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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
來不認老，也不願意老去，但獲邀寫這一篇
文章，叫我真的無法再掩飾歲月的痕迹，也
無法不承認教會的代溝的確是存在的。

二十四歲那一年，我們團契滿腔熱誠，銳意向同輩的
人傳福音，決定搞一場民歌佈道會，沒想到執事們要
求我們先把歌曲給他們過目。那是刻骨銘心的代溝經
歷。在我眼中，不諳英語的潮州執事根本不懂我在唱
甚麼；他拉的是二胡，我彈的是結他；他唱的是傳統
聖詩，我唱的是現代民歌。但我斷不會胡來一通的，
幹嘛要審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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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於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中葉的香港，剛好踏在社會學家筆下「戰後
嬰兒潮」的邊界上。下面是這個出自六年六班（1966）的大半生
的自白：

出生那年是動盪的一年，文革在中國掀起十年風暴，香港也因天星小輪加
價引發暴動。相對上一代，我們這代仍是幸福的，沒經過真正的戰亂，後
來更見證著麥理浩時代（1971～1982）殖民地政府的改革，可說是活在相
對開明的殖民地社會。

由於父親曾加入左派海員工會，我自小便到工會享用醫療福利。仍記得在
文革期間，診所內掛上許多革命標語。文革後在家看審判四人幫的直播，

「中國」對我而言，仍是個陌生的概念。真正自覺要去認識中國，是預科
讀中國當代史，那年，鐵娘子訪京，香港的命運，將要重新回到中國的軌

初
加入香港大學團契時，我們都必定聽過在那
個傳奇似的年代流傳著的使命——大學生要
做先鋒！那個年代，團契的同學著重批判反

思，整合信仰與學科，出版《橄欖》刊物針砭時代，積
極參與社會。我彷彿聽到有聲音在暗示我們現在很不
濟：怎麼會傳誦那些低級的大學五件事？ 1

後來，我聽到較年長的同工分享說，他在畢業生團契見
到多年前一起認真探討信仰與社會參與的弟兄姊妹，他
們好像失憶似的，不但不談社會，連查經都只找最簡單
的模範答案，然後只想談談旅行和育兒。我聽到很驚
訝。會這樣嗎？是甚麼讓人忘記年青時的理想？

畢業後，我開始體驗到這樣的經歷。我和友人常常形
容一些人為「成年人」，他們的形象是這樣的：當我
很認真想討論某些問題，例如教會與社會是一種怎樣
的關係？公義是甚麼？他們會說：「我年輕時也是這
樣的。我那時也試做很多事情……儘管去試試吧！」
然後淡然笑了笑。和他們對話，好像要喝一碗加了
水再翻煲的老火湯，說服自己為健康而喝，但一吞下
肚……是我的味蕾太弱，還是味道真的像水？

「成年人」的典型是這樣的：在板間房長大，勒緊褲
頭入讀大學，成為天之驕子，甚至移民去外國，再回
流，有份穩定的工作，持著外國護照，不憂衣食，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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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是不忿，但也因為剛剛蒙了大
恩，依舊順服，靜候審查結果。
經此一役，我學習多了解，多
鼓勵，多支持，少審查。有心
事奉的少年人，給他空間去闖
吧，難道要等到他們的火都滅
了，才去激發他們嗎？

不過，我也要想像一下，對長輩來說，結他一向是「阿飛」樂器，不能
登大雅之堂；音樂從來都是「聖」的，不能太過隨便，他們的放行，其
實也需要不少勇氣啊！



再追想自己少年時期的教會印象，其中一樣是傳道人聲嘶力竭的告誡——
不要涉足電影院，「如果主回來，你剛從電影院出來，那會多麼尷尬！」時
至今日，我還是不能認同這樣的說話，雖則我明白背後的苦心。

我的長輩們都是端莊得體、談吐溫文、注重德行的，也因此是比較拘謹
的。唸神學的時候，難忘一次給師長召見，訓誨我衣著要合乎體統。對我
來說，那是一次無理取鬧、多此一舉的行動。我那時已告別了闊袍大袖的
嬉皮服飾，穿的只是小姨送的夏威夷花恤衫，何罪之有？你看不順眼就罷
了，不要把它提升到一個甚麼合乎體統與否的地步好嗎？可我不知道比我
年青的人，會否也對我強調的某些服飾指引有相同的反感？

道上；讀大學時，中英聯合聲明草簽，中共建國三十五年大閱兵……第
一次「『番』大陸」、唱《我的祖國》、讀《苦戀》，對中國懷著複雜的情感。
現在回想，原來自己正是民主回歸的擁抱者。中共血腥鎮壓學運，無疑引
發另一股港人移民潮。不過，弔詭地，對絕大多數（不能或不想移民的）
港人而言，這個「創傷性的集體經驗」卻加深了港人的民族認同，1 認定
惟有促進中國的民主變革，才能避免悲劇重演。上述經歷，形塑了我這個

「六十後」的中國情結──既不美化及浪漫化中國的現實，直面現實被中
共統治的中國（而非甚麼文化中國），卻又憧憬改變中國及中國的自我改
變，並懷著這個情結跨過「九七」的門檻。

自始至終，我們這代人的民族認同，跟本土意識是糾纏在一起的。成長年
代，見證著粵語文化的興起，電視劇主題曲、流行曲到電影，既超越了童
年時的「粵劇」，又取代了印象朦朧的「國語片及時代曲」。本土香港──
有別於華南粵文化，又在國共兩黨的「文明」格局中間充滿活力地成長──

會捐獻餘下金錢給慈善團體。「成年人」常常說：「你們都沒有捱過窮！」
於是他們反覆述說板間房的故事，教我們這些在物質充裕環境成長的九十
後百詞莫辯。

深受新一代青年喜愛的獨立樂隊 my little airport 有很多過癮的創作，包括
一首《給金鐘地鐵站車廂內的人》：「曾經　你都是　夾在月台上的人／當
時　你覺得入了車廂內的人／有責任盡量前行……機會來了　你變更／你
不再為後面的人諗／曾經你是月台上有理想的人／對月台人充滿憐憫」。歌
詞以地鐵擠迫的日常畫面，諷刺上一輩向上爬到高位，就佔著不讓下一代
進來，階級無法流動。於是我們發現，世代的討論，常常將人的眼光帶到
關於賺錢的分析：上一輩持守的是獅子山下精神，肯拚就能出頭，對比起
來，九十後畢業後的起薪點最新數字只有$10,860，不在板間房長大，但
畢業後又得租劏房。這樣看世代，給我們怎樣的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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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同時，從參加末代升中試（1977），勉強過
了會考一關，再發力考入香港中文大學，令我也見證了獅子山下的奮進精
神。當然，現在回想，這是大環境令我變得幸運。看著今天比我聰明的
孩子，卻活在完全不同的環境與制度下，便更覺得自己是時代的幸運兒，
享受著香港給予我的許多機會。這份對本土的認同與歸屬感，令我真實
地建立了「香港人」的意識。因此，在面對九七、六四時，心裏從沒有移
民念頭，反倒更積極地思考從殖民地到特區的時代轉變，真誠地盼望可以
活在一個更民主與開放的香港。對我這代人而言，正因為堅信香港的命
運與中國的緊密連在一起，故民族認同與本土認同之間，並沒有任何矛盾
與張力。

回歸十八年了，特別經歷近三年的沉淪，更深地體會到「後」殖民原來跟
「新」殖民竟然糾結在一起。民主回歸夢碎，期望中國變得更開放民主的
情懷也變得更遙遠，更不可及。面對中港融合衍生的各種矛盾與問題，

我們有時將世代當成一個場景，讓我們去編排自己
喜歡的劇本，在七十年代可以上演「我如何脫離板間
房」，九七後則只有「我無法上樓好可憐」，都是「我」
因應現成道具的被動回應──貧乏成為掙扎的因由，
安舒則叫人自然停滯。按此邏輯，九十後上樓後，也
會將金鐘的點滴忘記得一乾二淨。

然而，世代卻並不止於此。

在此時此地成長，這個世代模塑著我們的眼光。世代
賦予我們獨特的使命，就像雨傘運動時，大家常提起
的流行曲歌詞：「生於亂世有種責任」。香港中文大學
社會學系的趙永佳教授曾指出，首先炒熱「青年置業

54

其實代溝可能涉及個人偏好、性情，不一定是兩代人
的事。六四之後，我求教於一位聖經權威，所得的結
論是不必過問，安分牧養即可。今日傘後一代可能嚥
不下這樣的屬靈教導。我們的「政教分離」論到底是聖
經教訓，還是明哲保身的分割信仰？教會內部日後嚴
重的分歧，大有可能由此而起，真的教人十分擔心。

我明白一九四九年逃抵香港的傳道人的顧慮和恐懼，
可我真的不能夠認同一種「純屬靈」、「不問世事」的
信仰態度。來到二十一世紀，新一代的香港信徒到底
在想甚麼，這是我這已屆六十五歲的人，樂意洗耳恭 
聽的。



除了信仰與政治相關的議題之外，性倫理也是極具張力的事。當然，人
們背地裏所行的，其實沒有很大的分別。但在大氣候方面，新一代的開
放程度，包括基督徒青年在內，有時是令人咋舌的。我們那年代起碼不
會孤男寡女結伴外遊，今日的人未必。對於性的界線，我們那一代相當
清晰，今日似乎相當模糊。可我不會單單慨歎世風日下，反而更加體恤
新一代所面對的壓力與試探是多麼地嚴重，也更加相信聖靈更新的大能，
要在這一代大放異彩！

也許說到底，我心不老。我學習從上一代找到一些穩定但
流於外在的因素，也從新一代尋見那不滿分割，期
望落實信仰的動力。我的禱告是新舊兩代都能互相聆聽，又一

同聆聽上主叫人更新的聲音！

四化的危機（兩制一國化、意識形態大陸化、西環治港公開化、治港班子
左派化 2 ），在在說明香港正處於典範的轉移。

誠然，生長於不同世代的香港人，對未來有著不同的解讀，甚至令人感
覺彼此活在撕裂之中。但當我目睹新生代更勇敢地承擔我城，也讓我這
個迷失的六十後感到欣慰。如果我這一代是企圖在中國與本土之間搭建
關聯時，我得承認，兩者於我，也經歷了此消彼長的關係。我真誠地期
望，上一代（與我這代）需要聆聽「本土」聲音，而新生代也不應 ignore 
中國。香港本土發展，無論如何，仍需要 deal with 中國。3 我也盼望，

不同世代在坦誠地聆聽及了解對方的同時，也認識自己的盲點所在。當
然，我們這代人，也要學習放下自己的老成、成
見。時代在變，「現在」也是屬於新生代的，他們
不是我們的延伸，也沒必要重複我們的舊路。

難」議題的是建制派，2 用以解釋社會運動的發生。但青年人投身社會運
動，是有更高層次的價值、理想支撐，追求的不只自身的利益。我是在
六四事件衝擊香港人之後兩年才來到世上的，自有記憶起，就會到維園
點燃燭光。我的確不像老一輩，大時大節才能吃肉，引頸待盼的，反而
是菜園村和新界東北的農夫親手種的有機菜。九十後的成長經歷，在「成
年人」的眼中，顯得太風平浪靜；然而我相信上帝也在使用我們的經歷，
去建立我們的價值觀。

我提醒自己，不要害怕看到世代給了我們甚麼，或
限制我們甚麼，重要的是讓一切條件伏在門徒的
身分之下。既然上帝的國既濟未濟，無論我們處卑賤或豐足，無論

是嬰兒潮還是九十後，都要記得求上帝展現祂如何超越這世代的物質場
景，繼續問上帝，祂於這個世代，要寫下甚麼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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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恩明
生於汕頭，長於香港。二十二歲浪子回頭，
蒙恩三天即開始翻譯事奉迄今未輟，譯作
逾三十餘本；三十歲時畢業於香港播道神
學院並展開牧會事奉，矢志傳揚福音、堅
固教會，足迹遍及加拿大、澳紐、東南亞
多個地區，至今未見放緩腳步。牧師人稱
Youngman，頗能反映其生命特徵，好奇心
重，興趣甚多，現已棄騎大馬力電單車，專
攻薩克管吹奏，皆因蒙恩以來，深感上主創
造盡善盡美，舉凡正當嗜好都當涉獵，總有
佳美體驗，誓不作悶蛋；現為基督教豐盛生
命堂顧問牧師，香港基督教潮人生命堂聯會
義務會牧。

註釋
1.  羅永生：〈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思想》，第 26 期「香港：

本土與左右」，2014 年 10 月，頁 130～131。
2.  程翔：〈香港普選，任重道遠〉，《明報》，2013 年 12 月 18 日「觀點版」。
3.  王慧麟：〈序〉，《本土論述 2013～14 ─中國因素：本土意識與

公民社會》（台北：漫游者文化，2015）。

註釋
1. 所謂的大學五件事是：讀書／走堂、上莊、拍拖、住 hall、兼職，
這是近年十分流行的說法，不少人追求在畢業前做完這五件事，認
為這才算得上是大學生。

2. 趙永佳：〈青年「下流」與世代矛盾〉，載於網站「端傳媒」，2015年 
8月6日，參網址 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50806-opinion-youth/。

陳楚思
自小經歷基督教不同宗派取向和風格的牧養，
時常思考合一和共融；喜歡以文字分享及整理
思緒，曾於港大團契文字組事奉，作品見於香
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FES）中學生基督徒雜
誌《Catch》。初入職場，現於土瓜灣學當社區
組織者。

邢福增
土生土長香港人；本土派眼中的大中華
膠，大中華膠眼中的類本土；以研究中國
基督教及香港基督教史為志，也以此為
樂。誤打誤撞從事神學教育二十二年，糊
里糊塗當上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
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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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紹光 主編《和平知識論》，著有《政治中的教會》

基
督教信仰源自其對聖經──上帝的話語──的閱讀。因為上帝的
話語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所以基督教信仰作為上帝話語的
重述，也當是具體的，不是抽象的。上帝話語的具體性，可以從

上帝所使用與我們溝通的聖經而看見，這具體性其中一個意思，就是針對
祂的讀者的具體處境而言說，並非泛泛而談。因為針對具體處境，要糾
正偏差、創造新的境況，所以是具體的。但是另一方面，上帝的話語之所
以為具體，也在於其為真實的，要清除非真實的，並創造真實的。先知
所說的：上帝的話語一旦發出，就不會落空，決不徒然返回（參賽五十五
11），正是這個意思。上帝的話語，就是要創造真實無妄的實在。這個真
實無妄的實在，也是具體的。

上帝的話語所針對的處境，要創造的真實無妄的實在，不單是個人的，並
且也是社羣的，甚至是普世的。是以，上帝的話語是公共的，重述上帝話
語的基督教信仰也當是公共的。這種公共性，可以從律法所涵蓋的幅度而
看見。一方面，舊約的律法是賜給一個包括眾多個體在內的羣體，另一方

信仰自身的
公 共 性
﹁ Re: 神學與公共系列 ﹂ 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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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它所涉及的範圍，包括宗教的、政治的、倫理的、文化的、經濟的、
土地的，是羣體的全幅生活。耶穌來是要成全律法，那麼祂在世的生活自
然也無妄地展現出律法的公共性。因此，耶穌活在羣體之中，甚至創造
新的羣體，祂的教導與踐行也充滿宗教的、政治的、倫理的、文化的、經
濟的、土地的意涵。猶太人的律法是上帝賜給他們的，好指引他們的公共
生活，耶穌作為成全律法的那一位，具體無妄地活現出律法的各種公共向
度。那麼，基督教的信仰作為重述聖經所見證所指向的上帝話語，也必須
是公共的。

基督教信仰的這種重述，自然不是千年一面，因為二千年來時代轉變、文
化變易，而不能一成不變地照搬過去的一套，卻得運用類比的想像，在昔
日的處境、昔日的信息的背景底下，思考今日的處境、今日的信息。因
此，基督教信仰的重述，是一種類比的重述，這種重述對於基督教信仰的
處境性和公共性，尤其真切。於此，神學思考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
的，其公共性並不是抽象的，而是具體的。基督教信仰的公共性，乃是具
體的公共性而非抽象的公共性。因為上帝的話語乃是具體的公共性
而非抽象的公共性。「Re: 神學與公共系列」正是要展示基督教信仰
自身的公共性，乃是具體的而非抽象的，而必須回到聖經去，由
此激活我們具體的類比想像，從而進行類比的重述，好對我們當
下時代的種種處境，盡上當付的信仰思考。



有
些法利賽人來試
探耶穌說：「無
論甚麼緣故，人

休妻都合法嗎？」耶穌回答：「那起初造人的，
是造男造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
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這經文你們沒有唸過嗎？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兩個人，而是一體的了。所
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開。」法利賽人說：「這
樣，摩西為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耶
穌說：「摩西因為你們的心硬，所以准許你們休妻，
但起初並不是這樣。我告訴你們，凡休妻另娶的，若
不是為不貞的緣故，就是犯姦淫了。」

門徒對耶穌說：「丈夫和妻子的關係既是這樣，倒不如
不娶。」耶穌對他們說：「這話不是人人都能領受的，
惟獨賜給誰，誰才能領受。因為有人從母腹裏就是不
宜結婚的，也有因人為的緣故不宜結婚的，並有為天
國的緣故自己不結婚的。這話誰能領受，就領受吧。」

（太十九 3～12）

馬太福音的作
者跟隨馬可福音，但

作出改動：突出了馬太福音
十九章 3至 12節這離婚討論的相關

猶太背景。同時，作者先藉著耶穌帶出上帝
創造的心意，然後才指出人的軟弱和摩西律法的容
許作結。最後，作者提到守獨身／童身的因由，這也
是馬太福音的獨有材料。

此外，這小段可分為兩個場景和三個提問。第一個場
景是耶穌與法利賽人（3～9節），第二個是耶穌與門
徒（10～12節）；第一個和第二個提問出自法利賽人
（3～6、7～9節，參五 31～32），帶有衝突的特點
（參九 1～8，十二 1～8、9～14等等），所以是發
生在第一個場景，而第三個提問則來自門徒（10～12
節），屬於老師教導學生的場景。

我們來看看第一個場景。法利賽人來到耶穌那裏，
作者表明他們是來試探耶穌的。他們向耶穌發出兩
個提問，第一個是：「無論甚麼緣故，人休妻都合法
嗎？」（3～6節）這個提問假設了「休妻」不是他們
問題的核心，並直接指出問題的核心在於「無論甚麼
緣故」（ kata pasan aitian）。換言之，他們的觀點是
「只要有理由，任何情況下都可以『休妻』」。這問題
源於如何詮釋申命記二十四章 1節：「人若娶妻，作
了她的丈夫，發現她有不合宜的事不喜歡她，而寫休
書交在她手中，打發她離開夫家」的「不合宜的事」。
在耶穌的時代已經有這方面的討論，當時有兩派法利
賽人把持不同意見：煞買學派及希列學派。煞買學

6 7



1110

摘
自黃

漢
輝
：
︽
與
人
同
在
的
彌
賽
亞
君
王—

—

馬
太
福
音

析
讀
�
卷
上
︾
十
九
章3

至12

節
析
讀
。

派（ Shammai）認為妻子犯了姦淫（或不貞）才可以休妻（9節；參何二
16）；而希列學派（Hillel）則主張任何微小的原因例如燒焦了飯都可以休
妻（參「米示拿」之「論離婚訴狀」〔m. Gittin〕9.10）。後者的代表人物
是二世紀初的著名律法師亞基巴�便�約瑟（Akiba ben Joseph），他曾
說，若一個人遇上比他的妻子更入眼的女子，這便足以成為休妻的合法
理由。耶穌則是站在煞買派的立場，他認為「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
女，並且說：『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結合，二人成為一體。』」
（5節）耶穌所引的經文來自創世記的兩段經文（創一 27，二 24）。耶
穌先提出上帝的心意，便討論由以人為中心轉向以上帝創造的心意為中
心。他引用希伯來聖經作結論說：「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開。」
他所指「人不可分開」的「人」是指「丈夫」，「分開」指到「休妻」。聖經
似乎從沒有提及「休夫」，這暗示了離婚是男人的權利，女人完全沒有
權利作出這要求，這與猶太人的文化有關。在猶太人的世界裏，女人是
沒有地位的，女人婚後就成為男人的私有產業，所以女人是沒有自主權
的，而男人卻可以選擇擁有或放棄（即「休妻」）這「私有產業」，這也
是希列學派背後的理念。耶穌的用意，是要指出當時猶太人這種向男性
傾斜的做法是不公允的。他認為「休妻」是被容許的，但這不是上帝創
造人或訂立婚姻的原意。

法利賽人的第一個提問，是關於男人怎樣才算是合猶太律法要求地「休
妻」。但是，耶穌沒有正面回答他們的問題，反指出「休妻」不是上帝創

造的原意，甚至有違上帝原初的心意，故此法利賽人似乎不太
滿意耶穌的答覆，認為祂的答案有漏洞。於是他們借猶

太律法（申二十四 1）繼續追問：「這樣，摩西為
甚麼吩咐給妻子休書就可以休她呢？」（7

節）法利賽人如此提問，明顯不是
要知道答案，而是要陷害 

耶穌……



導讀
《信故我思：

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在
本書中，我想要解說和發展的神學模式，就
是古代對神學的描述：「信仰者尋求理解」
（fidelis quaerens intellectum）。神學是透過信

仰（ faith）來理解它自身、它的對象（object）以及它在
今日世界中的位置的嘗試。用我們的書名簡單地說，
那就是：faith thinking（信仰思考）。這樣的探尋是信
仰存在其自身無法逃避的必然結果。因為，如果信仰
是真正的信仰的話，會禁不住地提問並尋找答案。因
此，神學絕不是高尚的學術智性遊戲，只祕密地保留
給少數初學者而已，以至在本質上跟一般的基督徒實
際生活扯不上關係。當然，我們可以在高度的智性層
次上從事神學，而且也需要有人致力於這種專業。但
是，名為「基督教神學」（Christian theology）的活動，
是生活在真實世界裏會思考的基督徒勢必產生的結
果。我在這裏所說的「思考」，單純是指我們人類日常
生活中所做的智性活動，如閱讀報紙、看電視，以及
和初次見面的人互動、適應新環境、接收新資訊等，
並且試著把它們整合至我們那較大的世界圖畫之中，
以及把我們的所在置於這些東西之中。照這樣看來，
儘管我們並非全是受過正式訓練的神學家，但是我們
都是在從事「神學」，基督教信仰對我們來說，也要整
合到那幅圖畫而成為其中一部分。

我們可以說，就信仰羣體的生活而言，每一個層次的介
入都是不可或缺的。上帝會在不同的時代中重新呼召教
會，讓她為信仰提出融貫（coherent）的講述，為上帝託
付她的活潑真理——基督的福音——做見證。這樣的
形構（articulation）和宣告，不能單局限在一個智性層次
上，或是受制於任何一種社會羣組或文化。不論我們的
智性資源如何，上帝都呼召我們，為我們的生命和盼望
的源頭忠實地做見證並把見證形構出來。但是如果我們
一開始沒有盡上己力了解基督教故事的基本要素，並思

哈特 本書作者，Saint Andrew's Episcopal Church 主任牧師、
   聖安德烈斯大學神學榮譽教授

考如何適切地在我們的世代中重述這故事的話，那麼這
個任務即使開始也不可能。單就這個理由就足以說明，
神學思考不能夠只在大學或神學院裏進行，而是在每一
位基督門徒的日常生活處境中進行。正如信仰為了跟其
鄰舍分享一己所有，就必須尋求理解它自身（ faith seeks 
to understand itself）、它的內容以及情境。我們不一定
全都會成為偉大的福音使者或護教家；但是，肯定地，
就如同在上帝的教會裏，像「信徒皆祭司」一樣，也有
一種凡是上帝的子民都可以擁有的神學特權，而這特權
不是只屬於學術菁英界之祭司（學術聖殿的守護者）而
已。因為，認真負責任地思考關於上帝、信仰的任務，
也就是信仰尋求理解自身並且形構該理解，正是基督教
神學的本質。當然，這樣看來，「每一位思考上帝的男
女老少都算是在從事神學」。1 沒有人例外！每一個人
作為信仰和見證羣體的一分子，都蒙上帝呼召參與神學 
任務。

這本書的內容主要不是供學者或神學造詣很高的讀者
閱讀的，乃是針對初次摸索如何做神學的初學者而寫
的。基於這樣的考量，本書內容會盡量避免專業術語
和神學著作的贅言。假如因為某種原因不得不用的
話，也會加以說明和解釋。本書將處理做神學時常出
現的核心問題，但不是為了提供指引性的答案，引導
達至保證的成功（彷彿真的可能！），而是讓我們實際
地看到這些五花八門的問題，如何透過在世的信仰行
動獲得解答。換句話說，我們要做的是描述如何做神
學，並從中學習，好讓讀者自己在神學領域的探險中
獲得指引。除此之外，（為了吸引已經讀過其他神學方
法導論的書，並且打算把這本書放回書架上的人）我
希望一開始呈現的是一種包含某些簇新向度和創新向
度的做神學模式，這模式可以用比較新鮮和富啟發性
的進路處理某些既古老又惱人的問題。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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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問是作為人的責任之一……，靠著上帝在耶穌基督裏的恩典的亮光提
問，則是基督徒的責任之一。」2 所以，我們可以說，每一位基督徒都背負
著從上帝那裏來的神學呼召和責任，也就是深思耶穌基督的福音，以及反
思它的內在與外在融貫性。我希望，本書能夠成為有意願擔負起責任，並
認真回應此一共同呼召之人的指引；幫助他們避開某些陷阱，辨認某些比
較明確、更為有效的途徑。這樣也有助他們更新其對基督教信仰的信心，
把它當作觀看和參與現代世界生活的一個值得尊重的立場。

（節錄自原書〈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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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	神學與公共系列

01	政治中的教會
 鄧紹光 著／HK$88

很多人誤以為啟示錄是一顆讓人參透未來的水晶球。那些把

啟示錄當作水晶球，藉此解讀世界大事的人，其實把這卷書

的內容拆解得支離破碎。

香港過去一直是殖民地，這絕非新事；而啟示錄正是一卷完美

的書卷，讓我們看看基督對我們的處境有甚麼話要說。作者盼

望透過本書，讓我們再次重拾約翰最初在拔摩島上領受的後殖

民天啟視野。而當兩個範疇─古代文本與現代處境─接軌

之時，古代文本的生命力又再呈現。這不單是要改變教會的意

識形態，也要在一個黑暗、間或沒有盼望的世界中，創造一個

獨特的見證羣體。

此時此地在一個平行的時空裏，我們也可以一瞥基督對香港

教會和社會有何想法。

作者簡介
曾思瀚，英國雪菲大學（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聖經研究博士，現分

別於美國安布羅斯大學（ Ambrose University ）和香港浸信會神學院授

課。他亦於美國西雅圖寫作、講道，並專注於世界各地擴展其研究和

講課事奉。近年出版多部聖經及牧養類著作，其中「壞鬼釋經」系列

深受歡迎。有關作者事工最新消息，可瀏覽以下兩個網址：https://
www.facebook.com/drsamtsang；http://engagescriptures.org/。

	 Re:	神學與公共系列

02	香港�教會�啟示錄
 曾思瀚 著／曾景恒 譯／HK$68

教會在面對政治時，一句「政教分離」就可敷衍了事？教會逃

避得了政治嗎？在政治漩渦中的教會，應如何定位？與政治

持守一種怎樣的距離？又如何呈現其政治生活，並持之以恆

地踐行基督門徒的使命？

本書內容大部分寫於雨傘運動前後，分為三部：第一部分 
「遠�近」，關乎教會羣體與政府／政權的關係，這涉及教會

羣體自身有別於墮落世界的身分；第二部分「『日』常�『非』

常」，表明教會羣體作為耶穌基督的追隨者，她每一個成員在

世各個層面的日常生活的方式，正正顛覆墮落世界的種種扭

曲與敗壞；第三部分「多�一」，回到教會羣體彼此的言說與

聆聽，因為教會羣體的成員在世的日常生活，離不開這個羣

體自身的內在生活。

但願這本書能帶領我們思考並踐行基督門徒的使命，包括其

身分、其在世的政治見證，以及彼此的言說與聆聽。

作者簡介
鄧紹光，早年畢業於樹仁學院工商管理學系，後於新亞研究所與中國

神學研究院分別獲得哲學碩士與道學碩士，最後於英國聖安德烈斯大

學（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完成博士學位，論文研究莫特曼神學中

上帝的歷史；先後任教於中國神學研究院、信義宗神學院，現為香港

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著有《盼望�神學：莫

特曼》、《詞語破碎處》、《界限與倫理》、《殺道事件：潘霍華倫理的

神學對牟宗三道德的形上學的批判意涵》、《教會不在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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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以兩個主題貫穿整卷馬太福音的信息，分別呈現於卷上

及卷下。作者在卷上以七章的篇幅探討「以色列的彌賽亞」

這主題，其內容由耶穌的家譜開始，並以彼得對耶穌作為彌

賽亞這身分的認信作結（一 1 ～ 十六 20 ）。作者嘗試闡明馬

太福音的耶穌，如何透過祂的事工及其五大講論中的三大講

論，說明其自身乃是從以色列民族而生，並為這民族而來。

作者在卷下以五章的篇幅探討「萬民的君王」這主題，其內

容由耶穌教導門徒開始，並以耶穌升天前所頒佈的大使命作

結（十六 21 ～ 二十八 20 ）。為了成就救恩，耶穌必然要走上

十架的道路。作者仔細分析將要離世的耶穌，如何透過其餘

兩個講論，教導門徒並堅固他們的心，要他們承傳自己的事

工。最後，作者指出耶穌最後頒佈的大使命如何與萬民息息

相關。

對現今信徒來說，耶穌的講論讓我們進一步明瞭上帝對祂子

民的要求，並提醒我們要將耶穌的教訓傳給萬民，使萬民作

祂的門徒，活出天父上帝的心意。

作者簡介
黃漢輝，德國奧古斯塔神學院（ Augustana-Hochschule﹝Augustana 
Divinity School ﹞）神學博士，主修新約。現任神召神學院講師及署理

教務主任。著有 The Temple Incident in Mark 11,15~19 及與廖炳堂合編

《聖靈與教會——福音信仰和五旬宗的對話》。

信仰，是感知的東西？

神學，是基督徒私有的範疇？

聖經，是無誤的？

傳統，是不合潮流的東西？

今天尋求知識，要不是以客觀為判準，就是以相對的多元為

判準。前者排斥任何未經證實的信念，聲稱惟有理性才可

勝任這一任務；後者不相信理性，不會委身於任何特定的信

念，只在不同的觀點之間遊走。神學思考同樣也會落入如斯

景況。

本書是神學知識論的著作，討論神學知識的進路及其本性。

面對啟蒙時代以來做神學時常見的問題，本書並不簡單直接

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上述這兩種判準所引起的

種種困難，方才提出作者所倡議的第三條進路。

全書分為四部，作者於第一部探討信仰的確定性的問題，並

縷述信仰於知識中的位置；接著在第二部重申「信仰尋求理

解」的重要性，並釐清神學在公共領域的位置；第三部則表

明信仰羣體怎樣透過聖經去理解其所委身的信仰，並應以甚

麼方式和態度去詮釋聖經；最後，作者於第四部帶領讀者一

起反思信仰傳統的傳承、開展與整合的問題。

作者簡介
哈特（Trevor Hart），現任 Saint Andrew's Episcopal Church 主任牧師，以

及聖安德烈斯大學神學榮譽教授。專於系統神學、基督教傳統的當代重

構和神學的跨學科（尤其是哲學和文學）研究，目前主要研究關於人類

想像的本性和作用。著有《在生命境況中尋見上帝：給當代讀者的舊約

故事》（與包衡合著）、《當祂甘願被掛在木頭上》（與包衡合著）、以及 
Regarding Karl Barth: Toward a Reading of His Theology、Between the Image 
and the Word 等。

02 03 0401

	 聖經通識叢書

03	與人同在的彌賽亞君王——
	 馬太福音析讀（卷上、卷下）（暫名）

 黃漢輝 著／2016年 1月出版

	 系統神學叢書

04	信故我思：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Faith Thinking: 
 The Dynamics of Christian Theology
 哈特（Trevor Hart） 著／歐力仁、  鄧紹光 譯／HK$138



出版

中國的耶路撒冷——
溫州基督教歷史（上、下冊）
舍禾 著

溫州人被稱為「東方的猶太人」；溫州教會被稱為「中國
的耶路撒冷」；溫州基督徒羣體在中國各地居住並建立教
會，如同利未人散居在以色列國，並服事百姓；溫州人分
散到全世界，如同猶太人散居在全世界。本書內容豐富，
圖文並茂，引領讀者認識溫州人獨有的性格與文化。

華人教會必看的
宣教套書！

容閎年圖譜——
中國留學生之父
許小華 編

容閎，中國第一批洋學堂學生的一員，第一位自費留學
生，第一位公派留學生倡導人……
甚麼樣的時代，孕育出這位有著許多「中國第一」頭銜的
人？甚麼樣的機緣，造就他的決定，成為「中國第一」 ？

宣教繽紛錄——
宣教史人物故事集
魏外揚 著

2015年對華人教會而言，堪稱「宣教歷史年」。本書邀請
你穿越時光隧道，進入繽紛動人的宣教歷史之旅！

為基督造橋的人——
輕鬆讀宣教故事
陳中陵 著

本書作者進行了舊地踏查的工作，讓我們看到宣教士窮盡
生命的堅持、充滿血淚的風範故事。本書適合作為生命教
育典範人物的教材。

腳印——
宇宙光華人教會史論著序文集
林治平等 著

當我們從歷史的角度，客觀地審視基督教與中國的關係，
便能看見宣教士本著上帝的慈愛，在中國的土地上，耕植
上帝的真理。

基督教入台及中國內地會
創設 150 年紀念套書
全套六冊
原價HK$756／推廣價HK$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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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算什麼？
從迫害基督徒到成為基督使徒

（前名：翻天覆地一使徒）
The Apostle: A Life of Paul

約翰�蒲樂克（ John Pollock） 著
顧華德 譯／HK$137

出版

保羅的影響無遠弗屆，從宗教至西方文明。然
而，我們對他的認識或許只限於新約聖經部分
書信。我們到底對他的生平經歷和情感，了解
多少？

保羅一生多次遭遇迫害、患難、毀謗、攻擊，
感受過痛苦、忿怒、掙扎、灰心。本書作者將
他一生曲折起伏的故事編織成小說般的作品，
帶領讀者進入保羅身處的時代及其內心世界。
透過本書，我們與保羅一起走過他在聖經中所
敍述的一切，體會他對耶穌的火熱信心。

本書為 2012年修訂版中譯本。

亞馬遜書店（Amazon）讀者
4.5 星推薦！

著名傳記作家 John Pollock 
描繪使徒保羅的一生！

01 教會動力大轉化——
 五步轉型門徒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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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卜冀曼（ Jim Putman）、賀伯陛（Bobby Harrington）、高
爾文（Robert Coleman） 合著

 台福傳播中心翻譯小組 譯／售價待定

 本書透過五項讓教會聚焦於門徒訓練的重要轉化，調整教

會的價值觀，使門徒訓練成為核心，令門徒能在社區中作

鹽作光。

01 02 03

02 信仰的基石——
 上帝的奇妙圖書館

Bible Building Blocks of the Faith, Series C:
God’s Wonderful Library

 朵拉�馬聖蒂（Dortha Musante）、湯姆�瓦爾德克（Tom 
Waldecker）、莉兒�瓦爾德克（Lil Waldecker）合著

 改革宗／HK$357 

 本系列介紹我們生命的指南——聖經。書中每一課透過

小故事、問答、經文、遊戲、詩歌、聖經課程、勞作、給

父母的叮嚀等結構，幫助孩子建立以福音為中心的世界

觀，引導孩子從聖經中，學習一切有關上帝的知識。

教 會 事 工

03 政治生態轉型下的牧養
 林榮樹 主編／崇基學院神學院／HK$70

 近年，香港的政治生態亂象紛陳，教會中亦聲音各異。

崇基學院神學院「 教牧事工部 」所舉辦的第八屆研討會主

題─「 政治生態轉型下的牧養 」，正切合社會的現況。

本書是「 教牧研討系列 」第八集，為研討會內發表的報告

及文章，經各作者整理後結集而成，盼望成為更多牧者

的牧養參考。



本書探討山上寶訓的成文與結集過程，從馬太福音的神學脈絡來證明它代表了

上帝藉著耶穌與信徒訂定的「新盟約」，包括真福的恩典與天國的誡命。

我們該如何詮釋山上寶訓呢？本書介紹一個新方法，即當代聖經學者正在發展

中的「效應史」。這個進路把歷史流傳下來的各種詮釋分析比較，看它們如何

解釋經文的「意義核心」，並評估它們對於教會、社會、文化的影響與效應，

而找出當今最適切的「導引意義」。本書最後以「效應史」進路來詮釋山上寶訓

中四段經文，作為參考例證。

〈山上寶訓〉新解
新盟約與效應史
葉約翰 著／HK$96

研道社 出版

05 未完成的婚禮講辭
 林國璋 著／基督教善樂堂／HK$99

 婚姻是奧祕，太匪夷所思，可能窮一輩子也學不完。如果

要在十分鐘內將這奧祕闡明，近乎不可能──這正是作者

將本書名為《未完成的婚禮講辭》的原因。希望讀者能透

過每一篇「講辭」，對婚姻有多一點領會。除此以外，教

牧同工亦可以此為婚禮訓勉的參考。

04 信仰的異同與合一 ——
 教義、教派、禮儀
 《認識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編輯小組／台灣教會公報社
 HK$37

 本書為非在基督教文化成長下的慕道朋友提供了穩固的信

仰基礎，就著基督教要義、教會的組織與治理、基督徒生

活三大主題討論現況。此外，本書亦集錄了兩篇特別針對

靈恩運動、福音與文化議題的文章，幫助牧者面對牧養實

況。本書也可使用作為小組查經材料，或長執訓練相關應

用教材。
06 我們如何愛

How We Love
 米蘭．耶柯維奇（Milan Yerkovich）、凱伊．耶柯維奇（Kay 

Yerkovich） 合著／唐燁、于華德 合譯／台福／HK$130

 本書為讀者開拓學習相愛的新視野──發現自己的問題及

配偶的需要，並洞悉彼此關係的問題所在，透過認清危害

愛之模式的五種類型：迴避型、取悅型、猶豫型、控制

型、受害型，從而改變自己的愛之模式，彼此扶持安慰，

走向更美的婚姻關係。本書適合未婚人士、新婚夫婦及曾

經歷婚姻創傷的朋友，從反思中得著安慰。

兩 性 	 婚 姻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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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簡述了基督宗教修道傳統的興起與變革，從而探討修

道生活的價值和意義，希望基督新教徒重新明白「修道精

神」的重要性。本書也提出可行的建議，讓現代信徒在日

常生活中實踐「在家修道」。

出版

我的心渴慕祢
靜觀靈修與修道精神

譚沛泉 著／HK$88

07 默想受苦十架 ——
 追溯基督的加略山腳蹤

The Cross He Bore:
Meditations on the Sufferings of the Redeemer

 弗雷德里克．李海（Frederick S. Leahy）著／鍾越娜 譯

 改革宗／HK$65

 有些人想要一個廉價的基督，他們只要基督，不要十字架；

於是他們匆匆在十字架前走過，以至於低估了這千古以來最

大的奧祕。但是，跟隨主的代價是不能打折扣的。

 李海牧師經過精心採擷、琢磨，提供了扎實的教導，讓信

徒憶起早已被人忽視的默想藝術，並將每一位讀者帶到十

字架前，以清新的悟性和感恩的心，注視那受苦的基督。

08 聖經的三十六計
 范義雄 著／宇宙光／HK$130

 本書作者從中國的三十六計，剖析聖經中多則智謀故事，

讓我們從中觀察人生百態，省思人性軟弱，更學習耶穌如

何以神聖智慧扭轉危局、維護公義、施展仁愛。

09 中國基督教公共神學文選（三）
 學生運動篇
 曾慶豹 編／研道社／HK$120

 生在哪一個時代，不是我們可以選擇的。但是，面對那個

時代的挑戰，則是責無旁貸的。中國基督教史上，學生運

動不是空白的，學生們選擇了自己的信仰，回應時代，我

們應該誠實面對他們。

 本系列已出版的專輯為「社會思想」、「耶穌形象」、「學

生運動」，將會出版「鄉村、工業與婦幼」，期望為今後的

中國基督教公共神學修出一條路，既可上承前人的努力，

或至少重振／尋回過往曾經存在於中國基督教的批判與實

踐的活力，又可接續當代無以迴避的公共生活。

靈 性 與 生 活 當 代 議 題 � 公 共 神 學

07 08 09



如果沒有神？
Can Man Live Without God?
作者：拉維．撒迦利亞
 （Ravi Zacharias）
譯者：黃大業
出版：希望之聲
定價：HK$108

在這個充滿懷疑的世代，真理不

斷被質疑，信仰不斷被挑戰，我

們應如何應對？作者剖析敵神論

世界觀，表明它邏輯上的矛盾，

再解釋人為何渴求意義，帶領我

們重回耶穌的真理。

簡約力
Simplify
作者：比爾．海波斯（Bill Hybels）
譯者：陳維德
出版：福音證主協會
定價：HK$128

燈枯油盡、行程爆滿、傷痕累

累 ……「 充 電 式 」的 退 修 維 持

不到一星期又開始身心俱疲？

海波斯牧師藉著翻轉生命的十

堂課，和我們分享如何化繁為

簡，活出輕省的軛。

與約翰同讀舊約——
再思約翰福音的十架神學

作者：梁美心
出版：天道
定價：HK$90

約翰福音如何引用舊約來解釋

耶穌受難的意義和十架神學？

舊約元素又如何滲透在約翰福

音的敍事內？作者為我們發掘

出約翰神學的精髓。

作主門徒—
洗禮、聖經、聖餐、祈禱
Being Christian: Baptism, 
Bible, Eucharist, Prayer
作者：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iams）
譯者：梁永生
出版：宗教教育中心
定價：HK$38

基督的門徒要在世界踐行耶穌的

教導，傳揚福音。威廉斯大主

教在本書帶領我們進深思考四個

基督徒生命中最重要的特徵：洗

禮、聖經、聖餐、祈禱，讓我們

反思作基督門徒的意義。

成聖、成仙、成佛、
成人——
正視人的高貴與醜惡

作者：溫偉耀
出版：明風
定價：HK$85

人性是矛盾的，既有美善的一

面，亦有醜惡的一面。本書結合

了儒、道、佛三家之人生哲理與

基督教對人性的理解，帶領讀者

為善去惡。

加拉太書簡釋
Galatians
作者：韓森（G. Walter Hansen）
譯者：周俞雲翔
出版：美國麥種傳道會
定價：HK$89

我們應如何面對撕裂的社會和

分裂的教會？韓森細心地帶領

讀者返回加拉太書的時代，剖

析保羅針對種族、階級、性別

方 面 的 張 力 所 說 的 醫 治 性 話

語，提醒教會要捍衞所有人在

基督裏的平等與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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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神同在．常同在—
內省與默想操練

作者：袁蕙文
出版：浸信會
定價：HK$75

這是一本輕便又有系統的靈性

操 練 手 冊。書 中 課 題 包 括 禱

告的預備、慾念省察、認識自

己、活出豐盛等，每課操練備

有 導 引、靈 閱 經 文、默 想 指

引、立志禱文。

2322

耶穌的環保學——
活出聖經中神、人、土地的

美好關係
Planetwise: Dare to Care for 
God’s World
作者：布克雷（Dave Bookless）
譯者：趙汝圖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08

耶穌跟環保有何關係？神學家

孔漢思說：「上帝的國度彰顯於

受造界得到醫治之時。」本書作

者結合他對聖經神學的認識以

及實務經驗，幫助我們成為與

受造萬物和好的門徒。

工，唔係咁打！
作者：伍詠光
出版：突破
定價：HK$88

本書以初職青年為對象，談及大

家關心的題目，例如：理想可否

當飯吃？快樂上班的可能性？作

者以過來人的身分，和讀者分享

做人做事的寶貴經驗，幫助我們

重新掌握工作的力量。

「佔領宗教」——
羣眾神學
Occupy Religion: Theology of 
the Multitude
作者：李格爾（ Joerg Rieger）
   郭佩蘭
譯者：王忻
出版：基督教文藝
定價：HK$98

佔領華爾街運動及台港兩地的

佔領行動引發了一個問題：教

會和信徒在眾多公共議題上，

要扮演甚麼角色？本書帶領讀

者反思宗教在佔領運動中經常

被忽略的角色。

改寫未來的 9種生存力
作者：區祥江、周偉豪、區穎珩
出版：突破
定價：HK$88

本書羅列了身處新世代的人應具

備的九種能力，指引讀者在資訊

洪流中尋找適合的資源、鎖定方

向、建立人際網絡、強化所需的

能力，在回應上帝呼召的旅途中

乘風破浪。

行動的原點——
公共參與的 10堂靈修課
作者：周學信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08

靈修不僅是晨間個人的安靜時

間，也不是個人的內在自我發

現、自 我 實 現 和 某 種 內 心 探

索。作者藉著十位上帝國度的

夢想家，教導我們進入羣體，

邁向行動。



      

Paul & Money: A Biblical and Theological Analysis of the Apostle’s Teachings and Practices
Verlyn D. Verbrugge & Keith R. Krell / Zondervan / HK$252
為何保羅有時接受，有時卻拒絕經濟資助？新約聖經為何不教導什一奉獻？信徒應否將什一奉

獻給所屬堂會？保羅是否反對借貸？本書透過豐富嚴密的聖經研究與神學整合，透徹地剖析保

羅書信，並結合希羅時期的社會環境，探討保羅如何看待、對待金錢。

Becoming the Gospel: Paul, Participation, and Mission
Michael J. Gorman / Eerdmans / HK$252
本書作者透過對保羅書信的詳盡訓詁，分析保羅如何身體力行活出福音，指出保羅書信鼓勵、

糾正、教導古今信徒，當我們決定追隨耶穌基督，我們便承載著上帝的使命──活出公義、和

平；我們不但要相信福音，並且要變成福音，以這種方式參與上帝的使命。

For the Love of God’s Word: An Introduction to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Andreas J. Köstenberger and Richard D. Patterson / Kregel / HK$315
40 Questions About the Historical Jesus
C. Marvin Pate / Kregel / HK$216
The Many Faces of Herod the Great
Adam Kolman Marshak / Eerdmans / HK$315
Corinthian Democracy: Democratic Discourse in 1 Corinthians
Anna C. Miller / Pickwick / HK$270
The Role of Old Testament Theology in Old Testament Interpretation: And Other Essays
Walter Brueggemann / Cascade / HK$230
Ancient and Modern: Anglican Essays on the Bible, the Church and the World
Andrew McGowan / Wipf and Stock / HK$400

	 聖經研究 	 01

02

Reading Backwards: Figural Christology and the Fourfold Gospel Witness
Richard B. Hays / Baylor / HK$272
Gospel of Glory: Major Themes in Johannine Theology
Richard Bauckham / Baker / HK$225
Understanding Prophecy: A Biblical-Theological Approach
Edited by Alan S. Bandy and Benjamin L. Merkle / Kregel / HK$198

Inside Job: Doing the Work Within the Work
Stephen W. Smith / IVP / HK$144
Spirituality of Gratitude: The Unexpected Blessings of Thankfuless
Joshua Choonmin Kang / IVP / HK$144
Hitler, Jesus, and Our Common Humanity: A Jewish Survivor Interprets Life, History, and 
the Gospels
Bruce W. Longenecker / Cascade / HK$230
The Spirit of Saint Francis: Inspiring Words from Pope Francis
Pope Francis / Franciscan / $135
The Rule of Taizé
Brother Roger / SPCK / $128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生活 	 / 	靈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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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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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Speak: Proclaiming Truth in an Age of Talk
Mike Baker, J. K. Jones and Jim Probst / IVP / HK$144
作者在本書指出，耶穌親自差遣每一個信徒去見證祂的國度，好讓世界因為信仰基督者的見

證，而看到祂如何令這個世界變得不一樣。本書以每日靈修方式寫成，輔以小組學習導引，加

深讀者的認知，鼓勵信徒活出這使人得自由的真理。

Introducing World Religions: A Christian Engagement
Charles E. Farhadian / Baker / HK$450
To Whom Does Christianity Belong?: Critical Issu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Dyron B. Daughrity / Fortress / HK$261
Kingdom Politics: In Search of a New Political Imagination for Today’s Church
Kristopher Norris and Sam Speers / Cascade / HK$250
Cutting to the Heart: Applying the Bible in Teaching and Preaching
Chris Green / IVP / HK$225

Resilient Reformer: The Life and Thought of Martin Luther
Timothy F. Lull and Derek R. Nelson / Fortress / HK$396
在芸芸馬丁路德的傳記中，本書以清新活潑的筆觸，描繪出一位有血有肉的宗教改革家。他有

得也有失，有成也有敗；他也不是整場宗教改革惟一的聲音，而是與四十六位同期推動宗教改

革的人士有緊密的合作。讓我們在這本書中，觀探一個更真實的，能因時制宜的馬丁路德。

Pack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Knowing God in Christ, Walking by the Spirit
Sam Storms / Crossway / HK$171
The Son of God and the New Creation
Graeme Goldsworthy / Crossway / HK$153

教牧／宣教

神學／護教 04

03

Incarnation: On the Scope and Depth of Christology
Edited by Niels Henrik Gregersen / Fortress / HK$396
40 Questions About Baptism and the Lord’s Supper
John S. Hammett / Kregel / HK$198
Sacred Sense: Discovering the Wonder of God’s Word and World
William P. Brown / Eerdmans / HK$198
Performing the Faith: Bonhoeffer and the Practice of Nonviolence
Stanley Hauerwas / Wipf and Stock / HK$280
Strange Glory: A Life of Dietrich Bonhoeffer
Charles Marsh / Vintage / HK$272
Fieldwork in Theology: Exploring the Social Context of God’s Work in the World
Christian Scharen / Baker / HK$180
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Reclaiming a Lost Vision
Kevin J. Vanhoozer and Owen Strachan / Baker / HK$180



1. 新的事將要成就 2CD
 讚美之泉

2. 讚美的孩子最喜樂 CD+DVD
 讚美之泉

3. 耶穌基督 DVD
 永生之道

4. 牧我一生 CD
 ACM

5. 天路歷程 DVD
 永生之道

6. 啟示錄7徵兆（2）
 天就挪移 DVD
 映星娛樂

7. 合一的呼求 CD
 新音樂敬拜創作

8. 啟示錄7徵兆（1）
 地與海有禍了 DVD
 映星娛樂

9. 燃動生命 CD
 角聲使團

 靠主愛誇勝 CD
 基恩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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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斯托得  ／校園書房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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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成聖、成仙、成佛、成人──正
視人的高貴與醜惡

 溫偉耀  ／明風

5.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

6. 逆道——路加福音品讀
 孫寶玲  ／德慧

7.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溫偉耀  ／卓越使團

8. 雞毛蒜皮的信仰
 許立中  ／基道

9. 生命的地標──依納爵式的內心
之旅

 瑪格麗特．席爾芙  ／光啟

 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中文書

1.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Rick Warren  ／OMF

2.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Henri J. M. Nouwen, Michael 
Christensen & Rebecca J. Laird

 HarperOne

3. Meaning of Marriage: Facing the 
Complexities of Commitment 
with the Wisdom of God

 Timothy Keller & Kathy Keller
 Riverhead Books

4.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Vest 
Pocket)

 Oswald Chambers  ／Barbour

5. Run with the Horses: The Quest 
for Life at Its Best

 Eugene H. Peterson  ／IVP

6. Heaven Is for Real: A Little 
Boy's Astounding Story of His 
Trip to Heaven and Back

 Todd Burpo, Lynn Vincent
 Thomas Nelson

7. The Radical Disciple: 
Wholehearted Christian Living

 John R. W. Stott  ／IVP

8. The Reason for God: Belief in 
an Age of Skepticism

 Timothy Keller  ／Riverhead Books

9. Streams in the Deser t: 366 
Daily Devotional Readings

 Lettie B. Cowman, Jim Reimann
 Zondervan

 Spiritual Direction: Wisdom for 
the Long Walk of Faith

 Henri J. M. Nouwen, Michael 
Christensen & Rebecca J. Laird

 HarperOne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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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讀到哈金（James Harkin）的《小眾，其實不小》，

書中提及主流文化瓦解和中間市場陷落的現象，

並剖析網絡社羣興起如何顛覆傳統市場的生態。

哈金又以不同案例，說明各行業的求變者如何尋找自己擅

長的「利基」（ niche ）市場，繼而開闢出一片屬於自己的

新天地。在這個全新的文化和市場景觀下，「質」遠比「量」

重要，「深」遠比「廣」來得更關鍵，而深耕細作，細意經

營自己的利基小眾，所需要的，正是一份鍥而不捨的精

神，一份清心志於一事的專注與熱情。

 
然而，哈金也非一面倒擁抱小眾，追求淺薄的從眾效應。

他本人對社羣之間的撕裂，亦顯得憂心忡忡。事實上，在

社交網絡狂飆的時代，意識形態相近的人，愈來愈無法聆

聽和明白自身社羣以外的聲音。抑有進者，人們往往缺乏

耐性，懶得亦不覺得需要梳理事情的來龍去脈，就隨意評

斷，進而於社羣內自由「分享」。其實，大家這樣熱鬧哄

哄地聚在一起，很多時都或許只是在不斷重複並強化相互

的立場，彼此取暖。

面對這樣一個新媒體世代，基督教文字工作者其中一個最

大的挑戰，就是如何立足於眾聲喧譁和信息紛雜的網絡空

間，並進一步以富有處境意義的信息內容，幫助讀者作批

判性思考。我們既要幫助讀者在資訊的海洋中找到方向

（ telos），自身亦要敏銳地聽到時代的聲音，辨識時代的脈

動，學習成為思考的誘導者，豐富讀者的信仰想像。每一

時代總有每一時代的挑戰，每一時代也總有每一時代與上

帝同工的契機（ kairos ），那這個時代文字工作者的召命又

是甚麼？

 
回到當下的處境，在夾縫中求生的傳統內容產業（譬如紙

媒）究竟應何去何從，自然沒一個一網打盡、一成永成的

答案。在求變的路上，我們也沒有即時的靈丹，只求單純

地把最簡單的事做好。而我們其中一個目標，就是希望為

讀者建立一個基督教中文書籍資料庫，使之成為相較完善

的書籍搜尋平台。這項計劃於去年七月正式展開，期望於

本年底初步完成；而當中一個比較艱難的環節，莫過於要

整理和輸入過萬冊書籍的資料，特別是全書目錄。我們自

知一切總不能一步到位，但深盼這個平台既能方便讀者搜

書及掌握相關的內容資源，亦能對文字工作的長遠發展帶

來裨益。

多年前楊牧谷嘗言「信息衰竭乃謝幕的徵兆」，當然，由傳

播理論觀之，這話未必盡然，但當中卻提醒每一代的文字

工作者一件事：任何轉變或創新，也總不離文字工作的核

心——「內容」，其背後則意味著文字工作者所需的專注與

熱情，以及能夠對應於教會和時代的批判力與想像力。這

看似陳腔，緩不濟急，卻或許才恰恰是讀者對我們最大的

期許。其實，這不從來就是文字工作的最大挑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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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學是一門探索人類行為和內心活動的科學，當中

涉及成長、意識、知覺、學習、行動、認知、動機、

情緒等各個層面的研究。基督信仰亦涉及人類內心

的活動，也關乎行為與表現，其所衍生出來的諸種現

象，甚至可反過來影響心理學理論的發展，因此信仰

與心理學兩者是息息相關的。

本書作者陳天祥博士為心理學系的榮休副教授，多年

來從事心理學的研究及教學工作，且一直致力於闡釋

心理學與信仰的關係，探索人如何知覺、認識及經歷

看不見的上帝，以及嘗試釐清人對心理學與信仰的關

係的種種誤解。

目錄簡介

1. 知覺肉眼看不見的神

2. 人有認識神的能力嗎？

3. 從意識到靈魂

4. 信仰是否心理作用呢？

5. 何謂信？

印象文字

印象文字網頁
www.inpress.com.hk

夾縫中的香港

香港的政治，就是在時間的張力中發生的政治。在種

種夾縫之間，香港社會的撕裂日益嚴重，敵我鬥爭更

使得差異無法共存，香港在進與退、循序漸進與一步

到位的張力之間，蹣跚前行。

雨傘後的漂泊

爭取民主是一條漫長的路，在香港政制發展及種種時

限以外，政治其實還有靈性和道德的向度。進入後雨

傘年代，香港正經歷一趟「飄流」或「流散」的屬靈旅

程，香港教會的行旅政治，正正幫助我們重新整合政

治實踐的信仰資源。

在路上的政治

雨傘運動給我們的啟示，就是透過「在路上」的「行旅

政治」這種方式，讓大眾體會如何將政治與生活結合，

學習走出私人世界，進入公共領域，關心社羣，跟公

眾一起參與公共事務，將民主政治所重視的普世道德

價值落實在日常生活當中。

目錄簡介

I.  夾縫中的香港

II.  香港政治的混雜性

III.  政治人的靈性與道德

IV.  散居異鄉之路：行旅政治

V.  日常生活的政治踐行

vision in press

十月份新書

夾縫中的漂泊：
香港教會的行旅政治
趙崇明／HK$88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陳天祥／HK$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