

第八章：禱告

第九章：行動

作者簡介
盧雲（Henri J. M. Nouwen；1932～1996），著作超過四十本，當代著

名靈修大師；曾於美國聖母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任教多年；後

來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方舟團體」黎明之家服事智障人士達十年之

久，直至離世。

麥尼爾（Donald P. McNeill），聖十字教區（ Congregation of Holy Cross ）

司鐸，曾在美國聖母大學教授神學三十年，有分創立「社會關懷中心」

（ Center for Social Concerns ）。他如今在芝加哥定居，是聖母大學拉丁

美洲研究學院資深院士。

莫里遜（Douglas A. Morrison），曾任哈特福（ Hartford ）總主教教區司

鐸，亦在教區、醫院、教牧輔導機構事奉，也在大學出任教職及行政

工作，曾是合一健康服務集團（ Unity Health Care, Inc. ）的代理主任兼

總裁，服事首都華盛頓的露宿者及弱勢社羣，為他們提供醫護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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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逸的香港教會／基督徒可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我們是否可

能成為殉道者教會／殉道者？無疑，比起一些身處極權國家的

基督徒，我們的確極少思考殉道。

本書重新思想「每一所教會都要成為殉道者教會」到底是甚麼

意思。作者認為，殉道不是給一小撮蒙特別揀選的信徒的特

殊呼召，而是每個基督徒應有的委身，是每所教會應負的責

任。作者更認為，假如教會跟世界平靜共處，這處境是上述

規律的例外，它反映的是教會在迎合她身處的主導文化。

盼望本書能成為所有基督徒的提醒，好讓我們的生命既準備

好面對死亡，也積極地活著 —這就是十字架與復活那無法

分離的背離。

作者簡介
霍維（Craig Hovey），英國劍橋大學（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神學博

士，美國愛許蘭大學（ Ashland University ）副教授，任教基督教神學

和倫理相關科目；他同時是「愛許蘭非暴力中心」（ Ashland Centre for 
Nonviolence ）總監。

當代美國神學家，杜克大學（Duke University）神學院吉伯特�

羅爾（Gilbert T. Rowe）講席神學倫理榮休教授侯活士（Stanley 
Hauerwas）曾於二〇〇一年被《時代雜誌》評選為「全美最佳神

學家」。其中他的著作《和平的國度》（The Peaceable Kingdom: A 
Primer in Christian Ethics），以及他與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

合著的《異類僑居者》（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引來廣泛討論，奠定所謂「侯式」教會倫理的基調。

本書作者邊讀、邊寫（ writing with ）侯活士，是對侯派神學的

詮釋、重申和延伸。本書可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乃作者

細讀侯活士的名著《和平的國度》，為要幫助讀者（特別是神

學生）消化侯活士這部「非系統」、「非典型」的代表作；第二

部分闡述教會與社會的關係：教會要活出她與世界分別的「他

者性」，是否要與社會完全分割、不問世事？信仰是否只屬私

人領域的事？進入公共，是否等於要放下身段遷就世界的遊

戲規則？作者在這部分，藉侯活士的教會論對以上的問題作

出疏解；第三部分主要探討三個香港教會面對的具體議題：

「家庭和婚姻價值」、「同性戀」，以及「基督教選委十席」，

作者以侯活士的神學倫理學和「信浸者」的神學視界切入，重

構出日常倫理生活、牧養處境，和政治見證的新角度。

作者簡介
禤智偉，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社會倫理）助理教授，英國牛津

布祿士大學（Oxford Brookes University）神學及宗教學士（一級榮譽），

劍橋大學社會人類學博士。因長期從事侯氏神學的研究與寫作，被坊

間稱為「港式侯派」。譯著有《禱告不是偽術：反璞歸真的祈禱》。現

埋首於下一部著作：《和理非非是冒牌貨：基督徒和平主義答問》。

02 0301

	 信念再思叢書

02	殉道，沉默之歌—
	 從馬可福音再想像門徒之道
 To Share in the Body:
 A Theology of Martyrdom for Today’s Church
 霍維（ Craig Hovey ）著／傲賢 譯／HK$ 88

	 系統神學叢書

03	社會�倫理：讀寫侯活士
 禤智偉 著／HK$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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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熊貓有個小訪客
Gipsy Panda
康坦�葛邦（Quentin Gréban）著／穆卓芸 譯／宇宙光／HK$100

大熊貓有一天經過農場，聽見一隻山羊對他大叫：「偷雞

賊！偷雞賊！」

他覺得莫名其妙，因為他從來沒偷過東西。

接下來，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咦？怎麼有一根白羽毛？

拿來戴在頭上當裝飾吧。

午餐準備好囉！先離開一會，等一下回來吃……啊！誰

偷吃了我的午餐？

不對勁，不對勁，熊貓開始尋找這個神祕的小訪客……
（適讀年齡：5 歲或以上）

03 聖靈的果子——
愛的禮讚
黃小石、張德健 合著／宇宙光／HK$108

「聖靈所結的果子……」，「果子」這詞，希臘字原來用的

是單數名詞，即一個果子，有九種獨特的味道。這些聖靈

果子的獨特味道，仔細看來，其實都是基於上帝的屬性，

是上帝的性情，所以也是聖靈內住的明證。

聖靈所結的果子並不是基督徒的自許，而是一個人在基督

裏，因聖靈內住而漸漸彰顯的品格。上帝就是愛，也是人

間所有愛的來源，人一切德行從信上帝開始，然後藉著上

帝的「聖愛」來愛眾人，將榮耀歸與上帝。這就是愛的禮讚。

02 靈性的光輝 2—
逆境中的光芒
蔡貴恆 主編／靈根自植／HK$118

世俗所談的光芒，與靈性的光輝截然不同。靈性的光輝是

信念和靈性的踐行，卻不由某種「成功」的果效來定義。

與之相反，在患難中，我們看到人生的真善美、聖父的創

造、聖子的道成肉身、聖靈的內住感動。承接《靈性的光

輝》，本書再度邀請眾學者和牧靈導師在聖經、神學，以

至文學、心理、靈性等方面作出重要探討。

	 童 書 	

	 靈 修 	

01 02 03

7 2

出版

我曉飛！
I Can Fly !

我曉學！
I Can Learn !

我曉做！
I Can Help !

德得 Duck 成長系列一套三冊．中英對照

36個主題，藉彩圖及簡單文字描述真理教導，

主題涵蓋核心的信仰概念。

活潑的繪圖

真理簡單解說

親子伴讀工具

精美貼紙及伴讀建議

附親子禱文及

聖經金句 活動預告

「孩子．家長齊飛翔！」
講座及研討會

日期：2017 年 3月 12日（日）
	 2:30~5:30pm

地點：佐敦德興街12號興富中心1樓

查詢請致電 26325000 或瀏覽以下網址：

www.hkstbc.org	或	www.logos.com.hk

陳黃家儀 著 ／一套HK$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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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憂鬱的幸福公式
趙顯三 著／吳約瑟 譯

HK$100

04 05 06

作者從聖經中找出上帝對抑鬱症的處方，這些處方能幫助「對人
生沒有任何期待，只要活著就夠了」的人，脫離抑鬱。

本書大致上分兩部分：

第一部分講述如何察覺自己不幸的想法，

第二部分是如何建立引發幸福的想法。

本書不單提供解決抑鬱症的處方，更指引讀者走向
幸福人生的方向。

作者認為，抑鬱症（台譯：憂鬱症）也可以說是「不幸症」，
因為患憂鬱症的人常認為自己很不幸，並且覺得所處環境
都對自己不利，故總是用負面的眼光看一切事情。

出版

04 教牧研討系列九：
多元氛圍下的證道與教導
林樹榮 主編／崇基學院神學院／HK$70

本書為二○一五年崇基學院神學院牧養研討會的與會學者

與同工修訂其報告後，結集而成。結集與研討會同題。

本書及研討會的主題關乎堂會與教牧在當下所經歷的多元

紛爭的牧養環境，包括在證道與教導上的多元性與爭議

性。作者探討牧者當面對社會上的爭議性話題，應如何進

行證道與教導工作。

05 創意牧養全攻略
蕭銳志 編／籃球體育事工／HK$108

本書分理念經驗篇、實踐實例篇、特約作者篇；先有

三十二篇短文，言簡意賅，介紹體育運動和康體歷奇活

動，分享作者在創意佈道、牧養方面的經驗心得。

編者蕭銳志帶領籃體眾同工展示多年於康體互動平台上創

意牧養的範例，展示創意牧養的實戰教材，是新世代青少

年導師不可或缺的牧養指南。

	 教 會 事 工 	 	 教 會 歷 史 	

06 先驅與過客—
再說基督教新文化運動
林慈信 著／改革宗／HK$97

基督教能「救」中國嗎？

中國人需要的是怎樣的福音？

二十一世紀的中國知識分子能清楚地聽到基督救贖的福 
音嗎？

本書綜觀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歷史脈絡，審視趙紫宸、吳雷

川與徐寶謙三人的信仰心路歷程；作者不單從他們的著作

中，分析他們的思想發展與轉變，更嘗試探討與反映他們

面對時代變局與思想挑戰時，所有的困惑與掙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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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 神學私房菜
吳國偉、劉劍玲等 合著／春天教會／HK$108

本書名為《神學私房菜》，意謂每位信徒都可以為自己的經

驗作神學思考，是獨特的、「落地」的、無可取替的。從生

活經驗反思信仰，再由新的神學出發、行動，如此反覆往

來，人人都可以做神學家，亦是「反思的踐行者」（re�ective 
practitioner）。

08 聖地空中行 DVD
 希臘空中行 DVD

蔡春曦 編製／以斯拉培訓網絡／每款HK$120

以色列航拍先後於二○一四至二○一五年共三次進行，拍

攝以色列超過一百八十個景點，高解像度圖片約一千張。

使徒腳蹤航拍經精心策畫，於二○一四年四月至五月進

行，拍攝希臘、土耳其、意大利有關使徒保羅、約翰、彼

得所到之處。高解像度之高空圖片約四百張。

以色列航拍及使徒腳蹤航拍均用作教導聖經及聖經背景、

課程、出版等用途。

想了解更多以斯拉培訓網絡產品，可到 www.equiptoserve.org。

** 航拍蒙相關國家的有關部門考古公園等准許及協助進行。**

	 神 學 ． 研 經 	

跟隨馬丁．路德的腳蹤行：
德國和梵蒂岡心靈之旅

蔡錦圖 著 ／HK$198

「……更重要的是，在這行程中，讓我們重新踏上
一段回到歷史、堅守真理、勇於承擔的歷程。這是
一次追溯和更新的閱讀靈旅。」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  張振華監督

07

08

09

7 2

跟隨馬丁 · 路德和

教會改革先賢的腳蹤
行走於德國和梵蒂岡
不僅是旅遊導讀，更是踏在信心的旅途
不僅是路德傳記，更是思想人生的奇妙
不僅是教會史述，更是反省當今的召命	

作者最新著作包括︰

從始讀聖經
HK$89

Soul Gym Level 1:
基礎門徒訓練
HK$65

出版

07 使徒行傳──
解經講道注釋叢書 31
Acts: Interpretation:
A Bible Commentary for Teaching and Preaching
William H. Willimon 著／胡宏志 譯／台灣教會公報社
HK$148

作者將最近就路加學術研究的發現，與地方教會牧會、教

育和神學，加以結合，為讀者提供關於使徒行傳的嶄新解

釋。他認為使徒行傳的目的，並不是要讓基督教被羅馬

帝國接受，而是要保存教會的言行一致，來對抗文化的突

擊。作者嚴肅看待釋經的任務，將釋義的洞見應用於現代

社會和地方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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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選擇去愛—
泰澤羅哲兄弟（1915～ 2005）
Choisir d’aimer:
Frère Roger de Taize 1915~2005
泰澤團體 編著／厄瑪烏靈修網絡有限公司 ／HK$98

二○○五年八月十六日，羅哲弟兄進入了永恆的生命。泰

澤團體出版本書，以見證創辦人所奉獻的一生，並予以無

限感激。

本書內容主要取材自羅哲兄弟的著作和書信，以及一段在

一九九二年錄音但從未發表的談話內容。在羅哲弟兄生命

的最後幾週裏，他原本打算以「選擇去愛」為題撰寫一本

書。他為該書收集的部分內容亦見於本書。

11 既雕且琢復歸於璞—
張充仁的藝術生涯
陳耀王著／宗文社 ／HK$190

張充仁（1907～1998），生於上海，天主教徒，中國現代

雕塑大師，受學於上海土山灣孤兒工藝院、布魯塞爾皇家

美術學院。留學期間曾與著名連環畫家埃爾熱（Hergé）合

作繪製《丁丁在遠東──藍蓮花》，為西方世界所認識。曾

為名人馬相伯、馮玉祥、蔣介石、司徒雷登、鄧小平、埃

爾熱、密特朗、德彪西等塑像；雕塑作品見於布魯塞爾、

法國總統府、上海。張氏之藝術人生相當坎坷，歷經多次

戰爭及社會運動，晚年在歐洲創出輝煌成就。

本書作者搜集了張氏的親筆自傳及其家人、門生的一手資

料，讓這位中國雕塑大師傳奇的藝術之旅，重現讀者眼

前。張氏之浮沉人生，感人心脾，為二十世紀中國藝壇之

縮影。

	 見 證 ． 傳 記 	

12 公公，狗和貓：懷約翰傳記
蔡依珊 著／台灣教會公報社 ／HK$130

本書作者透過口述訪談，以及相關文章的編譯，忠實呈現

懷約翰的生平及其宣教經歷，特別是他童年跟隨父親遷徙

及學習成長的過程，以及二次大戰軍旅期間，在亞洲的跨

文化和學習日語的經驗，還有他決心投入台灣宣教的心路

歷程等。在主要篇幅中，作者相當詳細地描述懷約翰在排

灣族的宣教工作、與當地翻譯同工之間的關係、使用羅馬

字系統時遭遇的挫折等，都是非常寶貴的歷史資料。

懷約翰，一九二五年十月生於馬來西亞吉隆坡，幼年時期

隨身為牧師的父親四處遷移。一九五一年受派到台灣宣

教，期間致力於排灣語聖詩和聖經翻譯，對台灣原住民文

字宣教事工，有重大貢獻。

13 跨越三個世紀的傳教運動
 （1865～ 2015）—
內地會來華一百五十年宣教論文集
林治平、吳昶興合編／宇宙光 ／HK$180

一八六五年六月二十五日，戴德生成立中國內地會，開始

了內地會在華一百五十年、跨越三個世紀的宣教工作。本

書總結戴德生本人在華宣教五十一年（1854 ～1905）、其

子孫四代在華宣教的歷程，剖析內地會如何成為最有影

響、最有貢獻的中國宣教差會。

戴德生曾說：「所有上帝的偉大工作均有三個階段：首先

是『不可能』，然後是『困難重重』，最後是『成了！』。」旨

哉斯言，本書各篇所載內地會史料，可為明證。

	 宣 教 	

  不 論 是 上 主 的 僕 人 ，
      還 是 平 凡 人 如 你 我
自 覺 的 、 不 自 覺 的
   好 好 活 著 、 真 誠 地 愛 著

就是回應
祂對我們的愛

10 11 12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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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漂—
本地神學札記 10堂課
作者：何兆斌
出版：德慧文化
定價：HK$125

本書經整理不同神學老師的課

堂內容，再匯集作者的反思而

成。書中 觸及 歷史、土 地、媒

體、文化、死亡等與香港有關

的議題，是將神學結合現實處

境的一次示範。

Unfinished—
回應生命的邀約

Unfinished: Believing is only the 
Beginning
作者：理查．斯特恩斯（ Richard Stearns）
譯者：劉思潔
出版：浸信會出版社
定價：HK$98

基督徒致力尋找生命的目的和

意義，但仍時常無法將生命對

準上帝。作者提醒信徒要進入

世界、施行改革、重建世界，

透過上帝對世界的異象，重尋

生命的呼召。

全民神學家巴刻—
從認識神到事奉神

To Know and Serve God: A 
Biography of James I. Packer
作者：麥葛福（ Alister McGrath ）
譯者：陳思韞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73

現代福音派思想巨人巴刻在世

上經歷了六十年的服事歷程，

面對多次信仰上的衝擊，仍然

堅定站立。本書由神學家麥葛

福執筆，探索巴刻高潮迭起的

生命軌迹，引領讀者展開一場

自我探索、獲得啟發的旅程。

羅馬書釋義
Romans (The IVP New Testament 
Commentary Series)
作者：格蘭特．奧斯邦（Grant R. Osborne）
譯者：倪剛
出版：恩道
定價：HK$150

回顧教會歷史，許多神學爭議

皆出自保羅致羅馬教會的這封

信。作者在書中查究詞義、語

法 、 背 景 知 識 ， 闡 釋 經 文 深

意，嘗試了解羅馬書探討的，

是一世紀教會的哪些問題。

重閱聖經—
重新進入文本世界，發掘聖

經的深邃真義

Reading the Bible Again For 
the First Time: Taking the Bible 
Seriously but Not Literally
作者：馬可士．伯格（Marcus J. Borg）
譯者：陳永財
出版：文藝
定價：HK$148

本書作者以淺白易懂的筆觸、紮

實的聖經研究，結合信仰經驗和

學術成果，以新角度閱讀創造的

故事、五經、先知書、智慧書、

四福音、保羅書信及啟示錄。

晨恩日新—
福音靈修日引

New Morning Mercies
作者：保羅．區普（Paul David Tripp）
譯者：黃大業
出版：福音證主協會
定價：HK$118

這是一本著重信仰反思的靈修日

誌。區普牧師以他每天於 Twitter 
發佈的信仰短文為基礎，寫成可

供全年使用的靈修文章，提醒我

們毋忘罪的禍患，重拾起初對主

熱切的心。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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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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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師傅與生命答案
作者：蔡元雲
出版：皇冠
定價：HK$98 

你人生路上出現過生命師傅嗎？

蔡醫生與七個青年人於書中真摯

的對話，交織出師友間美妙的樂

章，見證主作為我們各人生命師

傅的那份奇異恩典。

超越崇拜戰爭—
活力教會崇拜更新的九大特色

Beyond the Worship Wars: 
Building Vital and Faithful 
Worship
作者：朗格（ Thomas G. Long ）
譯者：羅炳良、劉凝慧
出版：天道
定價：HK$80

注重傳統禮儀，與強調活潑的

崇 拜 模 式，兩 者 似 乎 不 能 融

合。作者嘗試為崇拜模式提供

第三條路線，供教會參考。

躺臥在青草地上—
盧雲談靈性指導

Spiritual Direction: Wisdom for 
the Long Walk of Faith
作者：盧雲、基斯頓生、莉雅
 （Henri J. M. Nouwen, Michael J. 

Christensen & Rebecca J. Laird）
譯者：馬鎮梅
出版：宗教教育中心
定價：HK$104

本書是盧雲的學生梳理他過去的

講義和手稿整合而得，透過盧雲

在信仰羣體的親身體驗，教導我

們屬靈操練的三個向度：內心、

讀經、羣體，好讓我們自由自在

地活出充實而滿足的屬靈生命。

十年．內外
作者：饒雙宜、袁兆昌等
出版：十年電影工作室
定價：HK$128

電影《十年 》引起社會廣泛討

論，本 書 透 過 文 字、影 像、繪

畫，詳細記錄了創作團隊的想

法，也記錄了一些嘉賓對當下

香港的分析和想像，藉此展現

他們對我城的愛與關懷。

開啟哲學之門──
孩子要認識的哲學思想

作者：竹田青嗣
出版：新雅文化
定價：HK$85

書中介紹二十二位古今中外的

大哲學家，簡單概括他們的哲

學思想，每篇附上相應的圖畫

及思考問題幫助大家理解，鼓

勵大人、小孩提出疑問，作多

角度思考。

22

經世致用—
經濟與神學的另類想像

編者：趙崇明主編
出版：文藝
定價：HK$98

資本主義文化邏輯深深支配我們

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教會能否

針對這問題，發展一套經濟神

學？本書透過不同學者的討論，

引導信徒更常反省和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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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ing Human in God’s World: An Old Testament Theology of Humanity
J. Gordon McConville / Baker / HK$252
The Baker Book of Bible Charts, Maps, and Time Lines
Edited by John A. Beck / Baker / HK$270
Greek for Everyone: Introductory Greek for Bible Study and Application
A. Chadwick Thornhill / Baker / HK$225
Advent for Everyone: A Journey Through Matthew
Tom Wright / SPCK / HK$117
Discovering Genesis: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Iain Provan / Eerdmans /  HK$260
Discovering Matthew: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Ian Boxall / Eerdmans / HK$260
Discovering John: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Ruth B. Edwards / Eerdmans / HK$260
Discovering Romans: Content, Interpretation, Reception
Anthony C. Thiselton / Eerdmans / HK$260
Old Testament Introduction: Text, Interpretation, Structure, Themes
Robin Routledge / IVP / HK$390

Making Sense of God: An Invitation to the Skeptical
Timothy Keller / Viking / HK$243
在一個重視經驗理性、人類文明進化的年代，人人都似乎有權追求自認為有意義、目標導向、快

樂的生活，關於上帝或某種更高權柄的觀念，是否還有意義？繼《我為什麼相信？》，提摩太�
凱勒（Timothy Keller）牧師認為在上述方面，基督教為我們提供了無與倫比的資源；本書揭示了

基督教在我們生活中的深刻價值和重要性。

	 聖經研究 	

01

02 Destiny: Learning to Live by Preparing to Die
David Gibson / IVP / HK$130
面對死亡，有人選擇逃避，有人積極面對，究竟聖經怎麼看待這個問題﹖作者透過傳道書，指

出正確的死亡觀，能使人更有智慧地活在當下，擁有自由的心靈。不論年輕還是年老，健康還

是患病，正確地思考死亡都是我們一生的學習目標，它使我們活得更有意義。

Becoming Christlike
Peter Lewis / IVP / HK$130
Jesus Speaks: Learning to Recognize and Respond to the Lord’s Voice
Leonard Sweet and Frank Viola / Thomas Nelson / HK$162
Uninvited: Living Loved When You Feel Less Than, Left Out, and Lonely
Lysa TerKeurst / Thomas Nelson / HK$153
The Strength You Need: The Twelve Great Strength Passages of the Bible
Robert J. Morgan / Thomas Nelson / HK$207
The Heaven Promise: Engaging the Bible’s Truth About Life to Come
Scot McKnight / Waterbrook / HK$162
Your Powerful Prayers: Reaching the Heart of God with a Bold and Humble Faith
Susie Larson / Bethany House / HK$135

	 信徒生活 ／靈命塑造 	

7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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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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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swering the Toughest Questions about God and the Bible
Bruce Bickel and Stan Jantz / Bethany House / HK$117
Remember and Return: Rekindling Your Love for the Savior- A Devotional
John MacArthur / Baker / HK$135
A Fellowship of Differents: Showing the World God’s Design for Life Together
Scot McKnight / Zondervan / HK$153
The Art of Healing Prayer: Bringing Christ’s Wholeness to Broken People
Charles Ringma and Mary Dickau / SPCK / HK$143

Catching the Wave: Preaching the New Testament as Rhetoric
Tim MacBride / IVP / HK$156

No God But One: Allah or Jesus?: A Former Muslim Investigates the Evidence for Islam & 
Christianity
Nabeel Qureshi / Zondervan / HK$162
身為穆斯林，伊斯蘭教不僅是外在的宗教，更是他們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對穆斯林

來說，改信其他宗教，實在是一條帶著犧牲心志的不歸路。曾為穆斯林，如今改信基督教，作者

在書中抽絲剝繭，系統地研究並陳述這兩種一神宗教的異同，探討哪一位神是那配得敬拜的。

Black Flags: The Rise of ISIS
Joby Warrick / Anchor Books / HK$160
Biblical Authority after Babel: Retrieving the Solas in the Spirit of Mere Protestant 
Christianity
Kevin J. Vanhoozer / Brazos / HK$198

教牧／宣教

神學／護教

The Paradox of Holiness with Faith in Search of Obedience
Donald G. Bloesch / Hendrickson / HK$360
Adam, Christ and Covenant: Exploring Headship Theology
A. T. B. McGowan / IVP / HK$221
Political Church: The Local Assembly as Embassy of Christ’s Rule
Jonathan Leeman /  IVP Academic  / HK$325
Pictures at a Theological Exhibition: Scenes of the Church’s Worship, Witness and Wisdom
Kevin J. Vanhoozer / IVP / HK$195
Spirit and Salvation: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Theology for the Pluralistic World
Veli-Matti Karkkainen / Eerdmans / HK$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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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及禱告類 TOP10
2 1 靈心明辨──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盧雲、克理斯坦森、萊爾德  ／基道  ／2015
6 2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40天
  大衞．邁思勤  ／基道  ／2010
9 3 學作主的門徒──與潘霍華一同靈修40天
  羅恩．克盧格 主編  ／基道  ／2010
12 4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溫偉耀  ／卓越使團  ／2002
13 5 每日經歷神  ／亨利．布克比  ／道聲  ／2000
14 6 每日與主同行  ／蘇穎智  ／全心  ／2006
23 7 禁食，讓身體說話  ／麥克奈特  ／基道  ／2016
26 8 一棵樹栽在溪水旁：盧雲談靈性塑造  ／盧雲、基斯

  頓生、莉雅  ／宗教教育中心  ／2016
27 9 與潘霍華一同默想主的降生──41天靈修之旅  ／潘霍華

  基道  ／2012
28 10 傾聽──讓聆聽觸摸生命（二版）  ／詹姆士．沙利文

  基道  ／2015

信仰及生活類 TOP10
1 1 同行——最美的陪伴  ／鄭起老  ／校園  ／2015
3 2 別搞錯信仰  ／蔡頌輝  ／明風  ／2016
5 3 關於基督徒，我們說的其實是……  ／陳韋安  ／明風

  2015
8 4 標竿人生  ／華理克  ／基督使者協會  ／2006
24 5 追隨基督  ／潘霍華  ／道聲  ／1965
29 6 基督徒不是傻瓜  ／黃遠志  ／餅和魚  ／2015
36 7 羞恥與恩典：治癒內心那不必要的羞恥感  ／史密德

  亮光文化  ／2016
46 8 等待，是一場操練  ／羅乃萱  ／突破  ／2015
53 9 灌溉心靈的半杯水──沈祖堯最想分享的感恩故事
  沈祖堯  ／皇冠  ／2013
65 10 成長，學不完的生命功課  ／羅乃萱、司徒永富

  印象文字  ／2014

人際、兩性及家庭類 TOP10
10 1 愛人如己不是常識——實踐最大誡命的15堂課  ／程志強

  呼吸文化  ／2015
16 2 真誠的關係──發掘失落了的互為肢體之道
  韋恩．雅各布森、克萊．雅各布森  ／基道  ／2010
19 3 我們彼此連結  ／羅乃萱  ／印象文字  ／2016
31 4 寬恕始能忘記——治癒內心那不必要的傷害  ／史密德

  亮光文化  ／2016
34 5 戀愛靈旅──給戀人的靈修書  ／賓．楊、撒母耳．亞當斯

  基道  ／2007
52 6 結婚後要做到的50件事  ／區祥江  ／青源  ／2013
59 7 姻上加恩——關於婚姻的三十堂課  ／何志滌、羅乃萱

  家庭基建  ／2006
71 8 你很特別（幼兒版）  ／陸可鐸  ／道聲  ／2005
72 9 情緒四重奏──同行生命中的憂怒哀樂  ／葛琳卡  ／基道  ／2007
75 10 女人要愛．男人要尊重  ／埃格里斯  ／天道  ／2007

牧養及事奉類 TOP10
4 1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斯托得  ／校園  ／2015
18 2 世界不配有的人  ／邢福增  ／研道社  ／2015
41 3 兒童事工大覺醒：讓家長成為孩子的屬靈師傅  ／陳黃家儀

  基稻田  ／2016
42 4 看見鄰舍．看見使命︰尋找「落地」使命之旅  ／葉漢浩

    FES  ／2016
43 5 事奉生命的建立──認識事奉的態度、原則與恩賜
  郭鴻標  ／基道  ／2007
56 6 某確類——以精心門訓重新定義事工成敗  ／曾金發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聯絡中心  ／2015
57 7 塑造主生命門徒訓練（一）十架篇  ／韋愛華、摩亞  ／浸信會

  2003
58 8 香港．教會．啟示錄  ／曾思瀚  ／基道  ／2015
64 9 政治中的教會  ／鄧紹光  ／基道  ／2015
100 10 遊戲無限．CRAZY GAME BOOK．遊戲瘋  ／王詠詩、

  鐘尚昕  ／德慧文化  ／2015

TOP10年
度

2016 年度暢銷書榜的統計資料，涵括了由 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期間銷售的書籍，以中文書為向度，參考各

細類在書店的銷售佔比，分列「靈修及禱告類 TOP10」、「信仰

及生活類 TOP10」、「人際、兩性及家庭類 TOP10」、「牧養及事

奉類 TOP10」及「聖經及神學類 TOP10」，並於左側列出該五十

本分類暢銷書的全年總銷量排名。

聖經及神學類 TOP10
7 1 今生．來世  ／溫偉耀  ／明風  ／2016
11 2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  ／2013
15 3 成聖、成仙、成佛、成人——正視人的高貴與醜惡
  溫偉耀  ／明風  ／2015
17 4 馬可福音：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基道  ／2016
20 5 壞鬼比喻：馬太福音篇──糾正新約比喻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基道  ／2016
21 6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 ／溫偉耀  ／明風  ／2014
22 7 義道──馬太福音品讀  ／孫寶玲  ／德慧文化  ／2016
32 8 是否真有神的存在？  ／溫偉耀  ／明風  ／2012
44 9 21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  ／校園  ／2016
49 10 擘開生命之餅──路加五個獨有的比喻（二版）
  馮蔭坤  ／基道  ／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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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麼是虛假？

前陣子，有機會跟同工與一位闊別數年的牧者相聚。

他多年前已是一般人眼中的「成功」牧者，後來卻捨棄

堂會的安穩生活，專注於建立另類的門徒羣體。幾年

間，他與「信友」一起探索何謂真實的信仰，直面人性

的軟弱，憑信心過由羣體共同辨識的生活。

我們的原意是談談出版計劃，最後倒經歷了一趟幾小

時的真誠對話之旅，當中叩問著：甚麼是文字事工的

初衷？是一己的成就和志向？是盡忠「營運」和努力「生

存」？是否不自覺地躲藏在偉大的口號背後，發出教人

窒息的自怨自憐？當然，這些宏大問題的背後，總是

盤根錯節，也總不離理想與現實的張力。但這位牧者

所堅執的真誠，以及那種從低陲回望的懺悔，在在提

醒著我們，從事基督教文字工作，需要戒慎恐懼，對

甚麼是虛假當保持醒覺。

甚麼是真實？

一年多前，經同工的友好介紹，認識了一位傷健人

士，不少人稱她為「輪椅上的天使」。四十多年來，

她積極投身志願工作，以自身經歷幫助及關懷弱者。

甫見面，她便說上帝感動她籌款自資出版一本「見證

集」，講述其一生經歷及所認識的相交好友，且說要印

「一萬冊」！而收益將全歸慈善用途。可知新書一年銷

售達二千者已是非常暢銷，而按我們的經驗，這類見

證集並沒有「市場」，於是便以種種「專業」理由遊說

她降低印量，免得慘淡收場。

結果，新書出版原來只是她另一趟生命旅程的開端。

新書面世後，她幾乎天天在街頭「賣書」，更不時與

路上相遇的人分享出版理念，且不斷邀請有心人參與

寫作，擴充見證集的內容，讓更多人能活出生命的美

好。去年十二月，新書出版剛滿一年，印量突破萬

冊；當中絕大部分更是由作者「直銷」─日復日、

一本一本親手交到讀者手中，而書中所盛載的生命故

事，亦因著她這另一趟生命旅程而日益豐富。

回望這本書的誕生和成長，原來作者已鮮活地向我們

演示了「暢銷」的真義，以及信仰論述的能力。終究我

們是否真箇認定文字工作乃關乎（信仰）羣體的生命工

作？我們又有沒有足夠的耐性和毅力，讓文字工作最

終發酵成影響生命的事件？

在虛實之間，讀者又豈只是旁觀者？在求真的路上，

求上主興起更多關切文字工作的守望者和同路人，讓

我們能夠在羣體之中辨別真偽，在書業日益艱難的當

下，不忘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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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緣上的香港：
國族論述中的（後）殖民想像
駱頴佳  ／HK$88

「香港」作為一個邊緣城市，
究竟是如何被中國書寫的？

本書以五四運動為起點，貫穿毛澤東

的社會主義年代、鄧小平的後社會主

義年代，而至香港九七回歸後當下的

處境，嘗試勾勒出香港被中國國族論

述書寫的來龍去脈。

重構香港：從庶民空間到社區更新
再造香港：從社會創新到參與規劃
鄒崇銘、黃英琦、梁志遠、龍子維 合編
印象文字、聯區小販發展平台、影子長策會 聯合出版
每本HK$98

中國乎？本土兮！：
身分認同的十字架
邢福增  ／HK$88

每個基督徒都在背負十字架。
此時此地，身分認同也是一個沉重的
十字架。

作者於本書中寄語讀者，無論我們是

誰、盛載著怎樣的歷史記憶，我們都

是強權下的倖存者。我們要守護的，

不僅是外在的十字架，更是這個記號

所承載的精神與尊嚴。

10~12月份
印 象 文 字 出 版

我們想要的未來？
    我們需要的城市？

重奪在地生活日常，
就是一種強調民間智慧、開放參與的「日常城市主義」，
抗衡現時由上而下的規劃思維。

我們需要的，乃是真正立足於社會的變革，一種能改變香

港城市發展格局的新視野，而無可避免地，這種力量只能

發軔於民間。戰場其實無處不在，沒有硝煙的陣地戰，發

生在大家生活的社區、每天使用的公共空間、上班乘車的

方式，以至種種共享經濟的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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