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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

麼，你打算為聖經每卷書寫書嗎？」一個讀者問。問得好。這
問題關乎寫作的主要目的。我追求寫作的質，還是量呢？正當
我衡量自己的寫作動機時，這是我所關注的。

文字是重要的
開始時，我會提出一件事。文字是重要的！
最近，華理克（Rick Warren）馬鞍峰教會（Saddleback Church）網站裏有對中
國人作失體統的描述，而我參與了其中的爭論，這使我對文字的影響有深刻
的感想。那圖像不需文字便成了對人的冒犯。當那段文字看來是形容一些
好事，但那圖像觸及大部分中國人的慘痛經歷，各民族的人都起來回應。主
流報業很快便報導這件事。即使小型如網誌般的媒介，關乎一個具爭議的主
題，在開始幾天便有近兩萬人次瀏覽，他們要看看這熱話到底是甚麼。文字
是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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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作者和聖經文本——上帝透過這兩個媒介揭示祂自
己，這不是很有意思嗎？不少人爭辯說成為人的基督揭
示上帝，可是我們並非所有人都曾遇見歷史上的耶穌。
我們依靠的是文字。即使是舊約裏的信眾，他們都是跟
從妥拉或口傳的教導，以踐行信仰。文字是重要的。

書寫是重要的
很久以前，希臘人對書寫持懷疑的態度。他們認為口述
見證更為可取。但諷刺的是，他們的異議被書寫記錄
下來。很多人會問我，為何會選擇以寫作作為溝通的方
式。畢竟我講道多年，可用言語溝通。
在美好的一天，於某地的某聖經研討會裏，人們可接觸
到一位出色的講道者，但透過聆聽而吸收到的內容卻甚
少。我猜想一般腦袋是否能記得住內容的百分之二十。
熱心的聆聽者若想知得更多，可以買影碟或光碟，聆聽
及記下更多筆記。要把事情記住，需要時間和反思。不
同人的反思方式會不同，快慢也不同。可是，在宣講或
教學時，快慢由講者決定。聆聽者常常任由講員擺佈。

書寫彌補了言語的所有缺失。讀者買我寫的書，他們可
以在閒暇時閱讀。我的英文書已有電子版，讀者可以在
乘地鐵到目的地，沒事做發呆的時候閱讀。有些讀者覺
得某些書較深，會因此重看一個篇章幾次，以求理解其
中意思。相較快速地聆聽，書寫的文字讓人放慢速度，
反思文字的意思。某程度上，書寫的文字給讀者的教
導，是言說的話所不能做到的。

書寫的文字營救了言說的話。雖然書寫的文字有時要較
長時間完成，但它比言說的文字傳得更遠、更廣。在任
何一個星期天，一間巨型教會的講道者可能向一萬個人
宣講，而他們只記得內容的百分之十至二十。一間基督
教出版社所出版的一本書，藉開首幾刷所印製的數量，
可以觸及數量相若的讀者，但讀者記得的內容更多。假
若有五千人買一本書，他們或會把書借給朋友。在購書
者之中，可能有些是為教會圖書館購書的，那本書會供
人借閱。最後超過五千人讀過那本書，他們記得的內容
更多。某程度上，書寫較言說有效用。

不僅是生意
曾經有人談論我說：
「你寫了這麼多書，必定進帳不少。」
一位受尊敬的學者曾告訴我，若要以寫作維生，我定會
挨餓。我的學術界朋友的意見，無疑是對的。這非因我
的出版商待薄我，而是我寫的這類基督教書籍的巿場細
小。要維持生計，我大概是要寫本超級暢銷的小說，使
亞洲和西方社會的廣大羣眾都迸發想像力。但我不是小
說家，雖然我曾想過以創意敍事的方式記下我的經歷。
我為甚麼寫作？這無疑不是為了金錢。即使我們問那些
暢銷書的作者，他們也甚少為錢而寫作。寫作的人寫
作，因為寫作是他們表達自己的方式。寫作，是他們的
生命。我寫作，因為相較言說的話，書寫的文字所服事
的範圍可以更廣。即便言說的話已被遺忘，書寫的文字
仍存留。若有需要，人們可以從書架取出我寫的書作參
考。他們可以在目錄找到他們所要查看的題目。

曾思瀚
英國雪菲大學（University of Sheﬃeld）聖經研
究博士，現部分時間任職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聖
經研究科副教授，專責授講道學及新約。於美
國西雅圖（Seattle）全時間寫作、講道，並擔
任聖經講座的講員。中英文著作共計三十多

我實在為何寫作呢？我覺得自己頗蒙福，有出版社願意
出版我的研究。我不需追求數量，但我盼望自己所寫
的，都表達了我個人在知識與靈性上的突破。寫作是我
學習的方式，我也邀請讀者與我一起研習，分享我努力
的成果。我們在此彼此分享。我透過我的鍵盤，對著我
可能從未與之說話的世界作教導。這鍵盤是我的講台；
這世界是我的課室。因此，我寫作。我何以不寫？

本，包括《壞鬼釋經》
、
《壞鬼釋經：舊約敍事
篇》
，另有七套講座光碟。

（ 本文由編者翻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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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

子曰：「 不學詩，無以言。」詩中蘊藏豐富知
識，讀之能以古人之言啟發一己心志，從而
通達事理、心氣平和。宋朝黃庭堅則說：「三
日不讀書，則言語乏味，面目可憎。」我卻認為，不
讀詩書，未必會面目可憎，卻會叫人失卻對世界的深
入體會，生活容易變得乏味淡然。書，讓人得著種種
理解的框架，得以涉足森羅萬象的大千世界，將生活
中的零碎經驗漸漸整合，化成具深度的生命之流。
大學時期，一位老師苦苦提醒我們：「 不廣泛閱讀，
又怎可以了解這個世界，人總要有一個理解事物的框
架！」自此，我總提醒自己，再忙也要讀一點書，為
的就是要保持一顆自覺心，不讓自己活得不明不白、
淡然無味。起初，受到這位專研文學的老師影響，
我也嘗試讀讀文學。在圖書館隨手拿起陀思妥耶夫
斯 基（ Fyodor Dostoyevsky ）的《 罪 與 罰 》
（ Crime and
Punishment ）來 看。主 角 是 一 個 出 身 貧 寒、聰 明 絕
頂的青年，相信偉人的天命就是要改革社會制度，
使社會更臻完善，但這種建構卻勢必先帶來破壞，
由此，偉人犯罪就成為人生之必然。故事不算複
雜，卻帶出極深刻的人性反省，展現出善惡相混
的複雜人性，揭示人生的莫名無力感。本著一顆
博愛之心，書中主角力抗社會的不義，卻無意中
殺害了無辜者，不知不覺被拋入罪惡深淵，從此
不能自拔。當中揭示的，不單是腐敗的社會制
度，亦是人性深處隱隱滲出的一點無從解釋的
邪念，讀之彷彿感覺到，在善惡難辨的人性面
前，我們根本無力自決。人生的無奈與人性的
難測，給全然的展現出來，難怪尼采（Friedr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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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ietzsche ）也被此書深深震撼。
我認為上佳的作品，必定要能帶出與別不同的思考角度，激發人無窮的想
像空間，讓人更深的投進奇特奧妙的大千世界。神學家巴特（ Karl Barth ）
形容聖經為一個「 新穎而陌生的世界 」，其實，每一本書都是一個異於尋
常的世界，若能以寬廣之心，遊走於一個又一個的陌生世界，我們定能體
會書本世界的攝人力量，擴充自身的生命之流。每本書都彷彿是一個獨立
的陌生世界，讓人窺見大千世界的一片碎片，但又彷彿可感受到各個陌生
世界之間的隱密關連，共同揭示同一個森羅宇宙的不同面向。當中的美
善、憂鬱、疏離、虛實、無力感、幽暗、上帝的或隱或顯，全都是世人最
真實的共同經驗。閱讀，讓我們踏進這生命之流。
這種從書本中體驗人生、體驗世界的閱讀踐行，往往帶給人無窮樂趣，
甚至使人忘我地一生沉醉書海。然而，不是每一次閱讀都是教人滿意的
經驗，例如讀張愛玲的《 小團圓 》，不知怎的，我總是難以投入其中的情
感世界，體驗不了當中歷史的團圓。 閱讀，總會有驚喜，有失

望，有會心微笑之時，也有茫然若失之時，但只要
勇於嘗試，我們總能慢慢體會當中的樂趣。
或許是出於對科技的陌生感，我還是喜歡親自到書店尋找閱讀之樂，在書
店中自在徘徊，將身心投放於不同種類的書堆，讓指頭輕觸書扉的一縷清
香。實體書的質感、氣味，都不是冷冰冰的電子產品可以替代的。無論工
作、生活，我都喜歡被書本圍著，彷彿感覺到一種文化氛圍，在自己身邊
盪漾徘徊，讓人安舒得力。另一方面，逛書店也是一種不可取代的經驗，
或可說是一種被拋入的經驗。你永遠不知道你會碰上甚麼書，甚至分不清
是書找人，還是人找書，逛書店的樂趣正在於此。只要對生命還有期許，
我就會不住的埋首書堆，投入生命之流，只因我相信，道不遠人，就在文
字與文字的轉接之處。

江程輝
任職文字工作。喜愛
閱讀，特別關注宗教
對話、現代神學、中
國文化與基督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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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經營之苦，幾近變成常識。大家都說這是「永遠
的夕陽行業」
。業界一片哀鳴，不住扼腕之際，我
們又會讀到《最糟也是最棒的書店》
、
《書店不死》
這類感人小故事。那是書海裏的夢想與執著，店主與顧客之
間的互動，業界相互支援的共同體，載滿著個人生命探索之
旅的流動書車。書店總有迷人之處。但如果我們追尋的是文
字事工的召命，那麼，對實體書店及實體書的迷戀，對紙張
的氣味以及那種遠逝了的回憶的堅持，是不足夠的。
實體書店的理由之一，應是實體書。由九十年代開始，已不
斷有人宣告實體書已／將死。二十多年過去了，某類紙本印
刷媒體確實已／將死，但實體書仍常與我們同在，蓋因媒體
的生生滅滅，帶來的，更多是佔有率和市場的再分配。舊
媒體感到好一點的時候，是餅做大了，市場重新洗牌；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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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的時候，則是被完全取代，這從諸如傳統百科全書， 年起，美國的獨立書店相繼關門，但二○○九年至今卻
到 The New York Times 及 Lonely Planet 等的發展軌迹上可 有起色，袐訣是為讀者提供貼心服務。另一個經典案例
「的確，誠品可能會是華人世界最後一家
見一斑。傳統紙本印刷的銀河系統攝一切的年代或許已 更值得思考：
然更易，但正就在這一更易之交，我們看到了實體書的 超級書店，並且可能為書店找到一個出路：就是不只是
本質及難以代替的優勢，端在實體書最樸實原始的物理 書店。」這是二〇一三年九月《彭博商業周刊／中文版》
特性。例如禮品書最好還是拿上手，親手送出去。這 「最後的書店，誠品」專題所下的結語。誠品當年決定不
就講究手感、觸感和美感了。如果是要讀者深刻反思的 朝數位及電子商貿轉型，轉而擁抱生活空間的體驗與想
作品，那就要講究專注、停駐、徘徊，或許讀者要把書 像，造就了今天不一樣的誠品──無論你喜歡與否。是
頁翻來覆去，這與實體書的物理特性至為吻合，而實體 的，實體書店最不可取代的，是人與空間。
書亦的確能較完整及自足地呈現出一個思想。由此，實
體書的限制正是其優勢，而流動閱讀的優勢──無限延 因此，書店應該是一個讓相遇發生的開放平台，呈現思
伸的可能──亦正是其缺欠所在。於是，問題便變成了 考及信仰的種種可能，拉闊讀者的想像及視界；這裏應
「究竟哪些內容適合以實體書的方式呈現？」
。這是文字 該是作者、文字工作者甚或知識生產者彼此思想激盪的
地方，是他們與讀者甚或讀者間交流的場域，也是不同
工作者不得不反思的問題。
羣體扣連的所在。因此書店不應製造區隔與隔閡。書店
亦應該是在地的。書店與一座城市及該地區有何關係？
與服事的對象及羣體怎樣相干？由選書到擺設，如何既
但實體書存在的理由，不是實體書店 要切合讀者的需要，亦能帶動讀者的閱讀口味？書店前
線工作者又如何給讀者提供貼心服務，幫助讀者找到所
存在的充分理由。電子商貿及網購流行，實體 需？這均是經營者每天在辯證中踽踽前行的張力所在。
書店所受的衝擊可能比實體書更大。香港業界處境可 而且這相遇之地方，是一非虛擬的在地空間，那就離不
能還好一點，彈丸之地，像一小時生活圈似的，購物便 開人與人的真實接觸。那麼最直接的便是作者與讀者直
利，而且我們的居住環境狹小，外出 shopping 成了閒暇
接交流，這亦是我們經常辦說書會的原因之一。書店
的王道，加上香港物流費用並不便宜，因此讀者到書店
買書的動力和誘因還在。雖然在香港，空間問題不是一 更應該是人心靈安頓之所，靈魂盼望
時三刻就能夠解決，但環顧世界各地書店的現況，我們 的窗口。安頓，需要慢思的空間，而這是書樓堅持
總不能掉以輕心，總得問：相較網路書店，實體書店有 設立「高成本」的 sitting area 的原因。每當我自己身心疲
何優勢？
憊，蕩失了路，一走進書店便會感到被智慧圍繞，立刻

二

書店所為何事？一年前用上了幾個隱喻來表達我們對書
樓的理念。書樓，希望是讀者生命的窗戶，可以給讀
者照見一個又一個世界。讀者可以在這裏找到相遇同
行的伙伴，也可以欣賞到跌宕多姿的信仰風景，並感受
到回家的安舒與寧謐──或許這也是我們潛意識上以
bookhouse 而不是 bookstore 自許的其中個原因。由理念
延伸下去，那書店繼續存在的原因是甚麼？據報由二千

充滿盼望。我們的需要或許未必能完全滿足，我們的問
題或許未必一時就能解決，但置身其中，人應該可以找
到盼望。基督徒言說盼望，不是指明天會更好。盼望的
焦點攸關信仰的對象，甚或指涉終末的意涵，那即指向
基督。由此，基道書樓是Logos Bookhouse，那是文

字與道之居所。

吳國雄
基道文字事工出版及事工總監
印象文字主編

趙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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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專任講師

教會政治

是另類選擇

由

戴 耀 廷 等「 佔 中 三 子 」發 起 的「 和 平 佔 中 」運 動，已 經 成
為全城熱烈討論的一個政治議題。面對社會這個關鍵時
刻的重大改變和挑戰，難道香港教會仍可置身事外？藉著
「 佔中 」的出現，我盼望長期不談政治的教會也能覺醒過來，開始
思考及實踐教會本身的政治性。因此，這本書是為教會而寫的，
目的是透過「 佔中 」行動這特定的社會事件，對教會政治（ ecclesial
politics ）作神學反省。
我並非要為「 佔中 」做政治評論，這不是我的專業，亦超出我的能
力範圍。我只是對教會有話要說，希望趁此政局變化和「 佔中 」於
此刻歷史舞台出現的機遇，與教會一起做神學反省和自我批判。本
書最主要的目標，也並非要評論民主思想的好與壞，更不打算用基
督教神學來合理化（ justify ）先存和既定的政治立場，教會從來沒有
責任要為任何世俗政治背書。本書的任務只是想顯示出世界政治與
教會政治的差異，從而檢討教會有沒有成為世界的他者，教會有沒
有成為另類的政治實體，能否成為世界的另類政治選擇。
問題是：教會如何另類？教會政治的另類性，重點在於從耶穌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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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建立一個和平的國度。因此，「 非暴力 」不僅是教會
政治的方法或手段，「 非暴力的和平 」也是教會政治的
目標。在本書中我正是從耶穌政治的角度去闡釋「 和
平 」與「 非暴力 」的意思，並指出教會政治是一種柔性
政治（ soft politics ），跟一般強調「 剛性權力 」的世界政
治（ 包括民主政治 ）不同，這也正是其另類之處。
除此以外，「 公義 」、「 平等 」、「 自由 」被公認為民主
思想的普世核心價值。然而，何謂「 普世 」
？究竟有沒
有「 抽象 」的普世價值存在？也許，民主思想關心的只
是抽象的價值。教會政治同樣重視「 公義 」、「 平等 」
和「自由」，只不過教會政治總會問：「誰的公義」、
「誰
的平等 」和「 誰的自由 」
？教會政治關心的不是抽象的
普世價值，卻是具體日常生活的政治倫理踐行，這也
是教會政治與民主政治部分差異之處。不過，教會政
治更大的另類性，在於它必然以「 慈愛 」作為起點和核
心，以定義和衡量其他的價值 ——「 首先栽種慈愛，
然後才能收割公義、平等和自由 」，這也是本書的討論
重點。
也許，這是本兩面不討好的書。對大部分不談政治、
只談救人靈魂的福音派教會而言，可能覺得我不務正
業，甚至會懷疑我偏離傳統福音信仰，屬於「 自由派 」
或「 社會福音派 」。對那些支持民主的社會行動派（ 或
社會改革派 ）的教會而言，可能會覺得我的神學保守
和政治不正確，甚至懷疑我是支持「 河蟹 」的「 親建制
派 」。然而，兩面不討好絕非壞事，柔性的教會政治也
許是兩條路以外的「 第三條路 」
（ the third way ），「 第
三條路 」不是「 中間路線 」，因為「 中間路線 」可能只是
一條左右逢源之路。柔性的教會政治卻是「 兩面不討
好 」的「 另類政治 」。固然這條路並不好走，不過作為
一個事奉上帝和服事教會的神學工作者，我只能忠於
現時對上帝的認識（ 神學 ）而給教會一些意見，哪怕將
來我的神學反省被證明是錯的。

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
趙崇明 著 ／HK$88

（ 節錄自原書的作者〈 自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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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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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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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

教

會認信拿撒勒人耶穌是彌賽亞。祂是道成肉
身的上帝。祂是救贖者。祂是教會和世界之
主。祂是中心，不單是基督信仰的中心，按
聖經斷言的也是宇宙本身的中心，萬物都是藉著祂造
成的：「 他在萬有之先；萬有也靠他而立。」
（ 西一 17 ）
沒有耶穌，基督教就是一個無意義的企業，沒有它的
中心人物、根源、根基、權威及命運。
現在的問題是，橫跨神學與認信之範疇的基督教會，以
及作為學術科目為教會效力的基督教倫理學，兩者往往
規避耶穌，即基督信仰的房角石和中心，因而犯錯。明
確而言，耶穌的教導和踐行─特別是祂有一大段落的
教導（ 即登山寶訓 ）─在教會講道和教導的職事裏，
以及在基督教於倫理學上的學術研究裏，都一直被忽視
或被錯誤解釋。規避耶穌的具體教導，嚴重影響了基督
徒的道德踐行、道德信念和道德見證。耶穌教導我們，
我們在作門徒上所受的考驗，在於我們是否按祂的教導

行動，是否「 去行 」
（ put into practice ）祂的說話。這就
是「 把房子蓋在磐石上 」的意思（ 太七 24 ）
。
我們相信，耶穌的說話是認真的。因此，宣稱規避耶
穌的教導會對基督徒的身分構成危機，並會引起疑問：
到底誰正在發揮教會之主的作用？這宣稱並非言過其
實。當耶穌訓練門徒的方式遭削弱、邊緣化或廢除，
教會和基督徒就會失去他們的抗體，難以抵禦世俗意識
形態的感染，易受意識形態所操控，為某些別的主宰之
企圖而效力。我們如今所恐怕的正正是這類偶像。
我們寫作，就是為了糾正這問題。我們的目的是，為
基督教倫理學和教會的道德生活，重回耶穌基督那
裏。我們意圖為基督教倫理學作一個導論式解釋，是
建基在「 磐石 」的，即在耶穌的教導和踐行上的。而我
們在這過程中，也意圖為基督教倫理學，重拾登山寶
訓的教導。我們認為基督徒的生活包括跟從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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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教 會 倫 理 系 列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

司道生、顧希 著
紀榮智、吳國雄、梁偉業 譯

HK$368

順從祂的教導和踐行祂所教導和示範的生活方式。耶穌教導祂的門徒，當
他們順從祂，並踐行祂的教導和生活時，他們就有分於上帝之掌權（ the
reign of God ），這掌權由耶穌在地上的事奉所開展，在祂再次歸來時將會
達到頂峯。因此，我們嘗試撰寫一個基督教倫理學的入門讀本，不歇地聚
焦於耶穌基督這位上帝國度的開展者身上。
當我們查看現有的基督教倫理學課本，我們感到驚訝，因為幾乎沒有作品
從登山寶訓中得出具建設性的東西。登山寶訓乃是新約中耶穌的一大段教
導，耶穌在大使命中表示這教導是作門徒的方式，而早期教會亦常引用這
教導，過於引用其他經文。有些東西錯得很。現在我們欣然認為我們是這
趨勢的一分子︰重拾耶穌給基督教作門徒（ Christian discipleship ）所提出之
道。近日，有來自三個不同傳統的著作出版：魏樂德（ Dallas Willard ）的《 神
聖的約定 》
（ The Divine Conspiracy ）
，斯龐（ William C. Spohn）的《 照著做吧 》
（Go and Do Likewise）
，以及韋晞（Allen Verhey）的《記念耶穌》
（Remembering
Jesus ）
。我們熱烈歡迎這三本優雅的著作面世，這三本作品都是認真看待耶
穌之道。我們著書的緣由也一樣，我們期盼這四部著作全都在預告一場運
動要展開，並一起合作，有如駟馬並駒，奔向同一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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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的梗概和結構
在本書中，我們有意以耶穌，尤其是登山寶訓，來設定基督教倫理學的議
程。這簡單的決定帶來叫人驚訝的具體結果。現時許多基督教倫理學的
入門讀本─撇除一些教會近日致力提倡道德的努力─它們主要集中注
意一些耶穌不曾討論的議題，卻忽略幾個耶穌一再談論的議題。我們承認
有需要思考現今一些不曾存在於耶穌時代的關注，我們只是盡可能嘗試以
耶穌的教導來設定我們的議程。我們希望集中注意耶穌所教的，對基督教
作門徒來說乃為重要的內容。我們認為，這是作為基督徒的最佳方式─
作基督的跟隨者。這樣的進路也對現今意識形態的入侵，以及這些意識形
態所推廣的、扭曲了的議程，作出檢查。
本書是有關基督教倫理學的作品，不僅是一本有關登山寶訓的著作。而
進一步來說，在書中關於聖經的部分，我們不獨建基在登山寶訓之上：
我們經常以舊約的希伯來聖經為基礎作解釋，也經常查看新約的其餘部
分來印證。事實上，我們照以賽亞先知那關於拯救的段落（ deliverance
passage ），查看耶穌有關上帝國度的教導的背景，這樣理解耶穌有關上
帝掌權之教導，給予我們更豐富的內容。特別以希伯來聖經為根據，此
乃是本書其中一個具指導性洞見，也是本書命名為《 國度倫理 》
（ Kingdom
Ethics ）的原由。
本書分為七部。第一部嘗試從思考上帝國度（ the kingdom of God ）的意
義，來為耶穌所教導的倫理定位；因這觀念（ idea ）是祂的宣講和自我理
解之核心。我們探討基督教倫理學的進路，呈現了我們對上帝掌權的鮮明
聚焦，而我們認為這一焦點從耶穌自己的宣講中得到恰當的證成。這討論
因而為我們處理品格（ character ）的議題奠定基礎，它始於以國度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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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重新考量八福（ the Beatitudes ），並進而思想當代的
品格倫理學（ character ethics ）。
第 二 部 思 考 道 德 權 威（ moral authority ）和 道 德 規 範
（ moral norms ）這些主題，它們是不斷在基督教倫理學
中出現的。所有倫理學的進路，不論是否基督教的，
都該提出一些說明，指出在決定道德真理時，甚麼才
算是權威，以及如何包裝並傳遞這樣的真理。在這一
部中，我們嘗試顯示出，耶穌在處理道德權威，以及
在處理道德規範的形態與功能之方式。這一部會是我
們最明顯具「 方法論的 」
（ methodological ）─然而，
整本書都有意展示基督教倫理學的某一個方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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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倫理學入門讀本，我們嘗試提出最適切相關的
聖經 文本、主題，以 及跟 引起討論 之 議題有 關的母
題（ motifs ）。因 為 我 們 設 法 盡 力 貼 近 耶 穌 所 教 導 的
倫理學，尤其留意那些深深影響耶穌的教導的舊約經
文，以及 反映出 登山 寶訓、並其他 傳 遞給 早 期教會
的耶穌講論之新約材料。然而，我們定當以整本正
典為基督教倫理學之權威，並依此來作我們的聖經
研究。

在眾多資源之中，對傳統、經驗和社會科學數據，作
詳盡論述的並蒙聖靈光照的反省，也為我們所面對
的大部 分道德 議題，提 供洞見；而這 類 道德 考 古學
（ moral archaeology ），在這本書裏也有不少。如我們
其餘各章會處理由登山寶訓所帶出的議題及主題，或 聲稱的，基督教倫理學必須建基於耶穌基督這磐石，
由登山寶訓所暗示的，跟當代道德挑戰有關的議題及 並祂的教導之上，這並非指要捨棄聖經的其他部分，
主題。第三部集中討論多項關於生與死的議題；第四 或指其他知識來源是毫不相干的。
部是關於性、性別及婚姻倫理學的思考；第五部探討
愛與正義這兩個宏大主題；第六部透過探討說真話、 為使本書更易閱讀，我們避免使用註腳，以及將註釋
種 族、經 濟 及 關 愛 創 造，來 看 正 義 與 愛 之 關 係。最 以括號形式放在內文中，即使是首次引用，通常也以
後，第七部藉思考耶穌有關祈禱、政治和道德踐行之 書名的縮寫為記。本書有供進一步參閱的參考書目，
正文括號裏所提及的著作，讀者在此書目可找到對應
教導，來總結這整本書。
的出版資料。我們期盼這書的討論是有意思又引起爭
不管怎樣，各章都以登山寶訓中某一部分為根據，但 論的，以致使你想要閱讀更多資料。
對於在這裏所發展的倫理來說，登山寶訓並不構成那
惟一的基礎，而我們也並非嘗試把這本書編成一本對
（ 節錄自原書的〈 前言 〉）
登山寶訓的、直接的釋義。正如任何值得一讀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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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王明道的最後自白 ／王明道 遺稿、邢福增 編著

與病患者同行 — 給關顧者的屬靈指引 Spiritual Care: A

Guide for Caregivers ／朱迪斯艾倫謝利（ Judith Allen Shelly ）著／陳永財 譯

尋訪古老的屬靈踐行 Finding

Our Way Again: The Return of the Ancient Practices ／麥拉倫（ Brian D. McLaren ）著／陳永財 譯
Matthew ／侯 活 士（ Stanley Hauerwas ）著 ／李 雋 譯
Culture ／戴歌德（ Gerd Theissen ）著 ／譚偉光 譯
崇明 合編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3 月 聖 經，一 本 怎 樣 的 書？ The Bible and Contemporary

4 月當傳統遇上更新 — 當代基督徒的更新之旅／鄧瑞強、趙

6 月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 — 提多書、提摩太前書析讀／曾思瀚 著／曾景恒 譯

我一直以為，

人生是這樣走的 — 為生命重新導航 Breaking the Idols of Your Heart: How to Navigate the Temptations of Life ／
艾倫德（ Dan B. Allender ）、朗文（ Tremper Longman III ）合著 ／李小釧 譯

7 月當祂在十架上 — 與侯活士默

想基督最後七言 Cross-Shattered Christ: Meditations on the Seven Last Words ／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 ）著／紀
榮智 譯

親子敬拜樂園／霍張佩斯 著

壞鬼釋經︰舊約敍事篇 — 糾正舊約金句的常見詮釋／曾思瀚 著／李梅 譯

9 月禱告靈旅 — 與 15 位聖徒一起禱告／梅智理（ Jerry Moye ）著／周健文 譯
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趙崇明 著

雞毛蒜皮的信仰／許立中 著

12 月剛強壯膽回應上帝的應許 — 約書亞記析讀／黃嘉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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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聖經通識叢書
01

剛強壯膽回應上帝的應許──

Re：教會重塑系列
02

完全的教會——

約書亞記析讀

顛覆地重塑福音和羣體（ 暫名 ）

黃嘉樑 著 ／HK$163

Total Church:
A Radical Reshaping Around Gospel and Community
查斯特（ Tim Chester ）、添美斯（ Stephen Timmis ）著
曾景恒 譯 ／2014 年 4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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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很仔細地分析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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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有這麼多人離開教會？為何這麼多人覺得教會不再吸引？
兩位作者也曾為著這些問題而深感苦惱，因此，他們嘗試以
不一樣的方式運作教會，希望能夠在後現代世界認真的履行
基督教使命。他們嘗試讓信徒在社區裏一起實踐福音，繼
而吸引更多人活出活潑的信仰。本書記錄了他們這個信仰旅
程與神學反省，以及他們對教會的願景。他們指出，教會不
是無數的會議，也不是一座建築物，而是我們在基督裏的身
分，這身分亦會塑造我們的整全生命。他們也強調，
「 完全的
教會 」要同時以福音與羣體為中心，這樣教會就能讓人真正
活出信仰及彼此分享信仰。
本書分為兩部分，第一部分探討何謂以福音與羣體作為基督
徒生命與宣教的中心原則。第二部分探討在教會生活的不同
層面，如何應用這個「 以福音與羣體為中心 」的雙重原則。按
照對聖經的探討，以及嘗試應用這雙重原則，帶領我們構想
及展望「 完全的教會 」。
作者簡介
查 斯 特（ Tim Chester ），「 擠 擁 之 家 」
（ The Crowded House ）牧 者、北
部訓練學院（ Northern Training Institute ）總幹事。曾任英國施達基金
會（ Tearfund ）研究及政策總幹事。他的著作包括 You Can Change、A
Meal with Jesus、Good News to the Poor 等。他與添美斯的另一合著為
Everyday Church: Gospel Communities on Mission。
添美斯（ Stephen Timmis ），「 擠擁之家 」創辦人之一、北部訓練學院總
幹事。他亦是拉德斯托克事工（ Radstock Ministries ）的創辦人及前總
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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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版封面 ）
01

聖經通識叢書

靈修著作精選
03

敬虔生活的操練（ 暫名 ）

02

04

羅慶才 著 ／2014 年 3 月出版

彼此合一同得基業──
以弗所書析讀（ 暫名 ）
郭漢成 著 ／2014 年 4 月出版

身體出現健康問題，我們都會在意、補救，但倘若屬靈生命出
現了問題，我們在意嗎？我們的內在的生命，其實跟我們外在
的生命一樣重要。在這個世俗化的社會中，我們經常面對信仰
的挑戰或物質的引誘等，而讓我們能站立得穩的原因之一，就
是屬靈生命的操練。
繼《 生命成長 17 課──學習聖靈果子和八福 》
，作者再次分享
從聖經而來的教導。本書輯自作者的講章，全書共十三章，每
章逐一講解默想、認罪、屬靈辨識、獨處、禁食、簡樸和服事
的操練，認識歇息、聖潔的重要，從而讓我們明白如何過討神
喜悅的敬虔生活，以我們的生命表達對神的愛。每章末設禱告
及反思問題，供讀者個人或小組閱讀、思考和討論。
作者簡介
羅慶才，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Southern Baptist Theological Seminary）
舊約研究哲學博士。曾於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及美國海外神學院任教。
現任鑽石山浸信會主任牧師。

本書作者嘗試以「 一同／同 」和「 奧祕 」這兩個詞，將以弗所書
的信息內容串連在一起。以弗所書是保羅寫給在以弗所的外邦
及猶太信徒的，他們即使歸信了基督，但在信仰上彼此仍有分
歧，教會生活仍有許多不協調的地方。保羅要讓他們明白有關
救恩的一個奧祕，就是無論外邦人或猶太人，他們在基督裏已
一同成為亞伯拉罕的後嗣，一同有新的身分，一同得到從天上
來的基業。因著這奧祕，他們就應有更新的生活方式──彼此
合一、互為肢體。
耶穌基督的救恩是施予眾人的。無論是富有或貧窮、學歷高或
低，全都可以藉著耶穌得以成為上帝的子民，在基督裏合而為
一，只是信徒或許會不自覺地在教會的生活中劃分等級。但這
不是上帝的心意。盼望這書讓我們更明白以弗所書的內容，並
反省我們在教會中的生活。
作者簡介
郭漢成，英國杜倫大學（ University of Durham ）神學博士，主修新約，
專研究保羅神學。現任馬來西亞神學院院長，兼任新約講師。曾參與
《 聖經串珠註釋本 》及《 聖經新辭典 》的譯寫工作。著有 The Truth of the
Gospel: A Study in Galatians 2.15~21、《 加拉太書導論 》、《 情理之間持信
道──加拉太書、帖撒羅尼迦前後書析讀 》
（ 合著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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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告白
靈程學問與我
讀這書，你會讀到神學、文學和心理學的反省；你也可能看到一個不太熟悉
的形象——我的童年、少年，以及我活在其中的都市。當然，你必然也
會讀到的是，我的信念如何提醒我佇立在門檻上等候、在街頭默觀。
我這形象時而靜靜細想，時而高聲讚美。我在行進中，在反思，且
與歷代先行者在對話，但我也在禱告裏。我深深知道，召命真的
不是作某一件事，而是跟隨主，活出生命的真誠與意義。

門檻上的信仰告白—

——蔡貴恆

靈程學問與我
蔡貴恆 著／HK$138
出版

教會事工

01

教牧心靈健康的危機與建立

02

林榮樹 主編 ／崇基學院神學院 ／HK$70

合一路

牧者情──

在基督教協進會事奉的日子
蒲錦昌 著／崇基學院神學院 ／HK$80

教牧的心靈健康常被忽略。他們年復一年可以沒有參加集
體崇拜及肢體活動，生命可能充塞著事奉而不是充實。本
書集結崇基學院神學院牧養研討會發表的報告及文章，可
給教牧改善及檢視自己，得著靈命更新。信徒亦可透過本
書明白教牧的心靈狀況，從而給予支持及體諒。

作者從二〇〇九年起於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事奉及在相關機
構任董事、執委，出席不同地方的會議。這本文集主要是
記錄過去五年發表過的文章，包括基督徒合一運動及相關
主題。當中也包括：七一祈禱會、Ｋ小姐事件、國民教育
科爭議等特殊處境下的講詞和回應、會議的感想和報告，
內容圍繞著香港、中國、亞洲和世界的教會合一運動。
03

金杯瓦杯 ——
周天和論文拾穗
周天和 著／崇基學院神學院／HK$80

01

02

03

作者把曾於「吐露叢書」，以及多年來在香港其他基督教書
刊刊載過的文章結集出版，一方面把「吐露叢書」的部分文
章再次呈獻給讀者，另一方面也能讓讀者從文章中了解更多
作者的思想及牧養經驗。從收錄的文章中，可一窺他對聖經
教導、教會體制、傳統及現況的看法。細閱文章，讀者能回
顧不同年代社會、教會和會友所關心的議題，如：教牧移民
及回流、按立女教牧等等。透過他的文字，更能了解該時代
的處境、教會主流意見及其神學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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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4 》

Die Losungen 2014
宇宙光由 2011 年出版中文版《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
獲得不少華人讀者的喜愛，

2014 年繼續為讀者帶來德國的優質靈修材料。
合一弟兄會，又稱為摩拉維亞弟兄會，位於德國東部靠近波
蘭、捷克邊界，一個名為「 主護屯 」的小鎮。
一七二二至一七二七年，一些來自波西米亞合一弟兄會和鄰省
摩拉維亞的難民，因宗教迫害而逃亡至主護屯地區，當地的
領主欽岑多夫收留了他們。於是，合一弟兄會與摩拉維亞這
兩個名稱在主護屯合而為一。欽岑多夫為了引導這些難民在
屬靈上能走向合一，經過多年的努力，第一本《 每日箴言 》在
一七三一年誕生了，成為主護屯居民每日靈修的材料。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 2014 —
歷經 280 年的屬靈傳承與祝福

德國合一弟兄會（ Unitas Fratrum ）編著
盧怡君、李國隆 譯∕HK$77

摩拉維亞弟兄會人數雖不多，卻是人人皆有宣教熱忱。不論
這些宣教同工被差至何處，分隔再遠，身邊都帶著《 每日箴
言》，每天讀著相同的經文，得以在聖靈的感動中彼此團契，
世界在上帝的真道中於焉合一。

信徒生活

04

人生破局錦囊
許開明 著∕崇基學院神學院 ∕HK$70
作者深感人生在世難免面對許多局面：
「 定局 」
、
「 困局 」
、
「 僵局 」
、
「 結局 」
、
「 苦局 」
、
「 死局 」
、
「 格局 」
、
「 佈局 」等
等。無論男女老少都會面對人生不同的「 局 」面，感到生命
被局限，受盡苦困；作者希望能透過文章，助讀者發現破
「 局 」良方，認識破「 局 」的主，從而掌握破「 局 」妙方。

出版

宣教

05

宣教古道情
魏外揚 著 ∕宇宙光 ∕HK$98
許多宣教士將一生埋藏在地圖上都找不到的小地方，他們
的奉獻、代價與影響卻大得令人驚奇，讀者透過文字踏在
宣教古道上，最能感受上帝的愛與人間的情。
集結過去四年，魏外揚老師於宇宙光雜誌專欄「 大時代的
故事 」四十篇，透過圖片與文字、進入過去與現在、專業
與通識、歷史與新聞、信仰與生活之間各種層面的探索與
對話，使你更加體會「 宣教腳蹤美，古道故事多，神僕已
凱旋，溫情滿人間 」。

04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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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聖經擇譯和解讀
365

聖經知多少

The Translation of the Selected Scriptures
A Yearly Guided Reading
本書選擇和合本聖經中，艱澀難懂、有待商榷、似
乎和教導有出入的，以及作者認為重要的經文，
參 考《 新 國 際 譯 本 》
（ New International Version ）、
《 欽定本 》
（ King James Version ）做重新翻譯，希望
藉此讓讀者能更了解聖經，解開對聖經的疑惑，而
不會受阻於窒礙難行的古老譯文。此外，每段經文
還加上導讀，幫助讀者做更進一步的思考、領悟及
踐履。

聖經知多少 —

作者共選了三百六十五段經文，目的是讓讀者能一
天閱讀一段經文，做為每日的靈修，每段經文都不
會太長，對小組查經來說也很適合。而照聖經經卷
順序的排序方式，對於尋找某些特定章節也有助益。

365 篇聖經擇譯和解讀
薛天棟 著／HK$168
出版

基督教倫理與當代議題

06

說地談天——
論時事想天國
呂紹昌 著 ／台福傳播中心／HK$63
本書是呂紹昌牧師於二○一○年十一月至二○一三年五
月，兩年多的時間，在《 傳揚 》福音雜誌發表的文章，所
匯集而成的。本書名是表明書中文章非止於點評時事。
關心時事當是每個基督徒的責任，因為我們必須關愛鄰
舍，以及關心將來上帝的旨意與作為。舊約聖經中的先
知，都是如此地關注上帝的手。更重要的是，「 說地 」是
為了要「 談天 」，只願傳講上帝的美善，主耶穌的救贖恩
惠，萬世榮耀的天國。

神學

07

祂替我受刑罰
In My Place Condemned He Stood:
Celebrate the Glory of Atonement
巴刻（ J. I. Packer ）
、狄馬可（ Mark E. Dever ）合著
駱鴻銘、王之瑋、彭彥華 譯／改革宗 ／HK$140
你們知道加略山是甚麼嗎？你們知道嗎？那是地獄的懲
罰；但祂卻用愛來承擔了。
基督十字架的核心意義是甚麼？只是為了向我們樹立一個
犧牲的榜樣而已嗎？又或者只是宣告基督已勝過邪惡勢力
和死亡本身？不，不僅是如此。十字架的核心意義在於耶
穌基督代替我們而死，祂親身承擔了我們應受的刑罰。
巴刻和狄馬可在書中闡述並護衞了「 代替受罰 」的寶貴真
理，並邀請讀者一同來傳講和頌揚贖罪的榮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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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20
羅乃萱、司徒永富
的52 篇文章，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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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與你分享成長的種種體會。

生命給我們的功課不會間斷。
年輕時，我們懷抱夢想，希望為未來鋪路。

成長，學不完的生命功課（ 暫名 ）

壯年的日子，我們拼搏爭取，惟恐錯失機遇。
年紀漸長，我們經驗內外各種變化，

羅乃萱、司徒永富 合著

只想快樂度餘生。

預計 2014 年 3 月出版

我們怕，怕太年輕，怕青春不再。

印象文字 出版

我們想愛，愛自己愛別人，但未必懂得，
愛與捨有時不能分割。
我們伸出手探索，邁步走出去接觸他人，
那功課，看似愈來愈難。
何不在大樹蔭下乘涼避雨，
在微風裏聽樹木唱詠，
生命，像一棵樹。
盛夏的果實等候你來擷取。

作者簡介
羅乃萱

司徒永富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家庭基建 鴻福堂集團執行董事，香港專業
發展總監，並擔任禁毒常務委員 人才服務機構主席，香港樹仁大
會、家庭議會義務委員。著作包 學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 行政 ）及
括《 長大了，就明白 》、《 相信， 副教授，著有《 從永富到永富 》、
仍可以 ……》等。
《 為甚麼不能 》等。

印象文字出版

印象文字協力

住屋不是地產

相信，仍可以 ……

不是土地供應

民間長遠房屋策略研究報告

羅乃萱的深情分享

香港土地問題的迷思與真象

影子長策會 編著／HK$ 78

羅乃萱 著／HK$78

本土研究社 編著／本土研究社 出版

僭建都市
從城鄉規劃到社區更新

HK$58

特別推介

墟．冚城市

歷史及見證的真誠作品

在地自主經濟與良心消費

荒原上的遺民

鄒崇銘、王慧麟、周嘉慧 編

劏房圍城

調景嶺的滄桑歲月與愛的軌迹

在地生活 出版／HK$98

被遺忘的香港故事

計超 著／HK$ 98

鄒崇銘、韓江雪 著 ／HK$88

設計並不重要

陳和順 著／HK$68
議題書必讀之選

香港創意人的設計反思

公民教育，香港再造！

同性戀的十字架

曹琦、李曉斌 著／重慶出版社 出版

迎向新世代公民社會

倫理學者的對話與交鋒

HK$88

梁 恩 榮、阮 衛 華 著／香 港 基 督 徒 學

羅秉祥、龔立人 著／香港基督徒學

會、印象文字 出版 ／HK$ 108

會、印象文字 出版 ／HK$ 88

用消費改變世界

有關林浣心校長的最新出版

公平貿易＠新社會經濟運動

讓孩子的愛與夢飛翔

鄒崇銘、韓江雪、楊夢瑩 著／香港公

林校長給家長的７堂課

平貿易動力、印象文字 出版／HK$ 88

趙半農、韓江雪 編採 ／HK$78
基道書樓及各大書店有售，詳情及試閱請參http://inpressbks.wordpres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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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中神的威嚴

耶穌難解之言 ——

新約與神的子民

The Majesty of God in the Old
Testament:
A Guide for Preaching and
Teaching

猶太背景新亮光

The New Testament and the
People of God

作者：華德凱瑟（ Walter C. Kaiser ）
譯者：黃儀章
出版：明道社
定價：HK$95

華德凱瑟對數段舊約經文的研讀，
引領讀者認識神的屬性和威嚴。他
也透過經文，展示了如何宣講和教
導聖經，作出精彩示範。

New Light on the Difficult
Words of Jesus:
Insights from His Jewish
Context
作者：畢維恩（ David Bivin ）
出版：夏達華研道中心
定價：HK$95

耶穌的話有時晦澀難懂，可能
因為我們脫離了其猶太背景來
解 讀 經 文。 作 者 運 用 拉 比 著
作，帶領我們回到一世紀來重
新理解耶穌。

作者：湯姆．賴特（ N. T. Wright ）
譯者：左心泰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317

賴特在此書裏介紹了新約研究
的方法，更對一世紀的猶太教
背景及世界觀作了清楚的描
繪，是新約研究的新典範。

牧養是場冒險——

金齡教會的願景

哈瑪斯之子──

靈性關顧 12 講

Vision for the Aging Church

恐怖組織頭號叛徒的告白

Seelsorge / Spiritual Care

作者：侯士庭（ James M. Houston ）
帕爾克（ Michael Parker ）
譯者：劉思潔
出版：雅歌
定價：HK$100

Son of Hamas

教會高齡化是當代教會牧養上
的挑戰。兩位作者回到聖經教
導，透過跨學科研究來檢視教
會應如何看待長者，讓他們成
為教會寶貴的資產。

這是哈瑪斯恐怖組織的真實故
事。本書講述作者由敬虔的穆
斯林信徒、哈瑪斯組織創始元
老的兒子，在經歷了一些奇妙
際遇後，成為耶穌跟隨者。

作者：潘霍華
（ Dietrich Bonhoeﬀer ）
譯者：莊郁馨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90

此書整理了潘霍華在神學院授課
的講義，他提醒牧者在關顧過程
中必須倚靠上帝的話語和工作，
讓我們也重新審視牧養的工作。

作者：摩薩．哈珊．約瑟夫
（ Mosab Hassan Yousef ）
出版：大塊文化
定價：HK$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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寓道 —

聖經深度行 —

她觸動妳心 —

約翰福音品讀

歷史耶穌的研析

聖經中的女性故事

作者：孫寶玲
出版：德慧文化
定價：HK$95

作者：黃根春
出版：浸信會
定價：HK$98

作者：梁美心
出版：明道社
定價：HK$100

這書是結合了嚴謹的學術思辨
與靈性思考的高水平作品。作
者的五十二篇短文既有精闢解
讀，又 能 落 實 在 現 實 處 境 中，
是靈修或預備講道不可缺少的。

「 歷史耶穌 」是華人信徒較少接
觸的課題。作者以淺白的筆觸
回顧尋找歷史耶穌的歷程，剖
析保羅對耶穌的理解，定會帶
來啟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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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挑選了十四個新舊約中的
女性故事，道出其中神學信息
並在現今處境下的應用，配合
反 思 和 禱 文，幫 助 讀 者，尤 其
姊妹，倚靠上帝的應許。

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如何為你成年的
孩子禱告

耶穌的叮嚀──

漫畫聖經故事──

聖經故事

The Power of Praying for Your
Adult Children

Jesus Calling:
Bible Storybook

新約（簡體）
The End of Your Life Book Club

作者：史多美．奧瑪森
（ Stormie Omartian ）
譯者：彭怡寧
出版：以琳
定價：HK$102

作者：莎拉揚（ Sarah Young ）
插畫：卡羅琳娜．法莉亞絲
（ Carolina Farías ）
譯者：許惠珺
出版：保羅文化
定價：HK$138

儘管兒女已踏入社會工作，作
父母的可能仍為他們的生活憂
心忡忡。藉著十四個實用的主
題，奧瑪森教導父母如何為成
年子女禱告。

透過每一則聖經故事，配合故
事背後的靈修短文，作者以淺
白的方式幫助小孩子認識上帝
的話，活出討神喜悅的生命。

繪書：塞爾西奧．卡列洛
（ Sergio Cariello ）
譯者：何理璐
出版：世界圖書
定價：HK$88

本書按時序將耶穌的生平事迹
及門徒的故事生動地繪畫下
來，用簡明的語言和精美的構
圖，將聖經真理表達出來。

60

聖經研究  ／教會歷史

01 Revelation: Four Views, Revised and Updated
Steve Gregg / Thomas Nelson / HK$234
02 Four Views on the Role of Works at the Final Judgment
Edited by Mark L. Strauss / Zondervan / HK$162
啟示錄或許是新約眾多經卷中最難理解的部分。因著以天啟文學手法寫成，歷代以來對末日預
言的解釋已衍生出不少學派。單以千禧年此課題，已有最基本的前千禧年派、無千禧年派和後
千禧年派，直叫一般信徒眼花撩亂。幸好有格雷格（ Steve Gregg ）以主流詮釋啟示錄的四派平
行處理全卷經文，省卻不少對照的功夫，讓有志研究此書的信徒一目了然。另外，當末日主基
督再臨時，甚麼人才能得救？人在世上所作所行到底純粹是關乎獎賞抑或與拯救有關？由四名
有代表性學者互相對談品評，實令讀者眼界大開。

The King in His Beauty: A Biblical Theology of the Old and New Testaments

Thomas R. Schreiner / Baker / HK$405

World of the New Testament: Cultural, Social, and Historical Contexts

Edited by Joel B. Green / Baker / HK$450

Baker Illustrated Guide to Everyday Life in Bible Times

John A. Beck / Baker / HK$270

David Remembered: Kingship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Ancient Israel

Joseph Blenkinsopp / Eerdmans / HK$234
Gospel Writing: A Canonical Perspective

Francis Watson / Eerdmans / HK$432

Israelite Samaritan Version of the Torah

Benyamim Tsedaka / Eerdmans / HK$900
Paul and Judaism Revisited: A Study of Divine and Human Agency in Salvation

Preston M. Sprinkle / IVP / HK$216

Kingdom New Testament: A Contemporary Translation

N. T. Wright / HarperCollins / HK$180

Myth of Persecution: How Early Christians Invented a Story of Martyrdom

Candida Moss / HarperCollins / HK$234

信徒生活  ／靈命塑造

What Do We Tell the Children?: Talking to Kids About Death and Dying

Joseph M. Primo / Abingdon / HK$159

Deeper Places: Experiencing God in the Psalms

Matthew Jacoby / Baker / HK$135

Life Observed: A Spiritual Biography of C. S. Lewis

Devin Brown / Baker / HK$135

Of Games and God: A Christian Exploration of Video Games

Kevin Schut / Brazos / HK$153
Unconditional: A novel

Eva Marie Everson / B&H / HK$148
October Baby: A novel

Eric Wilson / B&H / HK$148
Letters from Apartheid Street: A Christian Peacemaker in Occupied Palestine

Michael T. McRay / Cascade / HK$190

Shopping for Meaningful Lives: The Religious Motive of Consumerism

Bruce P. Rittenhouse / Cascade / HK$250

Spiritual Lives of Dying People: Testimonies of Hope and Courage

Paul A. Scaglione / Cascade / HK$170

Weakness Is the Way: Life with Christ Our Strength

J. I. Packer / Crossway / HK$135

Good News to the Poor: Social Involvement and the Gospel

Tim Chester / Crossway / HK$144
01
02

Francis, a New World Pope

Michel Cool / Eerdmans / HK$126
03
04
05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Henri J. M. Nouwen / HarperCollins / HK$234
Boundaries for Leaders: Results, Relationships, and Being Ridiculously in Charge

Henry Cloud / HarperCollins / HK$261

Who Do You Think You Are?: Finding Your True Identity in Christ

Mark Driscoll / Thomas Nelson / H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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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Toughest Questions Your Kids Will Ask about Christianity: and How to Answer Them
Confidently

Alex McFarland / Tyndale / HK$126

Captive in Iran: A Remarkable True Story of Hope and Triumph amid the Horror of Tehran's
Brutal Evin Prison

Maryam Rostampour / Tyndale / HK$207

God's Double Agent: The True Story of a Chinese Christian's Fight for Freedom

Bob Fu / Zondervan / HK$126

Gods at War: Defeating the Idols that Battle for Your Heart

Kyle Idleman / Zondervan / HK$135
教 牧 ／宣 教

The Rebirth of the Church: Applying Paul's Vision for Ministry in Our Post-Christian World

Eddie Gibbs / Baker / HK$198

Pastor's Justification: Applying the Work of Christ in Your Life and Ministry

Jared C. Wilson / Crossway / HK$144

Learning to Dream Again: Rediscovering the Heart of God

Samuel Wells / Eerdmans / HK$162

Making Sense of Sex: Attitudes towards Sexuality in Early Jewish and Christian Literature

William Loader / Eerdmans / HK$216

From Times Square to Timbuktu: The Post-Christian West Meets the Non-Western Church

Wesley Granberg-Michaelso / Eerdmans / HK$180
Juvenilization of American Christianity

Thomas Bergler / Eerdmans / HK$225

Transformative Encounters: The Intervention of God in Christian Counseling and Pastoral
Care Edited

David W. Appleby / IVP / HK$234

Minds, Brains, Souls and Gods: A Conversation on Faith, Psychology and Neuroscience

Malcolm Jeeves / IVP / HK$180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Outreach and the Artist: Sharing the Gospel with the Arts

Con Campbell / Zondervan / HK$153

DiscipleShift: Five Steps That Help Your Church to Make Disciples Who Make Disciples

Jim Putman / Zondervan / HK$171
神 學 ／護 教

03 Bonhoeff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From the Cross, for the World
Stephen J. Nichols / Crossway / HK$162
04 Karl Barth's Emergency Homiletic, 1932~1933: A Summons to Prophetic Witness at the
Dawn of the Third Reich

Angela Dienhart Hancock / Eerdmans / HK$378
於一九三四年五月，由神學教授巴特（ Karl Barth ）與百多位認信教會代表通過並發表重要的「 巴
門宣言 」，堅稱教會肩負上帝賦予的使命，拒絕隸屬地上任何政權，勇於對抗野心勃勃的希特
勒（ Adolf Hitler ）政權並堅決說不。奈何在一片國家民族狂飆浪潮中，大部分德國羣眾甚至信
徒都被迷惑，零星反抗亦被鎮壓下來。巴特見時局不可為，惟有回流出生地瑞士，一邊著書立
說，一邊繼續關心德國政局的變化，再為重建戰後德國貢獻。而潘霍華決意留守祖國，不惜以
生命力阻強輪，至終慷慨就義。一個巨變的時代，兩位當時代的先知，以不同的方式，用生命
的承擔和對聖言的詮釋，去堅守信念。

Can You Believe It's True: Christian Apologetics in a Modern and Postmodern Era

John S. Feinberg / Crossway / HK$360

Christ and Reconciliation: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Theology for the Pluralistic World, vol. 1

Veli-Matti Karkkainen / Eerdmans / HK$360
05 The Holy Spirit: In Biblical Teaching, through the Centuries, and Today
Anthony C. Thiselton / Eerdmans / HK$414

西塞敦（ Anthony C. Thiselton ）向以聖經詮釋學享譽，著有一本評價不俗的哥林多前書註釋書，
對保羅神學及聖靈恩賜亦有深入研究。此書正是他多年來對聖靈論研究的成果。正如鄧雅各
（ James D. G. Dunn ）在封底推介中語帶幽默地講到，他原本一直打算寫一本全方位的聖靈論研
究，作為他學術寫作生涯中完美句號的壓卷作，現只因西塞敦新作的出版令他好夢成空云云。
作者有條不紊將三部份：新舊約中涉及聖靈之教導、古代至近代神學家的聖靈觀，以及現代聖
靈觀，逐一客觀而全面地陳述，誠然證明鄧雅各所講並非溢美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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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TOP10

人際、兩性及家庭類 TOP10

2013 年度暢銷書榜的統計資料，涵括了由 2012 年 12 月 1 日
至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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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及禱告類 TOP10

7
12
31
39
40

50 6
52 7
71 8
78 9
8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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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屬靈品格的建立 ／郭鴻標 ／基道 ／2007
3 信主之後（附研讀指引）／梁家麟 ／基道 ／1996
4 組長求生手冊 ／朱世平 ／基稻田 ／2011
5 教牧成長4課 ／蕭壽華 ／宣道 ／2012
6 如何發展你的探病恩賜 ／楊牧谷 ／更新資源 ／2008
7 相愛又相爭—教會衝突的反思 ／許志超、蕭壽華
證主 ／2012
8 病榻聖言—上帝對病者說的話 ／楊牧谷 ／更新資源
2003
9 事奉生命的建立 ／郭鴻標 ／基道 ／2007
10 教會不成教會 ／鄧紹光 主編 ／基道 ／2012

13 1

14
15

23
34
41
42
48
51

29
32
33
35
37
38

42件不說不知的男人心事 ／區祥江 ／青源 ／2012
40件男人最想知的女人心事 ／區祥江 ／青源 ／2012
猶太人的親子教育 ／劉清虔 ／浸信會 ／2011
親愛的王子──昌盛 ／張蒙恩 ／親愛的夢想社 ／2013
親愛的公主──妳是值得被珍惜的！ ／張蒙恩 ／格仔外面
2011
讓他走，該走的路──塑造孩子未來的九種性格特質
萊斯．帕特羅三世、老萊斯．帕特羅 ／基道 ／2012
女人要愛．男人要尊重 ／艾瑪遜．埃格里斯 ／天道 ／2007
夫婦成長分享手冊 ／區祥江 ／創世記 ／2011
戀愛的38個真相 ／區祥江 ／青源 ／2011
愛之語：兩性溝通的雙贏策略 ／蓋瑞．巧門
中國主日學協會 ／1998

牧養及事奉類 TOP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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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溫偉耀 ／卓越使團 ／2002
3 生命成長17課—學習聖靈果子和八福 ／羅慶才
基道 ／2012
4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40天 ／大衞．邁思勤
基道 ／2010
5 向下的移動——基督的捨己之路 ／盧雲 ／校園 ／2013
6 姊妹靈修1 ／環球聖經公會 ／2012
7 心靈愛語：當我陷入靈命低潮的時候 ／盧雲
卓越使團 ／1997
8 從靈開始——與主同行365 ／李建青 ／FES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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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禱告範例60篇 ／程蒙恩 ／主恩 ／2009

2 1

26

61
65
80

信仰及生活類 TOP10

聖經及神學類 TOP10

相信，仍可以……──羅乃萱的深情分享 ／羅乃萱
印象文字 ／2013
4 2 工作與休閒 ／張慕皚、梁家麟、鄺炳釗等
		 光恩應用神學研究社 ／2012
6 3 活在地上─如同活在天上 ／羅乃萱 ／突破 ／2012
8 4 令人噴飯的謝飯 ／施諾 ／青森文化 ／2011
9 5 回歸聖言之召喚 ／楊錫鏘 ／證主 ／2013
10 6 標竿人生 ／華理克 ／基督使者協會 ／2006
19 7 黎民Café（1）
︰改變人生命的耶穌 ／梁家麟 ／宣道 ／2012
24 8 回歸聖言之陶造 ／楊錫鏘 ／證主 ／2013
25 9 黎民Café（2）
︰傾聽生命的呼召 ／梁家麟 ／宣道 ／2012
28 10 多走一步——三十二篇激發鬥心的勵志作品 ／楊牧谷
百樂工作室 ／2005

3 1
		
5 2
11 3
16 4
17 5
18 6
27 7

1 1

出版：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壞鬼釋經─糾正新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基道 ／2011
壞鬼釋經：舊約敍事篇 ／曾思瀚 ／基道 ／2013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 ／2013
從永遠到永遠（圖表）／王永信 ／大使命中心 ／2011
從十二門徒看自己 ／馬有藻 ／種籽 ／2011
是否真有神的存在 ／溫偉耀 ／明風 ／2012
盧雲的誠與愛─全面了解盧雲 ／彭順強 ／心靈會舍
2012
30 8 認識聖經的八堂課（原名：認識聖經）／斯托得 ／校園
		 2012
44 9 與聖經有約 ／楊腓力 ／聖經資源中心 ／2008
53 10 馬太福音神學註釋 ／侯活士 ／基道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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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工 分 享
]
吳國雄
基道出版社出版及事工總監、印象文字主編

在上帝的恩典下勉力前行

26

27

同 朋 友 在 不 同 場 合 問 我：「 教 會 圈 子 不 是 在 製
造神學的消費市場嗎？」
「 甚麼？神學的消費巿
場？」我確實有點納悶，畢竟我們出版的神學書
籍數在不少。從前，教會圈子總會有點聲音，認為出版學
術類書籍未能「 造就 」
「 生命 」，但「 製造神學的消費市場 」
這種講法的確初次聽聞。

不

「 神學的消費市場 」果真如此有可為？參與過神學及學術
類書籍出版工作的人自明白箇中滋味。當中編、譯、校
要求之高，自不待言，再加上製作、銷售及倉存等壓力，
出版後不賠本已屬萬幸，遑論製造甚麼神學的消費市場。
我不敢越俎代庖，替其他從事神學教育及神學書籍出版等
工作的同工回答這提問，但就基道而言，所以堅持神學出
版，除個人喜好、選擇與召命等因素外，更多是出於對文
字事工異象的追尋：「 …… 洞察香港教牧同工、事奉人員
和資深信徒的需要，以踏實的出版作出支援 」。既然教牧
及神學生、事奉者及資深信徒是我們服事的對象，那紮實
的神學讀物就必不可少。雖然讀這類書的讀者有時為數不
多，但當我們遇上了合適的好書，又總希望將它好好送到
有需要的讀者手中。當然，我們又總盼望著這類讀者不住
增多 …… 說到底，我們從事神學及學術書籍出版，追求
的不是曲高和寡，然後自我感覺良好一番；我們追求的是
深邃深刻，而不是故作艱深──其實這追求對於其他生活
類作品亦然。
若此，再加上基道這一、兩年間面對的挑戰和轉變──如
新店開業、事工拓展、人事更替、書業生態變化等，我們
所以仍能勉力走在文字的路上，全是上帝的恩典，亦是路
上大家的相伴同行，用不同的方式不住支持及鼓勵著我
們，才令我們有機會學習在辯證與辨識中與大家一起徐徐
前行，累足成步。此刻，我們心中只有無盡的感恩。筆者
二○○九年年終時於此欄曾寫下幾句話，今日看來，仍覺
適切：「 基道文字事工是在上帝的恩典下才能緩緩前行，
要改善的地方可還多著；但我們倒也能不卑不亢地說，我
們是盡力而為了。」下次當大家在書店翻開一部沉甸甸的
神學及學術著作時，希望你能感受到，在書頁間我們展露
出來的誠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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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sis

約翰福音
John

康進順 譯／HK$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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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以呼召為焦點是本書講解的中心。本註釋書將目的放在
經文對信仰社羣要講的話，因此不採取批判性註釋法，只會
以它們為論述的基礎。本書也不在歷史和文學上多所著墨，
並且在各種要點裏，自由地引述新約的經段，這是因為它的
前提是兩約之間的關係是屬於互相解釋的關係，任何一方都
有助於另一方的解釋。

本書努力的方向是，針對傳道人與教師長久以來所熟知的課
題，提供或引發特定信仰的洞察。對福音書主題的考慮會優
先於章節，並在每一釋義段落前指出現行的四種經課（ 天主
教、聖公會、路德宗、共同 ）是如何選讀該段將文。作者以
螺旋的觀點來解釋約翰福音，其軸線就是：認識上帝的兒子
是誰，以及他的意涵是甚麼；不同的故事、描述都是為了這
個中心主題。既然每一個部分都和其他部分有整體性的關
連，因此附上經文索引，讀者可以隨時找到自己有興趣的經
文段落。

本書的註解將會根據傳統明顯的分段，分成四個部分，每一
個部分都有一個特別的引言，接著就是對教會的生活和信仰
最有用的經文，提出適當的講解。

本叢書已出版經卷︰

舊約

新約

創世記 Genesis / Walter Brueggemann

馬太福音 Matthew / Douglas R. A. Hare

路得記 Ruth / Katherine Doob Sakenfeld

約翰福音 John / Gerard S. Sloyan

士師記 Judges / J. Clinton McCann

箴言 Proverbs / Leo G. Perdue

馬可福音 Mark / Lamar Williamson, Jr.
羅馬書 Romans / Paul J. Achtemeier

傳道書 Ecclesiastes / William P. Brown

哥林多後書 II Corinthians / Ernest Best

以西結書 Ezekiel / Lamar Williamson, Jr.

Colossians, and Philemon / Ralph P. Martin

雅歌 Song of Songs / Robert W. Jenson
但以理書 Daniel / W. Sibley Towner

何西阿書—彌迦書 Hosea-Micah / James Limburg

以弗所、歌羅西、腓利門書 Ephesians,

腓立比書 Philippians / Fred B. Craddoc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