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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耶穌所講「撒種的比喻」中，「道種」落在不同的處境，便會有不
同的「遭遇」。「道」在現今多元複雜的社會處境中，亦是如此。

宣講者的困惑

在馬太福音中，當耶穌與人談論到施洗約翰時，祂發出了這樣的慨歎：「我
可用甚麼比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說：我們向你們吹
笛，你們不跳舞；我們向你們舉哀，你們不捶胸。」（十一16～ 17）有時
心想，用這話來形容今天的教會與牧者的關係，何其貼切！施洗約翰與耶
穌，同樣都傳講天國的信息。約翰的信息是嚴厲的，好像向人「舉哀」一
樣，但百姓聽後，沒有任何反應。耶穌也傳講天國的信息，「風格」卻是與
眾人輕鬆吃喝，百姓看在眼內，也不表贊同。到底耶穌所服事的世代，要
聽甚麼信息才感滿意？似乎耶穌所面對的處境，今天的牧者正重演著。牧
者在講壇上，使出渾身解數，台下會眾，卻無動於衷。到底甚麼信息，才
能引發出會眾的認同和反應？

另一位面對宣講的困惑的人物，就是先知耶利米。與其他先知相比，他
所面對的更是一個複雜的處境：沒有另一位先知會像他一樣需要不斷地
與假先知角力，沒有另一位先知的宣講像他一樣被假先知拆毀和破壞。
若用今天的政治語言來形容他當時的情況，我們可以說，他承受著來自
建制與非建制的張力所帶來的壓力和困擾。一方面，支持建制的先知認
為不必過分「放大」巴比倫的威脅，因為那只會是曇花一現，因此猶大應
當看準適當的時機，反抗強國巴比倫的轄制，重建民族自主和尊嚴。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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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慶才
前半生在神學院事奉，後半生則在教會中牧
養，喜愛閱讀時歎咖啡和學問鑽研，但更嚮往
民主，期待真普選。

另一方面，耶利米本人的領受卻完全相反，即巴比倫的威脅是致命的，
不能當她「冇到」，因為她是耶和華手中責罰的刑杖，猶大的出路是順服
巴比倫，藉此表示他們的悔改，並等候上帝的日子臨到。借用馬太福音
的話，耶利米宣告說現在是「舉哀」的時候，猶大人卻選擇「吹笛」。

宣講者應有的態度

在這樣的處境中，傳講信息的人可以怎樣？說些會眾覺得「悅耳」的信
息？還是宣講會眾覺得「刺耳」的信息？今天，很多時候我們在教會中聽
見的信息，是把聖言的真理演繹成生活哲學：如何可以家庭和諧、如何
增進親子關係、如何在事業上更上層樓等。這些信息，的確很受歡迎，
但久而久之，聖言的「刃」就變得鈍了，失去了其「兩刃劍」的殺傷力，上
帝的話語就被「馴服」了，聽者再不感到戰兢。

然而，聽者的內心感到戰兢，正是聖言本應產生的反應。聖言不只
要成為生活智慧的泉源，它本應使我們感到渾身不
自在（參哈三16），因為這話語要成為拆毀、毀壞
的大錘，擊破我們生命的重重防禦，使我們能降服
在上帝的建造下。這正是耶利米的宣講的態度。對他而言，上帝
的話語是火、是大錘（耶二十三29）。可惜那些自命是聖言的傳講者，卻
把這具有殺傷力的話語，變成了使人沉睡的謊言，不但如此，他們更互
相盜取彼此的信息，變成了自己的領受（耶二十三30）！耶利米的話，應
該成為現今每個宣講者的提醒。事實上，耶利米自己先經歷了上帝的話
的拆毀和淨化，然後才能承擔作先知的使命。

對宣講者的提醒

我們當傳講甚麼信息？信息要迎合大眾口味，還是「語出驚人」地挑戰現
狀（ status quo）？如果今天耶穌、耶利米、施洗約翰等人重現於香港鬧市

和教會的話，他們會傳講甚麼信息？相信他們不會是受歡迎的講員。作
為「撒種」的人，我們必須懷著信念：即使在逆境
中，我們仍然相信「道種」會有超乎想像的收成。

（文中標題由編者所加）



教
會／信徒合一，說易行難，信
徒的神學取向、政治立場、
成長背景和經驗、性格思維

可以南轅北轍。分歧甚至衝突似乎難
以避免。信徒的分歧和衝突在耶穌
時期已經出現；耶穌離世前為祂的門
徒禱告，祈求天父上帝使他們合而為
一。耶穌對合一的理解，不單是門徒
彼此連結，更是他們常常與上帝和耶
穌連繫共融。耶穌的祈禱如此說：「你
所賜給我的榮耀，我已賜給他們，使
他們合而為一，像我們合而為一。我
在他們裏面，你在我裏面，使他們完
完全全地合而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
了我來，也知道你愛他們如同愛我一
樣。」（約十七22～ 23）

因此，教會合一並非只是信徒之間彼
此和平相處，更加不是沒有衝突和分
歧這麼簡單。教會和信徒的合一，是
要見證耶穌基督是被上帝差遣來到世
界，藉著祂彰顯上帝對世人的大愛。
「合一」是耶穌對門徒一個愛的呼召和
渴望，而這個呼召和渴望建基於上帝
共融連繫的愛。信徒合一的本質是要
見證和實踐與三一上帝的共融關係。

「合一」的基礎，是相信信徒和萬物眾
生都連繫於一位上帝，那位創造萬物
之主。上主創造的世界是多元的，也
存在差異，但這些不同都是上主的禮
物和恩賜。藉著耶穌基督這個同一的
身體，通過同一的聖靈，信徒互相彼
此接納，超越彼此間的分歧和隔閡，
活出彼此相愛，與上帝與人契合的共
融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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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滿紛爭、磨擦與分歧的教會羣體中，「合一」仍然可能，全因為這是上帝的
恩典和旨意，是主耶穌基督的召命，而耶穌的切實經驗也帶給我們亮光和鼓勵。

耶穌被出賣和被釘在十字架的時候，祂的心靈和肉體受盡煎熬。那一刻，祂經歷
破碎以及與上主分離的痛苦（太二十六37～ 39，二十七46）。但祂堅定對上主的
順服，遵行上主的召命，在百般試煉中，耶穌站立得穩，在痛苦中，祂仍然與天
父上帝緊緊相連。

早期教會充滿內部紛爭時，使徒保羅以信徒羣體是一個身體作比喻，勸喻信徒互
相接納和擁抱彼此的差異。保羅強調每一個肢體都是獨特的，都是上主的
恩賜。保羅更指出每一個人都是上帝的兒女，信徒彼此連繫，也
與上主聯繫。一個肢體受苦，所有肢體都一同受苦。一個肢
體得榮耀，眾肢體一同快樂（林前十二章）。保羅昔日
對基督門徒的說話和挑戰，今日仍然擲地有聲。

合一的實踐是承認我們的差
異，但在不同中我們仍連
繫於一位上帝，藉著耶
穌基督，我們突破彼
此的分歧和隔閡，
在聖靈的引領下，
活出彼此相愛，
信徒團結契合的
見證。

「合一」是信徒靈性之旅程。上主藉著聖靈提醒我們：

1. 認定教會是上主所建立的團契，是屬於上主的，而不是屬於我們的。
2. 讓教會以福音為中心，實踐基督道成肉身的教導。
3. 讓聖靈內住在教會中，引導信徒以開放謙卑的心，聆聽和實踐上主的
使命。藉著聖靈的勸慰，信徒勇於認錯悔改，令創傷得醫治，關係得
復和，生命得更新。

「合一」是痛苦和不斷被破碎又重建的靈性之路。合一的靈性在於我們願
意放下自己，就好像耶穌基督將自己完全交託父上帝，與上主共融合一。

我選用以弗所書作結，與眾姊妹兄弟彼此互勉。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
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弗四12～ 13）

王美鳳
九龍佑寧堂主任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神學院神學碩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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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於二〇一四年神學畢業，剛進入工場兩個多月後，正遇上雨傘運
動發生。九月二十八日，我當時與幾個新手牧者看著電視，不禁
流淚。香港面對如此巨變，香港教會又如何可以倖免？

作為新手牧者，在此時此地遇上的難題，就是如何牧養年青一輩。當
時，我的羊坐在街道上，加上教會接近佔領區，於是我不時會到那裏看看
小羊。我初出茅廬，每一步都得小心翼翼；我很想到前線支援，卻又怕
此舉會為教會帶來負擔。辦公室已準備好口罩、清水、保鮮紙、雨傘等
裝備，若有任何風吹草動，我就隨時出發，領羊回家。感謝上帝，最後
這些裝備都沒用得上。不過，這種與信徒同在的經歷，卻讓我學習到「同
在」（being with）是牧養的一個重要元素。同在不是關乎找到解決的方
法，而是關乎陪伴處於掙扎和困苦的人；透過這種陪伴，我們去感受他人
的困境。1 面對政改的困局和七十九天的佔領，沒有任何解決方法，但我
卻因為與青年人同在，而親身感到他們的灰心與失望，這令我了解他們多
一點。在牧養上，牧者有多少次能成功為信徒解決困難呢？面對生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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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牧者都感到無能為力。牧者雖沒有叫人起死回生
之能，但卻能與人同在，試著明白對方的感受，透過
經歷這種軟弱而看到上帝的大能。

現在，香港處於後雨傘運動時期，我相信在香港的教
會歷史中，從未見過如斯亂象：信徒身處社會中，因
社會議題而敵我分明，各走兩極。要在香港教會中牧
養信徒，牧者有兩種選擇：第一，對社會問題避而不
談；第二，立場鮮明，選擇親建制或反建制。信徒方
面，他們開始要教會表態，若政治立場與之不合，便
各奔東西。曾有信徒叫我介紹教會，他們的首要要
求，就是政治立場與之相同。我不禁慨歎：今天的信
徒是跟隨自己，還是跟隨主基督呢？

教會是多元且合一的身體，因此學習與異己相處才是
信徒當走的路，而牧者也必須牧養在各樣事情上有不
同取態的信徒。我關注時事，不時在臉書留言，間中
也會出現反對聲音。若牧者能把握這機會，就可教導
信徒如何以聖經真理作倫理辨識（discernment），而
不是單靠世界的知識作無謂的爭辯。教會中存在衝突
是正常或自然的，所以牧者及信徒不應逃避衝突，他
們必須正面處理衝突，才能忠於基督的授命。  2 因此，
牧養的功夫實在挑戰我的耐性，而我也視之為耐性的 
操練。

張偉淳
道學碩士畢業後即成為教會傳道人，主要負
責青少年事工和社區工作，鍾愛神學與倫
理，同時對時事政治甚為關注。

76

我自覺無力牧養那安於現狀、沉默的一羣，就是一般
認為是中產教會裏的一些信徒。他們在社會上有豐富
的經驗、成就和學識，也傾向虛假的「穩定和諧」，
不想面對真相。然而，牧者首要的責任是讓上帝的話
語在信仰羣體之內得以被宣講、閱讀、分享，以及聆
聽、思考、跟隨。  3 因此牧養的挑戰除了是學習與人同
在和操練耐性，更重要的是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
意即牧者自身先被上帝的話語牧養，然後才能牧養他

者。今天新手牧者的挑戰，不在於經
驗、成就和學識上的不足，乃在於牧
者能否忠心地宣講上帝的話語，不俯
就會眾要求而只說動聽的福音。勇於言
說真相／真理，就是復和的開始，亦只有基於真實的
故事，門徒才能踐行勸誡的工作（admonition），4 這
樣，門徒羣體才能挽回彼此，恢復合乎上帝心意的羣
體生活。

註釋：
1. Samuel Wells and Marcia A. Owen, Living without Enemies: Being Present in 

the Midst of Violence (Downers Grove, IL: InterVarsity Press, 2011), 36～ 37.
2. 禤智偉：〈「耐性作為法門」——尤達的和平知識論〉，載《和平知
識論——從理性的暴力走向對話的可能》，鄧紹光編（香港：印象
文字，2015），頁131。

3. 鄧紹光：《政治中的教會》（香港：基道，2015），頁134。
4. 塞繆爾�韋爾斯：《上帝的同伴——基督教倫理再想像》，陳永財譯
（香港：基道，2011），頁152。



近
年，關於馬可福音的著作可謂多不勝數。然
而，在統一馬可福音理論的研究上，並沒有
太大突破。其實，這個範疇的研究甚至比以

往更加複雜。在華人學界裏，近年出版了兩本註釋
書，其一是由精於敍事研究的孫寶玲博士所著。孫寶
玲博士的研讀方法，有部分是按主題來研讀的：基督
論、門徒訓練，以及國度。1 這個主題研讀的進路與敍
事發展的結合十分合理，然而，我們為此還要多下功
夫。有眾多馬可福音的著作出現，可能是因為難以確
定耶穌故事背後的目的或其修辭上的原因。論到新約
的敍事，馬可福音可說是個好例子，能夠擴闊我們在
詮釋學上的界限。 

普遍來說，在學者當中，有頗多研究馬可福音的詮釋
方法：有些學者會按著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歷史鑑
別資料來詮釋馬可福音，而打從十九世紀開始，這種
策略一直備受關注。其他學者嘗試把馬可福音歸入不
同的體裁，然後按其體裁來詮釋馬可福音。但是，這
只會陷入一片僵局：有太多可供選擇的詮釋，卻沒有
充分的解釋。因此，本書只會專注於馬可福音敍事的
文學發展，並視這些敍事為單一、獨立的單元。本書
不會涉及來源和編修的討論，因為這些討論已經有人
討論過了。為甚麼我們不去好好享受這個故事，而硬
要把它抽絲剝繭，將之與其他福音書作比較呢？   

筆者希望本書在兩方面對華人學術界有裨益。在說明
這兩個貢獻之前，讓我先指出一點：本書在對馬可的
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之間遊走不斷（這是我慣常的詮
釋風格）。馬可讓他的聽眾得見耶穌在試探裏的私人世
界。2 只有敍事者和馬可知道耶穌的真正身分。反之，
故事中的人物並不知道耶穌的真正身分；3 只有馬可的
聽眾知道。4 至於那兩個貢獻是：第一，本書以一個獨

跨 學 科 的
對 話

6 8 曾思瀚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特約教授



聖經研究叢書

馬可福音註釋（暫名）

曾思瀚、鄧紹光 著／曾景恒 譯
2016年4月出版

特的敍事進路為目標，使之能突破眾多令人混亂的詮
釋策略。今天有很多「敍事」進路，當中有些進路注
意到，馬可福音的空間描述是分段之處。我認為，我
們以往對空間的研究並未足夠，因為我們依然有著現
代地理科學的思維方式。我們要將一個書卷歸類為敍
事，它必須要有以下三個元素：場合（occasion）、地
點 （ location）和人物（character）—但是這樣的歸類
只不過是冰山一角—很多敍事進路會平均、平等地
處理這三個元素，但我認為以地點為焦點，必能使我
們獲益良多，因為地點並非只是地方而已。有別於今
天的地理科學，在一世紀，地點象徵著不同的東西，
而釋經應該以這個社會結構為基礎。

本書的第二個貢獻是神學反思。不同研究範疇之間甚
少緊密合作，但是我相信這是個值得做、必須做的詮
釋練習。文本對今天世界的直接應用，必須連於詮釋
學的反思。在西方某些角落裏，早已有人嘗試這個
跨學科的進路，但卻不一定成功；在東、西方，仍有
一些未經啟蒙的黑暗角落，那裏的學者的研究十分狹
窄，以致他們會提出一些漠不相關、狹窄的解說。現
有很多這樣的學者繼續研究個別的樹木，卻忽略了整
片森林。我很感恩我曾在雪菲大學就學，那是跨學科
研究的聖地，我在那裏學懂不要忽略那片更廣闊的學
術森林。自從我加入了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的教授團，
曹偉彤院長一直鼓勵我們要做跨學科研究。對於這一
點，我很樂意照辦。當然，我一直確信，富創意的跨
學科是在這個資訊世代的惟一出路，這可見於我過去
的著作。雖然之前有些系統神學家的神學詮釋有點偏
離聖經文本，又或是純粹以經解經（這是所有聖經學
者都感到懊惱的事），本書卻在寫作過程中謀求取得
平衡：神學詮釋是在釋經之後才進行的。本書嘗試說
明，我們可以怎樣透過釋經來進行神學詮釋，其間並
不需要單單訴諸於聖經神學或系統神學，而是可以透

過獨特的釋經方法，把釋經與神學詮釋兩者結合。本
書嘗試展示出跨學科的研究不單是必須的，也是十分
有用的。

除了以上的兩個貢獻，本書還有一個額外的貢獻，便
是兩位作者既分屬好友，也是同事，我們互相認識
對方的學科，能夠連貫地對話。因此，本書與其他由
同一學科的同儕所寫的系列文章，或是由兩個作者各
自研究、截頭去尾的合著有點不同。本書的釋經部分
由我執筆，神學詮釋的部分則由我的同事鄧紹光博

士撰寫。我相信，我們的努力標誌著聖
經研究和神學視野的融會貫通，這兩
個學科不單需要對方，也能夠互補不
足。盼望我們的努力對我們自身和整
體來說，都是個有意義的突破！ 

（節錄自原書的作者〈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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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孫寶玲：《馬可福音——福音之始》（香港：明道社，2011），頁15～ 20。
2. Stephen P. Ahearne-Kroll, “Mysterious Explanations: Mark 4 and the 

Reversal of Audience Expectation,” in Between Author and Audience in 
Mark: Narration, Characterization, Interpretation, ed. Elizabeth Struthers 
Malbon (She�eld: She�eld Phoenix Press, 2009), 69.

3. Ahearne-Kroll, “Mysterious Explanations,” 67.
4. Ahearne-Kroll, “Mysterious Explanations,” 71.



正
如我在第一章已指出，人受造為上帝的 Eikons（編按：意即「形
象」；本書第一章提及，我們管理世界，以及與他者相交，就是
成為 Eikon 的意思）。我們可以用多個詞語來描述人的不同方面，

像魂、靈、身體、心。但無論我們用甚麼詞語，你我都是有機的統一
體，我們不能忽視那統一性。

不過，二元論的發展自有其因。無論你怎樣區分上一章的詞語，每個人都
既是外在物質的人，也是內在屬靈的人。聖經沒有說身體包含（contains）
一個靈，像我們將液體倒進一個量杯，而是每個人都是靈、是身體。換
句話說，正如基督教傳統教導說人有二元性（duality），但這不是二元論
（dualism）。我們是有內在和外在面向的人，但我們不是由兩部分─
內在和外在部分─構成。認為其中一個（內在）是好的，另一個（外
在）是壞的也不對。明白二元性與二元論的分別，對禁食是十分重要的。

禁食的問題是，多個世紀以來，基督徒都傾向讓我們的二元性滑進二 
元論─內在或靈性領域，掩蓋外在、具身體的人（bodily person）。我
們可以找到中庸之道嗎？Eikon 可以恢復到本身作為有機的統一體嗎？
我相信是可以的。合乎聖經的禁食關乎使物質加入非物質，使身體加入
魂，使身體加入靈，使之成為統一、有機的行動。（魂和靈這兩個詞語在
基督教傳統中並非總是容易區分的，所以我在這裏交替使用它們。）合乎
聖經的禁食在全人─具身體體現性的靈（embodied spirit）或「具靈的」
身體（“ inspirited” body）─禁食時出現。巴布（Lynne Baab）在她有關
禁食的聖經研究中，就哀傷（grief）的觀點說得好：

我們感到深深哀傷時，對習慣的活動和正常的快樂都感到不恰
當，與之格格不入。我們想呼喊：「讓世界停止！我愛的人不再

6 8



活著，我忍受不了！」我們想停止一切正常活動。讓自己沉浸在
失去和痛苦中的慾望，由停止進食來顯明。

禁食是全人的表達，全人在自身裏面統一時，禁食是自然而然的。

在我們繼續之前，要記得我們對禁食的定義。禁食是一個人對生命中重

大的神聖時刻自然而然、無可避免的回應。禁食是選擇在一段時間內不
吃東西，因為有些時刻是那樣神聖，以致進食會損害或玷污那一刻的嚴肅
性。以色列犯罪，蒙召遵行與悔罪相連的禁食時，進食會破壞那悔罪的
嚴肅性。他們感到需要令身體痛苦來表達他們的悔罪。以色列號召眾人
禁食，藉以祈求上帝保護國家免於戰爭時，進食會玷污他們對國家的神聖
尊重。以色列因為死亡而哀傷時，任何種類的身體舒適或愉悅，都會破
壞他們哀傷的悲鬱本質。

我相信聖經的禁食如此開始：因為某些時刻或前方任務的神聖性，具身體
體現性的人（embodied person）選擇在一段時間內避免身體的沉溺，藉以
專注於上帝。回到我們 A→B→C 的模式，禁食是對神聖時刻的回應。一
個人禁食，是因為在這神聖時刻進食似乎是褻瀆。我讀聖經時留下深刻
印象的，是 C 的元素（結果）甚少出現。十分重要的是，要明白 C 從來都
不是 B 的推動力。B（禁食）的推動力總是 A（神聖的時刻）。

我還想探討禁食的另一種回應本質。禁食的核心，是一種神聖共感

（empathy with the divine），或有分於上帝對神聖時刻的感知（perception）。 
有人死時，上帝感到哀傷；有人犯罪時，特別令人震驚地，上帝感到哀
傷；一個國家受到威脅時，上帝感到哀傷。我們可以提供更多例子，重
點是：禁食是在神聖時刻，感同（ identi�es）上帝的視角和哀傷。禁食令
我們能夠感同上帝如何看待某事；禁食令我們能夠與上帝共感。禁食關
乎同情（pathos），在某事件中流露上帝的感情。我們會在之後各章不時
探討這點，但現在我用它來說明十分重要的一點：禁食是回應一個神聖的
時刻，而不是用來得到我們想要的東西的工具。人們告訴我們他們在禁食
時，我們應該問：「回應甚麼？」而不是：「你希望可以從中得到甚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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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牧職、教會：

《牧養，就是回到原點》

代序

二
〇一二年，我初次與這本書相遇。當時因為神學院有人事調
動，我與劉振鵬老師接手任教「教牧領袖學與事工」（Pastoral 
Leadership and Ministry）這一門課。既然前任老師採用這本書作指

定課本，我倆也就照樣採用。於是，這幾年來，因著備課的緣故，我每年
也就重讀這本書一次。

我初次閱讀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的著作，是在二〇〇九年。當時
因為我要教授講道學，便看了他寫的《與巴特對談宣講》（Conversations 
with Barth on Preaching）。他在書中提及，當時他是聯合衞理公會（United 
Methodist Church）的會督，平均每星期講道四次。1 由此可見，韋利蒙既是
學者，也是牧者。

韋利蒙於一九四六年出生。他曾在美國四間聯合衞理公會的堂會牧會
十三年（1971～1984年）。之後，他任教於杜克大學神學院（Duke Divinity 
School）共二十年（1984～ 2004年）。接著他被選為聯合衞理公會的監督，
派駐北阿拉巴馬州年議會（North Alabama Conference）。二〇一二年，他重
回杜克大學神學院任教。2

本書成書於二〇〇一年。3 這是韋利蒙於多年牧養和訓練神學生之後，對牧
者和牧職的反省。神學生可採用本書作為實用神學科的課本；資深牧者也
可藉閱讀本書來重新檢視自己的事奉，以重拾最初的感召，重新得力。

閱讀此書，請注意以下幾點：

全書共十三章。其中十一章探討牧者不同的身分和角色。此十一章中的十
章，都以「牧者就是……」（“The Pastor as ...”）為章題。由此可見，作者強
調牧者的所是（being）過於其他。當然，書中記有不少真實的事例和細微
的牧養技巧，但我們切勿忽略作者的重點所在。

其次，若讀者能稍為涉獵他以前的一些著作，會更深了解本書。例如
一九七九年出版的《崇拜就是牧養關顧》（Worship as Pastoral Care），以及
一九八一年出版的《整合式的宣講》（ Integrative Preaching : The Pulpit at the 
Center），這兩本書能幫助我們閱讀本書，因為「牧者就是……」這個格式，
正正在重複《崇拜就是牧養關顧》的書名和《整合式的宣講》的章題。《整合

林國彬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牧、實習主任兼實用神學科講師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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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1. William H. Willimon, Conversations with Barth on Preaching (Nashville: 

Abingdon Press, 2006), 4.
2. “William Henry Willimon”[information on-line]; available from the 

Wikipedia website (https://en.wikipedia.org/wiki/William_Henry_
Willimon); accessed 2 Nov 2015.

3. 見英文版〈導論〉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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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宣講》共有六章，第一章是「牧者就是宣講者」
（這就正是本書第六章的章題），而其他五章則以「宣
講者就是……」這個格式為題。其中「宣講者就是輔
導者」、「宣講者就是教師」這兩章，就與本書第七和
第八章有密切關係。

除了格式，上述三本書（或更準確地說，韋利蒙大部
分的著作）都貫穿著一個神學主題，就是教會這個信
仰羣體。牧者與牧職的處境，就是教會這個信仰羣
體。無論牧者在做甚麼，都離不開教會這個信仰羣
體。所以，雖然牧者有不同身分和角色，但他之所以
能夠牧養，只得一個原因：他身處在教會這個信仰羣
體之內；亦因此，雖然牧者有不同身分和角色，但所
有這些身分和角色，都在教會信仰羣體這個場景之內
統合起來，我們實不能將每個身分或角色逐一分割。

提到教會這個信仰羣體，當然要提及這個羣體內活生
生、有血有肉的故事。作者是講故事的能手。書中
充滿大大小小的故事。其中有兩個故事特別令人印象
深刻，一讀難忘。

其中一個故事，記在導論的結尾（原書頁24～ 25）。
這個故事是作者告訴神學生的，是一個悲慘的故事。
讀完之後，你定有淡淡的哀愁，即使掩卷，久久亦未
能忘懷。

另一個故事，記在第四章「牧養關顧的奇特性」（原
書頁98～ 99）。作者初入牧職，往醫院探望孩子剛
出生的會友伉儷。那男嬰患有唐氏綜合症。醫生與
男嬰父母的對話，值得你再三思想。

因此，作者在本書最後一章說道：「對我們的事奉有
諸多要求的教會，上帝也藉它賜給我們繼續事奉所需
要的東西。」（原書頁331）教會這個信仰羣體，令牧
者又愛又恨，但惟有在教會之中，我們才找到上帝賜
給我們的禮物，讓我們忠心服事到底。



1月 盼望�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著 3月 禱告不是偽術——返璞歸真的祈禱 Prayers Plainly Spoken ／侯活士（ Stanley Hauerwas ）著／禤智偉 譯   ■   我們沒有敵人——暴力
世界中的復和使者 Living Without Enemies: Being Present in the Midst of Violence ／塞繆爾．韋爾斯（ Samuel Wells ）、瑪西婭．歐文 （ Marcia A. Owen ）合著／陳永財 譯  ■  這一
代的鬱悶——從消失中的香港到世代之戰／鄒崇銘、韓江雪 著（印象文字） 4月 壞鬼比喻：馬太福音篇——糾正新約比喻的常見詮釋／曾思瀚 著／曾景恒 譯  ■  當公共
靈修遇上離地信仰／鄧瑞強、趙崇明 合編 6月 感恩 Uncommon Gratitude: Alleluia for All That Is ／卓滌娜 （ Joan Chittister ）、羅雲�威廉斯（ Rowan Williams ）合著／陳恩明 譯  
7月 聖經不是從天掉下來的？ A High View of Scripture?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阿勒特 （Craig D. Allert）著／曾景恒 譯（印象文字）   

■  和平知識論——從理性的暴力走向對話的可能／鄧紹光 主編（印象文字）  ■  近田得米——香港永續生活新煮意／蘇文英、鄒崇銘 合著（印象文字）  ■  靈心明辨——在
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盧雲（ Henri J. M. Nouwen ）、克理斯坦森（ Michael J. Christensen ）、萊爾德 （ Rebecca J. Laird ）合

著／黃大業 譯 10月 政治中的教會／鄧紹光 著  ■  香港�教會�啟示錄／曾思瀚 著／曾景恒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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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夾縫中的漂泊：香港教會的行旅政治／趙崇明 著（印象文字）  ■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陳天

祥 著（印象文字） 12月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實踐神學導引 Practical Theology in Action: Christian Thinking in the Service of Church and Society (2nd Edition) ／保羅�巴拉德（Paul 

Ballard ）、約翰�普禮查特（ John Pritchard ）著／梁偉業、趙半農 譯  ■  活出生命的美好——蘇金妹的傳奇人生／蘇金妹 口述／徐榮耀、王雨蓮、黃桂玲 編採（印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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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黃大業 譯 10月 政治中的教會／鄧紹光 著  ■  香港�教會�啟示錄／曾思瀚 著／曾景恒 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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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夾縫中的漂泊：香港教會的行旅政治／趙崇明 著（印象文字）  ■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陳天

祥 著（印象文字） 12月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實踐神學導引 Practical Theology in Action: Christian Thinking in the Service of Church and Society (2nd Edition) ／保羅�巴拉德（Paul 

Ballard ）、約翰�普禮查特（ John Pritchard ）著／梁偉業、趙半農 譯  ■  活出生命的美好——蘇金妹的傳奇人生／蘇金妹 口述／徐榮耀、王雨蓮、黃桂玲 編採（印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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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電郵 ad@qwyh.com、caoqi@qwyh.com（曹先生）。



COMING
SOON

在基督教傳統中，一直都有禁食這古老的屬靈操練。然而，

有人說，禁食令人受到傷害；有人說，過分的禁食會導致過

度的沉溺；有人說，上帝賜給我們豐富的食物，供我們享

用，為甚麼要禁食呢？對很多基督徒來說，這是令人困擾的

規條，最好不要探討它。

本書作者主張，身體和魂、靈、思想，是一統的，我們的屬

靈操練，應包括我們身體的參與；而適度的禁食，是我們面

對生命中嚴肅、重大的神聖時刻的一種無可避免的回應。那

是一種明白我們需要在恩典中成長，脫下罪，悔改的神聖時

刻。當我們面對死亡、個人或羣體的罪，面對全國的道德災

難（如戰爭），面對貧窮人的受苦、社會的不公義等現象，我

們自然而然以禁食回應，這回應表達了我們渴望上帝公義國

度的成就。

因此，作者鼓勵我們重拾這古老的屬靈操練，好叫我們能感

同上帝的視角和哀傷，以至能回應上帝、自己、他人，乃至

整個世界。

作者簡介
麥克奈特（Scot McKnight）是美國伊利諾伊州朗伯特（ Lombard ）北部

神學院（ Northern Seminary ）新約教授，著作逾五十本，包括《耶穌信

經：愛神愛人 》（ The Jesus Creed: Loving God, Loving Others ）、The King 
Jesus Gospel、The Letter of James、One Life: Jesus Calls, We Follow 等，部

分已被譯成多國語言，包括韓語、俄語、葡萄牙語；麥克奈特也是著

名演講家、網誌作家，其網誌 Jesus Creed 廣受歡迎；他同時是美國聖

經文獻學會（ Society of Biblical Literature ）、新約研究學會（ Society for 
New Testament Studies ）的成員。

 靈修著作精選

02 禁食，讓身體說話
 Fasting 
麥克奈特（Scot McKnight）著／陳永財 譯 ／HK$88

 Re: 牧養職事系列

01 牧養，就是回到原點——
 再思牧養職事的召命
 Pastor: 
 The Theology and Practice of Ordained Ministry
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著／陳永財 譯
2016年3月出版

牧者，你是誰？牧養，所為何事？作者在不斷追問。

不同時代，對牧者的角色總有不同期許，但牧者在忙於回應

的當兒，會否渾忘了牧職召命的初衷？本書作者憑藉其豐富

的牧會及培育牧者的經驗，從歷史、神學、聖經、靈性及處

境出發，帶領讀者回到牧養的原點，重尋牧者最基本、最純

粹的身分：牧者就是祭司、詮釋聖經的人、講員、輔導者、

教師、佈道者、先知、領袖、榜樣、認真的基督徒。

難得的是，書中不時穿插著大大小小的真實故事，既觸動心

靈，又令人掩卷沉思；再加上分佈全書的多篇反省文章，叩

問牧者面對宣講、佈道、犯錯、失敗時的種種掙扎，使得作

者的反思更為在地。

作者簡介
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杜克大學神學院（ Duke Divinity School ）
基督教教牧學教授，前聯合衞理公會（ The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

北阿拉巴馬州年議會（ North Alabama Conference ）會督，其著作共

六 十 多 本，包 括 Worship as Pastoral Care、 Sinning Like a Christian、

Proclamation and Theology、Conversations with Barth on Preaching、Who 
Will Be Saved?、Why Jesus? 等。已譯成中文的有《為這星期五感謝神》、

《異類僑居者》（合著）、《小堂會，大啟示》等。

6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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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的兒子耶穌基督的福音是這樣開始的……」（新漢語譯本）

馬可福音以這句作為兆始，為耶穌基督的福音揭開序幕。馬可

福音的作者，盼望他的聽眾能從接著下來的故事，認識及了解

耶穌基督的福音。因此，我們要好好研讀這卷重要的書卷。

本書並不是一本普通的聖經註釋書！它糅合聖經學者及系統

神學學者的研究專長，並同時兼顧馬可福音的聖經研究層面

及神學反思層面。本書建議的詮釋進路如下：先以敍事鑑別

法，將馬可福音的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展現出來，然後再

作出神學式整合與重述而進一步凸顯其信息。這種的詮釋進

路，使聖經研究及神學反思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互相補足。

因此，本書為跨學科詮釋聖經，作出很好的示範。

作者簡介
曾思瀚，英國雪菲大學（ University of She�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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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

包括《壞鬼釋經：舊約詩歌篇》、《壞鬼比喻：馬太福音篇》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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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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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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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中的教會》、《盼望�神學：莫特曼》、《詞語破

碎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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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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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0401

 聖經研究叢書

03 馬可福音註釋（暫名）

 曾思瀚、鄧紹光 著／曾景恒 譯／2016年4月出版

 聖經通識叢書

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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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出版

（英文版封面）



蘇金妹，二○一一年「香港人道年獎」得獎人，擔任

義工超過四十年，又稱為「輪椅上的天使」。十五歲時

（一九六七年）因意外導致下肢癱瘓，曾經歷十多次痛

苦的手術，但卻沒有消磨她的生命鬥志，反而令她更

珍惜生命，選擇投身志願人道工作，以自身經歷幫助

及關懷傷病者及其家人，令他們不但得到生活上的幫

助，更獲得心靈上的慰藉，從而積極面對人生。

本書是蘇金妹與六十多位作者集體編繪的生命故事。

進入他們之間的真情對話，將會深深體會到「用生命

影響生命」不再是口號，而是活生生的生命演繹，並

能啟發讀者發掘更多人生的精彩傳奇，以及人性光輝

的一面。本書不獨可作為學校生命教育教材，也可成

為人們灰心乏力時的案頭甘泉。

沈祖堯 香港中文大學校長

陳灼明 深水埗「愛心飯堂」明哥

容壽鴻 前伊利沙伯醫院骨科醫生

藍新福 前醫務衞生署副署長

傅鑑蘇 香港家庭醫學學院前院長

高永文 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生活，從來就不是一條直線。彎彎曲曲，上上落落

之間，我們爭取、等待或停下來，學習面對熟知的事

物、意料之外的事情。

我們盼望自己成為更好的人，也想成為別人身邊的好

夥伴。然而，在關係的譜上，相識相知，走近或疏

遠，我們未能掌握一切。

在這書中，讓我們再次走進自己的內心，看一看自己

的模樣，細聽自己的心聲，也輕輕翻開記憶裏與別人

一起走過的片段，寫下自己的言語。盼望你從作者的

文字得著鼓勵和安慰，繼續勇敢與別人連結，共度生

命中的溫暖時光。

印象文字網頁
www.inpress.com.hk

印象文字

我們彼此連結
羅乃萱 文字／影像

HK$88 ／2016年1月

活出生命的美好
蘇金妹的傳奇人生

蘇金妹 口述／徐榮耀、

王雨蓮、黃桂玲 編採

HK$100

印象文字新書出版
passion in press

聯合推薦

6 8



1918

01 喜悅，從心出發
 林火旺 著／傳愛家族／HK$90

 本書討論正直、勤奮進取、值得信賴、寬恕、欣賞、助

人、公民禮節、惜福八種品德。

 以「提問」引導思辨，可以讓人們深入了解品德真正的

意涵與價值，這將使道德得以融入個人深層價值觀，

成為活的真理。

03 浮生．拾穗——
 生之喻

 黃小石 著／宇宙光／HK$105

 記憶抽屜裏的零星雜物，是失散在時光裏的生命碎片，

當我們仔細檢視，將一一被收集、翻新。

 黃小石長老回顧過往人生，與讀者共享生之旅的喜樂與

收穫。他擷取日常生活、身邊事物，以及旅居見聞，

作為比喻的題材，並注入他對文化的觀察和知識的領

略，擴張了關注生命的思考層面和時弊的警醒深度。

 記憶中的過去，不見得更真實，卻成了今日生命的成

分；讓我們有可以做的事，有可以愛的人，有個可以希

望的未來……

01 02 03

心 理 建 康

02 基督徒不是傻瓜
 黃遠志 著／餅和魚／HK$53

 不少信徒覺得基督信仰不能幫助他們面對理性和現實

的挑戰，而冷淡倒退；很多非信徒認為信仰不科學和

予人過多束縛，而拒絕接受。究竟基督信仰是傻瓜的

玩意，還是真理追尋者夢寐以求的至寶？

 誠邀你一起去檢視這個基督信仰，看看何因世上有三

分之一人認信它。基督徒不是傻瓜：基督信仰是合乎

理性，有根有基的；基督徒的人生是豐盛和蒙福的。

信 仰 入 門 及 初 信 造 就

見 證

你的2016年

出版

摩拉維亞每日箴言2016
Die Losungen 2016

德國合一弟兄會 編著／盧怡君、
李國隆、潘世娟 合譯／HK$108

來自德國的靈修書，每年暢銷百萬冊，
現代人QT（Quiet Time）的最佳選擇！ 

全新改版，結合年度計劃與靈修手冊 

走過歷史長河，跨越無數艱難，一本延續近三百年的屬靈
傳承與祝福的靈修手冊。 一七三一年，欽岑多夫伯爵出版
第一本《摩拉維亞每日箴言》，持續至今，已譯成五十多種
語言版本。 

每天一頁，附札記欄，可寫下與上帝的親密對話，
或心情點滴、生活記事。

每天一兩節舊約與新約經文，一段禱詞，一點讀經進度。
純淨、直接、簡樸，沒有釋經、注解，直接默想上帝的話，
原汁原味。

上帝的甜言蜜語──
365天天思想主的愛

依品凡 著／HK$130

旅行靈修作家依品凡，寫下她一整年在每日靈修中，

與上帝親密相處的屬靈體會。

上帝的話語不是賜給聰明人，不是賜給有才能的人，

而是單單賜給渴慕上帝的話，並且全然謙卑來到祂面前的人。

你一定也可以聽見，上帝所賜給你，獨一無二的「甜言蜜語」……

靈修伙伴



06 萬國歡呼 齊來敬拜至尊上帝——
 宣教中彰顯神的至高無上

Let The Nations be Glad!
The Supremacy of GOD in Missions

 約翰．派博（John Piper） 著／廖乃慧、胡燕維、

 朱昌錂 合譯／中華福音使命團／HK$150

 作者呼籲教會遵行以上帝為中心的普世宣教使命。他

從聖經闡明，敬拜是教會最終的目的，合宜的敬拜是

普世宣教的推動。書中討論到敬拜、禱告、苦難在宣

教上的位置，辯明基督福音是唯獨救恩的真理，分析

普救論與靈魂毀滅論、上帝主權的恩典與憐憫對普世

宣教的影響，確定教會在向萬國萬族福音未得之民傳

揚救恩的責任。

04 05 0605 二十六年：
 曹雅直夫婦溫州宣教回憶錄

Twenty-six Years of Missionary Work in China
 曹明道（Grace Ciggie Stott）著／溫州恩際翻譯團契、

 張孝民 合譯／宇宙光／HK$137

 曹雅直（ George Stott ）是第一個進入溫州的宣教士，本

書是他及其夫人曹明道的事迹。書中所提供的都是曹

雅直夫婦親身經歷的第一手資料，至為珍貴。今年恰

逢內地會成立一百五十年紀念，這本書能適時出版，

實在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

宣 教

04 東方父母西方情——
 海外亞裔子女的心聲與輔導

Following Jesus Without Dishonoring Your Parents
 葉素珍（Jeanette Yep）、車太旭（Peter Cha）、德永保羅
（Paul Tokunaga）等著／龐慧修、章宗祺 合譯

 更新傳道會／HK$113

 在海外的亞裔家庭中，經常發生「上下代相撞，異文化

相衝」的情況，造成新一代年輕人產生各種疑惑和痛

苦，本書就是要深入探討這些問題，從各個角度帶領您

了解東西文化的價值觀、東方父母的背景和根源等等。

基 督 徒 倫 理 與 當 代 議 題

本書作者──本身正是一位加爾文主義者──透過淺顯易讀的文字及
表達，檢示加爾文主義及加爾文主義者的各種流變，並坦承自己和其
他加爾文主義者的「醜陋」，再重新出發。

本書主旨放在反思「改革加爾文主義者的態度」上，好使我們能謙卑
俯伏在上帝各樣屬性的榮耀及威嚴面前，懷著對上帝的愛，對反對者
及異議者的耐心，誠實面對聖經難解的經文，願意從不同的宗派當中
學習，擷取智慧。

誰殺了加爾文主義
怎樣摧毀一個完美的神學

Killing Calvinism: 
How to Destroy a Perfectly 

Good Theology from the Inside

葛瑞格．達徹（Greg Dutcher）著
駱鴻銘 譯／改革宗／HK$72

改革宗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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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改革宗敬拜——
 根據聖經的敬拜

Reformed Worship: 
Worship that is According to Scripture

 泰瑞．詹森（Terry L. Johnson） 著／卓君威 譯

 改革宗／HK$65

 耶穌在撒馬利亞井邊和人辯起了敬拜的問題，這是件相

當值得注意的事。針對敬拜所引發的爭議早就有前例

了！主耶穌在此議題上影響深遠的一番話，點出了其中

的關鍵原則，本書就試圖透過這些原則來處理我們所

面對的問題：「我們在主日的公眾敬拜中該做甚麼？」

09 Interpretation 解經講道注釋叢書
 歷代志上、下

First and Second Chronicles
 Steven S. Tuell 著／徐秀蓉、張心怡、馮世綱 合譯

 教會公報社／售價待定

 作者在書中告訴我們，這兩卷書如何由以色列的故事—

以強調大衞王和他在此故事裏的角色—來揭開上帝的計

劃和目的。作者運用最近期的學術成果，著重於這兩卷書

裏的神學啟示，也就是人生的目的在於從經文和敬拜中尋

求上帝；找到上帝的旨意且以此為生活目的的人將會得福。

07 字字珠璣——
 細讀約翰福音

Let’s Study John
 馬克．強斯頓（Mark Johnston） 著／林千俐 譯

 改革宗／HK$152

 約翰福音既是初信者認識信仰的入門，也是值得那些熟

悉、喜愛聖經的人流連駐足的一卷書。它讓讀者清楚看

見福音的內涵：耶穌來不是要教導我們如何自救，而是

確實帶來了救贖，且白白賜給一切相信的人。本書特別

適用於個人研經、家庭靈修及小組讀書會。

神 學 ． 研 經

邢福增院長的二十七篇講章，將基督徒——世界
不配有的人且這世界配不上的人——與成為肉身
的道——基督耶穌，串連起來，鼓勵我們朝
向祂，在此世與他世之間，在現實與理想之
間，成為這世界不配有的道的追隨者。書
封面及書內插圖出自北京清華大學美
術學院島子老師手筆。

世界不配有的人
邢福增 著／HK$100

研道社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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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市井聖徒Ⅱ（合訂本）
出版：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
定價：HK$ 135

延續二〇一三年出版的《市井聖

徒》合訂本，繼續與身處於鬧市

的我們一同環看每個片段，從

生活、智慧、世情和人情四個

分類中，學習踏足何處都明瞭

神的心意。

開展青宣新世代 —
2011-2013 年香港青年宣教

狀況研究

編者：滕張佳音
出版：建道神學院
定價：HK$ 120

編 者 和 她 的 團 隊 花 了 四 年 時

間，以「香港青年宣教狀況」為

研究題目，與不同的堂會、神

學院、差會、宣教士探討問題

的根源和擬訂出路。

詩篇 —
轉化生命的瑰寶

The Case For The Psalms: 
Why They Are Essential
作者：湯姆．賴特（N.T. Wright）
譯者：蘇綺寧
出版：宗教教育中心
定價：HK$ 68

詩篇是歷久常新的，當中包含著

詩歌的歌詞、禱告的禱文。賴特

牧師鼓勵我們要善用詩篇，讓詩

篇成為我們生命的元素，見證上

帝的信實不變。

盼望之路：泰澤羅哲
弟兄的最後良言

A Path of Hope: Last Writings 
of Brother Roger of Taizé
作者：泰澤羅哲弟兄
   （Brother Roger of Taizé）
譯者：范晉豪
出版：文藝
定價：HK$ 85

身處於節奏急速、充滿怨恨衝

突的時代，我們需要保持一顆

純 樸 的 心 靈，進 入 謙 卑 的 內

省。藉 著 泰 澤 羅 哲 弟 兄 靈 修

小品、禱文及一篇未完成的書

信，領我們踏上盼望之路。

從聖經傳講倫理學
What Does the Lord Require?
作者：華德．凱瑟
   （Walter C. Kaiser）
譯者：金繼宇
出版：美國麥種傳道會
定價：HK$ 95

面對社會上不同具爭議的話題，

惟有聖經是我們腳前的燈，路上

的光，它才是真理的源頭。在本

書，凱瑟博士將經文與倫理問題

連接起來，解答十八條難答的倫

理問題。

仄徑舛途 —
全權統治下的教會

編者：張慧嫈
出版：德慧文化
定價：HK$ 138

本書輯錄八位學者的專文，由新

約教會穿梭至二十世紀的教會，

共同探討教會與國家政權的互動

和張力，藉此回答「香港教會應

如何回應全權統治下的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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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蘭的挑戰

The Challenges of Islam to 
Christians
作者：大衛．鮑森（David Pawson）
譯者：陳凱琳
出版：以琳
定價：HK$ 108

曾居於中東伊斯蘭教地區的大

衛．鮑森牧師以伊斯蘭教崛起

將衝擊西方教會為題，指出現

時英國教會的問題，提醒基督

徒需認真看待及預備好面對未

來的挑戰。

2322

生命禮儀之基石：
聖餐 —
從聖餐再思基督教婚禮及喪

禮的意義

作者：張玉文
出版：道聲
定價：HK$ 62

聖餐對我們基督徒有甚麼意義？

作者提倡在婚禮和喪禮中加入聖

餐，藉以呼籲我們要放下自己，

學效耶穌基督的榜樣，擘開自己

的生命成為「道」，在世作見證。

拆解職場困局27招
作者：司徒永富、香港專業人才服

務機構
出版：皇冠
定價：HK$ 98

相信每個打工仔總有迷失的時

候，作者於書中分析職場困局

的問題核心，幫助我們認清人

生的階段，鼓勵我們向不公平

說「不」，並找出工作的意義，

克服挑戰。

關於基督徒，我們說
的其實是……
作者：陳韋安
出版：明風
定價：HK$ 88

本書作者以年輕幽默的風格道

出基督徒在信仰實踐上遇到的

各種迷思，與讀者來一個充滿

文藝氣息的秋季旅行。

塔木德精要

Essential Talmud
作者：亞丁．史坦薩茲
   （Adin Even-Israel Steinsaltz）
譯者：朱怡康
出版：啟示
定價：HK$ 183

塔木德是猶太人的重要典籍，

甚至被稱為神聖智慧之書。然

而，基督教對這經典卻了解不

多。本書從歷史背景、結構、

主題、思維方式對塔木德作綜

覽分析。

鑄人以道—
中國神學研究院 40 週年院

慶講道集

編者：李思敬
出版：福音證主協會
定價：HK$ 138

本書是中國神學研究院二十八

位老師於中神四十週年院慶所

呈獻的感恩講道集，透過上主

的聖言，感動我們的心靈，改

變我們的生命。



Acts: An Exegetical Commentary, Volume 4 (24:1-28:31)
Craig S. Keener/Baker/HK$540
Intrusive God, Disruptive Gospel: Encountering the Divine in the Book of Acts
Matthew L. Skinner/Brazos/HK$153
More Than Conquerors, 75th Anniversary Commemorative Edition: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Book of Revelation
William Hendriksen/Baker/HK$153
Short Answers to Big Questions about God, the Bible, and Christianity
Clinton E. Arnold and Jeff Arnold/Baker/HK$162
The Theology of Mark’s Gospel: Good News about Jesus The Messiah, the Son of God
David E. Garland and Andreas J. Kostenberger/Zondervan/HK$405
Making Love with Scripture: Why the Bible Doesn’t Mean How You Think it Means
Jacob D. Myers/Fortress/HK$153
Atlas of the European Reformations
Tim Dowley/Fortress/HK$216
Interpreting Prophetic Literature: Historical and Exegetical Tools for Reading the Prophets
James D. Nogalski/WJK/HK$225
The Biblical History of Israel, 2nd Edition
Iain Provan, V. Philips Long and Tremper Longman III/WJK/HK$450
Apocalypse, Prophecy, and Pseudepigraphy: On Jewish Apocalyptic Literature
John J. Collins/Eerdmans/HK$306
The Bible in the Contemporary World: Hermeneutical Ventures
Richard Bauckham/Eerdmans/HK$198
Divine Honours for the Caesars: The First Christians’ Responses
Bruce W. Winter/Eerdmans/HK$315
John, His Gospel, and Jesus: In Pursuit of the Johannine Voice
Stanley E. Porter/Eerdmans/HK$270

 聖 經 研 究  

01

02

C .S. Lewis and His Circle: Essays and Memoirs from the Oxford C. S. Lewis Society
Edited by Roger White, Judith Wolfe and Brendan N. Wolfe/Oxford/HK$300
已故當代文學泰斗及基督教護教家魯益斯（ C. S. Lewis ），他的一生與牛津大學結下不解之緣。

年少求學於牛津大學，及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返回母校任教。期間參與校內的讀書會，與托爾

金（ J. R. R. Tolkien ）等結緣，其後悔改歸主。此書經編輯精心挑選，透過魯益斯的學生、摯友、

家人對他陳述與懷念，讓讀者能立體地認識這位傳奇人物。

Seven Women and the Secret of Their Greatness
Eric Metaxas/Thomas Nelson/HK$225
知名基督徒人物傳奇作家艾瑞克�梅塔薩斯（ Eric Metaxas ），與讀者分享七位古今傑出女性的

生命故事。作者強調這些現代人看為不平凡的女子，其實在她們身處的世代也只是一個平凡的

人。堅守信念，默默耕耘，平凡的生命也可發光發亮，成為他人的祝福。

The Surprising Imagination of C. S. Lewis: An Introduction
Jerry Root and Mark Neal/Abingdon/HK$315
Delighting in God
A. W. Tozer/Bethany House/HK$135
Everything You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God
Eric Metaxas/Baker/HK$135
From Nature to Creation: A Christian Vision for Understanding and Loving Our World
Norman Wirzba/Baker/HK$180

 信 徒 生 活 ／靈 命 塑 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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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02
0301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2524

How to Be Happy in an Unhappy World
Marie Chapian/Revell/HK$126
75 Masterpieces Every Christian Should Know: The Fascinating Stories behind Great Works 
of Art, Literature, Music, and Film
Terry Glaspey/Baker/HK$270
#Struggles: Following Jesus in a Selfie-Centered World
Craig Groeschel/Zondervan/HK$135
Angry Like Jesus: Using His Example to Spark Your Moral Courage
Sarah Sumner/Fortress/HK$153
The Power of a Praying Mom: Powerful Prayers for You and Your Children
Stormie Omartian/Harvest House/HK$129

Developing a Vision for Ministry, 3rd Edition
Aubrey Malphurs/Baker/HK$162
The Vision for Preaching: Understanding the Heart of Pastoral Ministry 
Abraham Kuruvilla/Baker/HK$198
Biblical Counseling and the Church: God's Care through God's People
Bob Kellemen and Kevin Carson/Zondervan/HK$297
How Odd of God: Chosen for the Curious Vocation of Preaching
William H. Willimon/WJK/HK$180

The Pastor as Public Theologian: Reclaiming a Lost Vision
Kevin J. Vanhoozer and Owen Strachan/Baker/HK$180
在這個混亂的世代，教會面臨著神學危機，牧師究竟是甚麼？應該是甚麼？作者認為牧師不只

是負責行政管理、教會大計、領袖課程，而是要作公眾神學家，傳講神藉耶穌基督為世界所做

的一切，將人從世界的權勢中帶到上帝的國度，盼此書能為牧者重尋失落的視野。

教 牧 ／宣 教

神 學 ／護 教

Christian Ethics and the Church: Ecclesial Foundations for Moral Thought and Practice
Philip Turner/Baker/HK$243
Covenant, Community, and the Spirit: A Trinitarian Theology of Church
Robert Sherman/Baker/HK$225
Hoping Against Hope: Confessions of a Postmodern Pilgrim
John D. Caputo/Fortress/HK$135
Augustine on the Christian Life: Transformed by the Power of God
Gerald Bray/Crossway/HK$171
Jonathan Edwards among the Theologians
Oliver D. Crisp/Eerdmans/HK$225
Politics for a Pilgrim Church: A Thomistic Theory of Civic Virtue
Thomas J. Bushlack/Eerdmans/HK$315
Seeking Shalom: The Journey to Right Relationship between Catholics and Jews
Philip A. Cunningham/Eerdmans/HK$270
Systematic Theology
Anthony C. Thiselton/Eerdmans/HK$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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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及禱告類 TOP1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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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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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3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同行40天
  大衞．邁思勤  ／基道  ／2010
15 4 如何按照神的旨意祈禱  ／溫偉耀  ／卓越使團  ／2002
17 5 敬虔操練13課  ／羅慶才  ／基道  ／2014
19 6 禱告不是偽術──返璞歸真的祈禱  ／侯活士  ／基道  ／2015
21 7 生命成長17課──學習聖靈果子和八福  ／羅慶才  ／基道

  2012
24 8 每日經歷神  ／亨利．布克比  ／道聲  ／2000
25 9 每日與主同行  ／蘇穎智  ／全心  ／2006
28 10 凡事信靠︰詩篇二十三篇  ／簡．約翰遜  ／基道  ／2014

信仰及生活類 TOP10
2 1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斯托得  ／校園  ／2015
4 2 關於基督徒，我們說的其實是……  ／陳韋安  ／明風  ／2015
16 3 標竿人生  ／華理克  ／基督使者協會  ／2006
18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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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5 雞毛蒜皮的信仰  ／許立中  ／基道  ／2013
36 6 與自己對話（前名：讓生命發聲）  ／帕克．巴默爾  ／商周

  2014
37 7 相信，仍可以……──羅乃萱的深情分享  ／羅乃萱

  印象文字  ／2013
38 8 成長，學不完的生命功課  ／羅乃萱、司徒永富  ／印象文字

  2014
44 9 真的有天堂  ／陶德．博爾普、琳恩．文森  ／保羅文化  ／2011
45 10 信主之後  ／梁家麟  ／基道  ／1996

人際、兩性及家庭類 TOP10
1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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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 2 戀愛靈旅──給戀人的靈修書  ／賓．楊、撒母耳．亞當斯

  基道  ／2007
26 3 結婚後要做到的50件事  ／區祥江  ／青源  ／2013
27 4 禮物  ／張蒙恩  ／親愛的夢想社  ／2014
31 5 人際關係的14個祝福──聖經中與人相處的幸福祕訣
  戴夫．厄里  ／宇宙光  ／2014
5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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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9 7 結婚前要知道的46件事  ／區祥江  ／青源  ／2011
80 8 情緒四重奏──同行生命中的憂怒哀樂  ／葛琳卡  ／基道  ／2007
90 9 42件不說不知的男人心事  ／區祥江  ／青源  ／2014
91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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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1 時間：歷久常新──教會年曆與靈命塑造  ／韋柏  ／基道  ／2014
35 2 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2014
4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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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5 4 宣講之道：經文到講章之旅  ／孫寶玲  ／基道  ／2004
57 5 屬靈品格的建立——認識屬靈的操練、品格與價值觀
  郭鴻標  ／基道  ／2007
76 6 穿上祂的鞋子——傳福音與社會關懷  ／史托德  ／宣道  ／2014
79 7 標竿領導在小組  ／史提夫．革登  ／證主  ／2014
87 8 此時此道  ／孫寶玲  ／基道  ／2003
97 9 如何發展你的探病恩賜  ／楊牧谷  ／更新資源  ／2004
10310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鄧瑞強、趙崇明合編

  基道與香港神學院聯合出版  ／2014

TOP10年
度

2015年度暢銷書榜的統計資料，涵括了由2014年12月1日至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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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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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5 2 壞鬼釋經：舊約詩歌篇──糾正舊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基道  ／2014
6 3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  ／溫偉耀  ／明風  ／2014
7 4 壞鬼釋經──糾正新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基道

  2011
8 5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  ／2013
11 6 成聖、成仙、成佛、成人：正視人的高貴與醜惡  ／溫偉耀  
  明風  ／2015
12 7 壞鬼釋經：舊約敍事篇──糾正舊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基道  ／2013
14 8 回歸—— 聖言之導引  ／楊錫鏘  ／證主  ／2014
20 9 是否真有神的存在？  ／溫偉耀  ／明風  ／2012
29 10 盼望．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基道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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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對「 基道 」的認識始於「 基道書樓 」。那時，

基道位於旺角鬧市一隅的金山商業大廈，電

梯門一打開就是書店，地方雖然狹小，書種

也不算多，卻不乏學術和信仰反思類書籍，更曾加設

二手英文書櫃，由此不難辨認出書店的某種獨特性

格。二○○二年，基道書樓搬進基督教大樓的現址，

閱讀空間相對寬敞，中文書種也愈趨多元化，與舊店

相比，英文書區更大幅擴充。自此，我便成為基道的

常客。於我來說，基道不獨是買書的地方，更是激活

另類信仰思考的窗口。

畢業後，我加入了基道的行列，主要從事「 基道出版

社 」的工作，這令我進一步認識到基道那種帶點「 反

叛 」的性格，以及體會到何謂文字工作者所需要的專

注和熱情。其後，我有較多時間參與出版事工的整合

及拓展工作，對選書和推動閱讀等方面涉獵更多，這

又使我從對出版物的關注，轉向對「 文字事工 」的整

體理解。於我看來，基道文字事工是一個屬於羣體的

「 文字夢 」，而不獨獨是個人或某幾個人的理想或異

象，而「 基道書樓 」和「 基道出版社 」的不斷演進和更

新，正正體現了基道文字事工與羣體不住的互動。

多年來，基道書樓一直致力打造多元而豐富的閱讀空

間，而基道出版社則用心辨識教會和時代的脈動，調

整出版路線，雖不定於一尊，但目的始終如一：為了

把文字那轉化生命的力量，一點一滴地落實下來。是

以，基道所走過的的路，縱然是一條不斷摸著石頭

過河的路，卻總是從多元而統一的理念衍生出來，

無論是過去一年努力推動的「 基道 Special Offer 」、

「 Dialogos 書 選 」、「 神 學 與 公 共 系 列 」、「 vision in 
press 」及籌備中的「 基道 Bookfinder 」，抑或是不定期

舉辦的書攤、說書會及講座，以及每年恆常推出的

「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也是如此。

去年，筆者有幸遇上美國活泉出版社的創辦人柯聯基

長老，他與基道董事王明理先生都是我們十分尊敬的

屬靈長者，從他們口中，我親身聽見「 別是巴神學生

書券 」如何源起於活泉與基道的草創時期。其實，活

泉成立之初，它的其中一個理念就是出版神學生能負

擔得起的優質屬靈讀物，而在偶然的機遇下，活泉於

一九八一年進一步將這個理念落實於「 別是巴基金會

贈書券 」計劃，以支持全時間神學生在基道書樓購買

他們所需的書籍，鼓勵他們從多元化的閱讀中涉獵更

廣，從中得著就造，而當時的開支則由支持活泉出版

的「美國別是巴基金會」全力承擔。直至一九九八年，

基道受基金會委託，獨力承擔了這個事工，印發每年

近五千張神學生書券，將活泉和基道的共同理念繼續

承傳下去。

一個屬於羣體的文字夢，必然是一個由羣體來承擔和

塑造的異象，當然亦同時擺脫不了理想與現實之間的

張力，請大家繼續記念我們。我們於新一年會繼續專

注於出版、選書及搭建優質閱讀平台等工作，期望與

基道的同行者一起辨識上帝的心意，一起回應時代的

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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