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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日城中為了「救救孩子」、「救救這個城市」而鬧得沸沸揚揚。

有趣的是，同一個目標，卻是兩個恰好完全相反的立場。譬如同

樣是「保普選」，一邊是「撐佔中」，另一邊則是「反佔中」，視乎你對「普

選」的理解與執著。

坦白說，無論是正是反，除了一些核心支持者之外，恐怕頗大部分附和者

對情況都只是有個大概的印象。面對江河日下的政治、民生，首當其衝

者會感受到當權者正在「溫水煮蛙」；尚未受到波及的，則認為「攪事者」

只是「杞人憂天」。而大部分「討厭政治」的商家或蟻民的立場則是短線和

即時的，總之就是不希望見到香港「立立亂」。

在這之前，在不同的 WhatsApp 或「面書」的羣組，包括我中學舊生的電

郵羣組，都曾經為社會上一些政治爭拗，譬如是挺梁或反梁、贊成或反對

新界東北發展、同意或不同意議員在立法會「拉布」、撐基本法或撐白皮

書，爭辯得劍拔弩張，甚至到了「不同意的話，可以“ un-friend ”我！」的

地步。有幾位舊同學，就真的為了立場的分歧而退出了舊生的羣組。頗

有點「道不同，不相為謀」的味道。

其實在這些政治衝突白熱化之前，已經出現一些基本價值的爭拗，並且由

社會的大環境輻射到教會羣體。譬如對同性戀的態度（少數者權利 vs. 家
庭價值）、公民參與社會的態度（抗爭 vs. 順服）等。有趣的是，這些對立

的立論與觀點，都聲稱是建基於聖經的直接教導，並指出對方的解經錯

誤、神學偏差。譬如「行公義、好憐憫」這類沒有人可以反對的「普世價

值」，不同的陣營，就可以有南轅北轍的理解與引申。站在中間而沒有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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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學位的平信徒，就只好靠攏本身宗派的立場了。

從這個角度看，基督徒似乎比沒有信仰的人更難建立

友誼。因為對外面人來說觀點角度的差異，對基督徒

卻往往是關乎信念的堅持與真理的捍衞。而「信與不

信原不相配，不能同負一軛」。

梁文道一篇題為〈絕交〉的文章，談到米蘭．昆德拉

（ Milan Kundera ）在文集《相遇》（ Encounter ）中的一段

話。透過一幅舊照片，昆德拉輕描了二戰前後法國詩

人勒內．夏爾（ René Char ）與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

格（ Martin Heidegger ）之間的友誼。「一個是以參加對

抗德國佔領的抵抗運動而受到讚揚，另一個則是因為

曾在生命的某個時刻對初生的納粹主義表示認同而受

到詆毀。」

對於那幅舊照片，梁文道如此補白：「某個下午，海德

格遠道來訪，兩人遂結伴出門，走在緩坡的雜草地上

頭，邊走邊聊，當然也會沉默下來，抬頭看見林木間

灑下的光線，留神鳥鳴與落葉的聲音，或者聆聽沉默

自身。畢竟，除了政治、戰爭，以及意識形態，這個

世界還有很多其他別的存在。」

我沒有村上春樹「雞蛋與高牆」的先決價值，我當然也

有信仰、政治立場迥異的朋友；但我卻不覺得需要跟

他們一一劃清界線。因為我留意到，這一切的價值，

往往取決於當事人的社會階層、文化修養和人生閱

歷，多於哪個立場確實在客觀上比較接近「真理」。

昆德拉指出：「在我們的時代，人們學會讓友誼屈從於

所謂的信念，甚至因為道德上的正確性而感到自豪。

事實上，必須非常成熟才能理解，我們所捍衛的主張

只是我們比較喜歡的假設，它必然是不完美的，多半

是過渡性的，只有非常狹隘的人才會把它當成某種

確信之事或真理。」抽象的道理與具體的關
係，哪一樣更為真實？

就是對於失信走差的弟兄，聖經記載耶穌的態度也是

輕描淡寫的：「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弟兄。」（路

二十二 32 ）

32

許立中
八十年代《突破》雜誌編輯。九〇

年轉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宿舍經

理至今，著作及譯作逾二十種。



眾
所周知，亞里士多德（Aristotle）把最高級的愛
歸屬於友誼。這種「友愛」（philia） 在他的《尼
各馬科倫理學》（Nicomachean Ethics）中被定

義為「同等的人之間的伙伴關係」，他指出任何事情一
旦涉及兩個或以上的人之間的約定─包括友誼─就
必然含有政治性的維度。這種政治維度，在亞里士多德
的分類中，尤其在「友愛」的前兩種（也是較低級）的類
型中，特別明顯。這兩種友誼關係通常是以樂趣和利益
為基礎，也就是說，我們與他人之所以有一份友誼（也
許是非常深刻的），往往是這份朋友之情的功能連繫著
他們。「玩伴」分享著和參與在彼此歡愉的活動中；「工
作伙伴」是分享著和為了共同利益而一起的友誼。當
然，這兩種友情相信是大多數人最常經驗到，但卻是最
不穩定的，因為只要雙方的利益和獲得利益的情況發生
變化，友情也隨之改變。倘若友誼是一種愛，這兩種友
情往往可以理解為我們之所以跟某些人成為朋友，或者
我們彼此相愛，其實只是因為我們之間有某些共同的利
益或喜好而已。

所謂「真正的」友誼，亞里士多德認為它的基礎是純粹
的美德，一個真正的朋友完全並且只是因為我本身而
愛我，而並非因為他／她可以從關係中得到好處。亞
里士多德也承認這種友誼十分罕見和難求，因為這種
友情只能發生於兩個或以上具有相同高尚品德的人之
間。首先，品德高尚已經不容易達致，並且雙方也同
樣要具備高尚品德。這正是為甚麼兩個賊能成為親密
的朋友（儘管是較低水平的類型），而賊和哲學家較難
成為朋友的原因。有趣的是，倘若依照亞氏的觀點，
人一旦具備高尚的美德，而又幸運地找到相同美德的
朋友時，這朋友就好像「第二個自己」，正如第歐根
尼（Diogenes）所言，真正友情塑造了「棲居在兩個身
體中的一個靈魂」。這也許就是中國人所說的「知己」
的意思。這種友情不會要求誓言或承諾，不會用任何
形式的條件來約束雙方；也就是說，這種友誼是自由
的，甚至是多方忠誠的。

驟眼看來，基督教傳統似乎不太熱中於「友情」這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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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富
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
系講師，畢業於香港中
文大學，取得哲學博士學
位，神學受田立克影響，
喜歡遊走於不同學問，著
有《田立克：邊緣上的神
學》。閒時弄狗為樂。

教會通常多以「親情」的宗教象徵來進行溝通。例如：上帝是父親，信徒是
上帝的兒女，教會是家庭，信徒彼此是兄弟姊妹。但其實與「友情」連繫
的信仰表達是相當多，並且十分有分量的。首先，我們一定不會忘記約翰
福音的作者記述耶穌最後與門徒的臨別贈言，在約翰福音十五章 13至 17
節，談到基督教所講的愛應該被理解為友誼的一種特殊和屬靈的形式，基
督與門徒之間以「朋友」相稱，信徒也以友誼相待，彼此相愛。倘若聖經所
言，為朋友捨命是人世間最大的愛，基督在十架上的神聖之愛（agape）正
是這種友愛的表達。依此，愛鄰舍也是這種愛的延伸，「鄰舍」並非亞里士
多德所指的跟我們有同等美德的人，而是任何有需要幫助的人。從這角度
看，馬太福音二十五章 35至 40節所指的「弟兄」就既不是指親人也不僅是
指信仰相同的「弟兄姊妹」，而是指那些在極度匱乏中的人。

在基督宗教傳統中，把「友誼」置放於宗教的核心位置的，莫過於貴格會 
（Quakers）。其基本信仰之一就是「普遍友誼是所有真正宗教的核心」。
他們對自身的運動的正式稱謂是「公誼會」。他們並沒有一套複雜而系統
的信仰，各貴格會的會友以「朋友」（非「弟兄姊妹」）相稱，並尊重各會
友按照自己認為恰當的理解去自由地相信上帝和聖經。他們聚會沒有形式
的限制和規定，在這以朋友相稱的共同體中，每人按自己的良心的指引來
敬拜上帝。雖然貴格會沒有固定的聚會形式，但靜默往往是其核心。他們
重視靜默，是因為惟有心靈能享受內心的孤獨，才能克勝內在的孤單；依
此，共同體才可以聆聽，並在這種孤獨和聆聽中建立教會羣體。

難怪美國學者愛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的〈論
友誼〉中指出，「擁有高尚友誼的前提是，你有能
力沒有它也可以生活……必須先有兩個絕對獨立
的個人，才可能完全地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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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年不時聽到人這樣形容香港：政治愈來愈巨

大，社會愈來愈兩極化，有人撐佔中，有人

反佔中，涉事者都寸步不讓，在網絡鬧得面

紅耳赤，社會被撕裂，理還亂，好煩，可否少一事。

而那一次，對方說完類似的話，坐而感歎。我看著他

說得誠懇，也坐而感歎。

撕裂、兩極化。這還真是個意味深長的弔詭形容，看

似點出了社會現象，又似乎觸碰不到問題根源，探不

到出路。到底誰應承受這「罪名」呢？

指斥社會撕裂、兩極化者，不乏建制中人。他們通常

先假設了社會本身安好，只是撕裂者多事，故意發動

事端，刻意破壞。這樣的判斷，矛頭多指向那些鼓譟

不滿的抗議者。

然而，如果實情是社會問題堆積，政府卻不欲處理，

只頻頻轉移公眾視線，指斥把問題暴露於陽光底下

的人呢？昨天議會粗暴通過發展新界東北的撥款，為

中港融合開了綠燈；今天中央派人來港宣示，特首候

選人要愛國愛港；後天地政高官被發現

沾手地產發展項目，以權謀私。火頭處

處，政府卻一意孤行；對於政改，中央

則拋出一副毫無商量餘地的模樣，港人

不忍，無計可施，戰線只得由議會內轉

為議會外。事實是，再退一步，就連家

園也沒了，民主民生「一鑊熟」。如此而

言，市民鼓譟，怎能不予理解。換句話

說，激進，是政權激出來的。不回應抗

爭者的訴求，正視社會問題，卻無視語

境，直接控訴他們，這豈是公允呢。

吳芷寧
九十後，雜誌編輯。間中在《時代論壇》專

欄出現。偶爾非常堅定，偶爾非常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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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回返己身，看著民主路上的眾人，也不禁再問，是否也有做得不夠

好的地方，加劇了社會被撕裂的感覺？那可以怎樣做得更好？建制要愚

民，必然簡化議題的複離性，訴諸情感，簡化了則容易使人歸邊，容易聚

合民意；但對手要回應，又是否必然要用同樣的民粹策略？

憤怒，仇恨。有人每天責罵沉默者，有人憤怒得在網絡unfriend了所有悉

數他認定沒得救的「禍港之徒」。當然，世界闊大，道不同則不相為謀。

網上的泛泛之交，不曾深刻連結，破裂也就無從說起。只是，朋友可以

（亦應該）選擇，但一起生活在香港的人，無法選擇。若要打造自己的社

交平台，每天只接收自己喜歡的網絡或新聞資訊，便得接受資訊分歧的必

然，別人和自己的「世界」並不相同。

面對這不同，我們固然可以不滿，甚至“ block ”到網絡世界只剩下同道中

人。但在自成角落的封閉圈子裏，其實對方不會感受自己的焦躁。罵了

一千遍，問題不會消失。單箭易折，眾箭難斷。分化、割裂，倒是當權

者樂見的局面。

當然政治運動，沒有危機意識不行，沒有激情和信念不成。然而刻下香

港民主運動的問題關鍵，大概不是不夠勇武，而是得加緊教育羣眾，離開

冷感和無力感，走出第一步。羣眾怠惰，有其責任，可惜一班人的高談闊

論、甚至辱罵情緒，不太可能將他們「鬧」醒。一個人改變，多數不來自

別人的威迫訓示；相反，從別人的處境和感受出發，溫柔堅定，這樣的說

服，方有改變別人的可能。而這樣傳遞民主信念的思維，其實基督徒豈會

陌生？宣教士在異地傳福音，基督徒在職場作見證，不就得懷著相似的心

志，不輕言放棄，不委責他人，努力再努力，謙卑走進人羣當中。

政治對手強大，而廉價的政治誘惑太多。要避免被定
性為憤青，要讓人相信前方有路，還得先竭盡所有的
保守己心，堅持站在一起。風雨日子，大家互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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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慶才 鑽石山浸信會主任牧師

釋
經是甚麼的一回事？簡單而言，釋經就是要把聖經話語
的意義，盡量發掘出來。

釋經多少有點像考古發掘的工作。考古人員選定了發掘地點後，
就會擬定發掘的目標和目的，繼而定出策略， 然後在整個有待發
掘的遺址中選取最有戰略價值的幾個點，進行重點發掘。當這
一切準備就緒，就會進行發掘工作，從遺址的表層，逐步往下發
掘。考古人員會把不同文化層予以區分，記錄所發掘出來的文
物，並記錄所有建築物的資料，再進行分析研究，從而得出這遺
址的一個歷史面貌。

考古發掘必須是一個嚴謹的、有紀律的過程，否則便無法得到實
質的和有用的發掘成果，釋經也一樣。當我們選定經文後，就必
須按經文本身的特性來擬定詮釋的策略。最基本的是，必須分辨
所選的經文是屬於哪一種文學類型。但可惜大多數聖經的讀者都
不自覺地忽略了這點，把所有不同類型的經文當成了千篇一律的
文本。在這方面，曾思瀚博士的《壞鬼釋經：舊約詩歌篇——糾
正舊約金句的常見詮釋》是很適切和重要的提醒。

在舊約聖經中，詩歌佔了相當的篇幅。除了詩歌書外，在先知書
中也有不少內容是以詩歌體裁寫成的。而在舊約聖經其他部分
中，亦有不少的古代詩歌片段，散見其中（ 如民十 35、36；書十
12～13）。因此，若我們不能分辨詩歌體裁，從而按閱讀詩歌體
裁的原則來釋經的話，必會產生誤會和誤解；而最終受影響的，
是我們對聖經的領受和實踐。

在這裏，我想舉一個例子來說明，忽略文學體裁的釋經，必不能準
確地掌握經文的意義。這例子就是約書亞記十章 12 至 13 節。這是
教會信徒耳熟能詳的一段經文，在教會長大的信徒必然對這故事了
如指掌。當約書亞與亞摩利人的五個王爭戰時，約書亞作出了禱告：

「太陽啊，停在基遍；
　　月亮啊，停在亞雅崙谷。」
太陽就停住，月亮就止住，
　　直到國家向敵人報仇。（ 參《和合本修訂版》）

是甚麼的一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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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詮釋現象的反思》、《僕人領袖的教導與領導——提多書、提摩太前

書析讀》、《壞鬼釋經：舊約敍事篇——糾正舊約金句的常見詮釋》等。

聖經研究叢書

壞鬼釋經：舊約詩歌篇──
糾正舊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著／李梅、倪勤生 譯／HK$93

很多時候，這句話被理解為上帝應約書亞的禱告，
用神蹟使太陽和月亮停止運行，「約有一整天」（ 書
十 13）。但這真的是經文的意思嗎？就這問題，經文
的體裁提供了一個解釋的起步點：這兩句話是一首詩歌的其中
一個片段。因為詩歌並非敍事文，它們最主要的作用並非提供
確切的歷史資料，而是要把當時的氣氛和戰場上緊張的情境，
呈現在讀者面前，從而引發讀者的投入和情緒的反應，所以
讀者不必從這描述就下此結論：當日太陽和月亮都在半空中停
止了。事實上，這兩句詩句表達出來的，是古代「聖戰」的觀
念—— 上帝為祂的百姓爭戰，並且差遣祂的使者「太陽」和「月
亮」從天上協助以色列民獲得勝利。這段經文是把一場慘烈
的戰爭，用詩歌的方法描繪出來，使讀者感受到逼真的現 
場感。

在本書內，曾思瀚博士提供了很多常見、且為信徒所
喜愛的經文作範例，指出若從詩歌的角度來閱讀和理
解這些經文，信徒必然可以避免很多常犯的毛病。本書
並不「技術性」，反倒十分實用，對閱讀及理解聖經很有幫助。



可
否將傳道書四章 9至 12節應用到婚姻之上
呢？當然可以，但非常牽強。畢竟，如果我
們認為四章 7至 8節是指生兒育女而言，這

仍可能勉強把這段經文應用到婚姻上。但這樣的理解
不大可能，因為經文亦以同樣的方式描寫那個孤身者
的兄弟—無子「無兄」（傳四 8a）。當我們讀到非孤
身一人的好處，需要從經文的整體框架出發。無論如
何，經文討論的問題根本就不是婚姻—這是我們釋
經時需要小心謹慎的原因。傳道書四章提出了許多議
題。伙伴的合作關係肯定是其中之一，但不是太多釋
經家嘗試告訴我們為甚麼需要伙伴的合作關係：需要
合作，是因為作者生活的社會充滿壓迫。作者是個現
實主義者，他承認有些人的貧窮是應得的，因為他們
是懶惰的愚昧人（傳四 5）。然而，作者也明白不是
所有人都懶惰愚昧，因為有許多人辛勞工作，卻不一
定得到合理的回報。作者正是針對這個問題，提供解
決之道。很多時候，大家對傳道書四章 8節的理解

二
人
總
比

一
人
好
，

 

是
在
推
崇
婚
姻
？

  ︵
傳
四
9 ～

12
︶

相當表面，以為作者面對的問題是孤單，但其實真正
的問題更加嚴重。根據四章 7至 12節所列出的一系
列問題來看，孤單是最小的問題；作者接著提出其他
議題，且其嚴重性逐步遞增。表面看來，我們可以假
定，孤單的人的問題就是沒有同伴。作者憑他的智慧
指出，沒有同伴是最小的問題；其他要面對的問題還
有低回報、意外、自然因素、人的欺壓。孤單或許是
個人的和情緒的問題，但經文接著便進到了社會的層
面，提出一些整個社會要面對的問題。傳道者的確道
出了一些重要的議題。

其中一個應用的範疇，就是同伴的意義。有時，人渴
望有同伴，是因為感到孤單。但作者指出，同伴有多
種功能。在香港社會，不公的現象隨處可見。因此人
經常會問，他們應該怎樣做才好。也許傳道者提供了
部分的答案：讓同心同德的人聚集在一起，商討有甚
麼可行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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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傳道書任何一段討論人生的說話一樣，傳道者評
論人生的各種情況，雖有時懷著盼望，有時又流露絕
望之情，但總是實事求是的。在傳道書四章 9至 12
節 中，作者在絕望與理想之間徘徊。當他討論兩個
人總比一個人好，他指出有些不幸的情況其實可以補
救。「二人」之力能勝過逆境，至於兩股繩子結合能
產生三股力量這個有趣的比方，指出緊密的合作能帶
來怎樣的衝擊。可是，經文仍有一點尚未交代，就是
沒有清楚指出那個作惡的壓迫者的經濟地位。對於這
一點，傳道書沒有提供答案。如果我們認為傳道書
的主旨乃是要辯稱，如果人生沒有上帝，一切就都沒
有意義；那麼，最終的解決辦法就不僅僅是組織一些
「二人組合」，而是兩個人該一同朝著上帝的旨意進
發。惟有這樣，壓迫才會終止。



導讀
《時間：歷久常新——

教會年曆與靈命塑造》

這
並不是一本單純介紹教會年曆（Christian Year）
的書，而是討論如何幫助教會及信徒透過踐
行教會年曆使靈性得著成長的書。所以，全

書的焦點並非停留在認識教會年曆，而是信徒的屬靈
生命。作者所關心的，不僅是讀者能否明白教會年曆
背後的屬靈意義，更不僅是教會能否以教會年曆去編
排每週崇拜的內容，他更關心信徒的屬靈生命是否能
透過教會年曆與基督的生命結連在一起，經驗基督的
道成肉身、受死及復活的生命，讓基督的生命內住在
信徒的生命之中。這樣，信徒就能活出上帝所期望的
生命，這也是歷世歷代教會一直努力的方向。

本書主要分為兩部分：光的週期（The Cycle of Light）
及生命的週期（The Cycle of Life），基本上是以耶穌
的出生及耶穌的死亡作為分界。這兩個週期分別各
由三個節期組成。「光的週期」是記念耶穌出生的節
期，有將臨期（Advent）、聖誕期（Christmas）及顯現
期（Epiphany），三個節期都有光的元素在其中。「生
命的週期」是記念耶穌死亡的節期，有預苦期（或大
齋期）（Lent）、復活期（Easter）及聖靈降臨期（After 
Pentecost），展現耶穌生平的重要時刻。作者簡單扼
要地介紹了各節期的聖經主題及禮儀的傳統，並在每
章最後列出清楚的圖表、禱詞以及反省的問題供個人
及教會使用。

本書第一章至為重要！作者闡明了教會年曆與信徒屬

周君善 筲箕灣潮語浸信會主任牧師

靈生命之間的密切關係，有系統地將兩者作了透徹的
剖析，使所有關心自己靈命成長的信徒看到一條可以
依據的路徑，一步一步建立與主聯合的生命。

對「靈性」的最簡單的描述，就是「與主聯合」的生
命，是與主同死、同埋葬、同復活的生命；而這與主
聯合的生命最具體的呈現，便是信徒的浸禮─「我
們若在他死的形狀上與他聯合，也要在他復活的形狀
上與他聯合」（羅六 5）。早期教會就是以基督的受死
和復活作為每週崇拜的主要內容，並每年有系統地將
基督的出生、事工、受死、復活升天等事迹有規律地
編排，幫助信徒建立與主聯合的生命。所以，教會年
曆的屬靈觀以基督為中心，使耶穌基督救贖的恩典成
為信徒生命更新的泉源。教會，扮演著一個重要的橋
梁角色，讓世界認識基督一生對世人的重要性。教會
崇拜，帶領會眾回憶基督已完成的救贖工作，以及預
嘗基督將要帶給世界的新景象。所以，教會崇拜肩負
著一個重要又具意義的任務：承先啟後；一方面將基
督的事件不斷在教會每週的崇拜中重演；另一方面，
將人帶到基督救贖的豐富恩典中，與祂聯合，得以進
入新的關係。怎樣達成？將這個對世界重要的救贖 
計劃─基督的出生、死亡、復活，在教會崇拜中有
系統地重複呈現出來，是教會年曆的主要內容，也是
教會年曆的屬靈意義。作者在書中也這樣說：「踐行教
會年曆有助調整我們內在的屬靈經驗，使我們每日經
驗與基督的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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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信徒沒有做好「時間」的管
家，也忽略了時間與屬靈生命成
長的密切關係。美國的富蘭克林
（Benjamin Franklin）曾說過：「時
間就是生命。」的確，時間與我們
的生命有密切的關係。從一個人怎
樣運用時間，就可看出他／她的人
生觀。一個人認為一件事重要，
就會對其投放更多時間，而且往往
會優先處理這件事。一個基督徒
在安排每年的工作及假期時是按
著甚麼準則？以家庭為先？以個
人的喜好為先？一個基督徒每年
最重視的日子是甚麼呢？自己的生
日？結婚週年？情人節？母親節？
還是教會的節期？為何踐行教會年
曆與信徒的靈性有關？教會年曆是
一個以基督為中心來安排的時間
表，忠心跟著教會年曆的信徒，不
知不覺間會形成一個以基督為中心
的生活樣式，而靈命就會漸漸成
長。如果教會一年五十二個主日
不是以基督為中心，那是以甚麼為
中心呢？教會事工？世俗的節期？
還是以該堂會的牧者的個人喜好為 
中心呢？

教
會
事
工
系
列

時
間
：
歷
久
常
新—

—

教
會
年
曆
與
靈
命
塑
造

Ancient  - Future Tim
e: Form

ing Spirituality Through the Christian Year

韋
柏
︵Robert E. W

ebber

︶
著
／
陳
永
財 

譯

周
君
善 

學
術
校
閱
／H

K$108



開幕典禮︰

2014年 10月 17日（五）11am

地點︰ 
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九龍彌敦道 136號A，美麗華廣場側）

日期及時間︰

2014年 10月 17日（五）至 23日（四）12nn~9pm
2014年 10月 24日（五）12nn~7pm

現場優惠及節目詳情︰

www.facebook.com/christianbookfair
christianbookfair.hk

免費入場 歡迎參觀

第三十屆基督教聯合書展

                         全場書籍9折，2本85折，3本75折
禮品、影音85折，電腦軟件79折

主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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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wyh-cn.wix.com/chival，電郵 ad@qwyh.com、caoqi@qwyh.com（曹先生）。

基道嚴選作家
套裝7折

崇拜學大師，傾注畢生的熱情
韋柏（Robert Webber）

回歸崇拜與教會年，塑造歷久常新的靈性
原價HK$191 特價HK$134

謝絕膚淺，顛覆壞鬼釋經
曾思瀚

糾正聖經金句的常見詮釋
原價HK$176 特價HK$123

我們的生命師傅
帕爾默（Parker Palmer）  盧雲（Henri Houwen）

大時代裏的激盪，大時代裏的心靈讀本
原價HK$156 特價HK$109



COMING
SOON

	 教會事工系列

01	時間：歷久常新——
	教會年曆與靈命塑造
 Ancient - Future Time: 
 Forming Spirituality Through the Christian Year
 韋柏（Robert E. Webber）著／陳永財 譯
 周君善 學術校閱／HK$108

「『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惟有你是我心所愛，

我渴慕來敬拜你……』這首詩歌源自詩篇四十二篇……讓我們

存著喜樂及渴慕上帝的心，頌唱這首詩歌！」

以上的詩篇經文，是否真的反映詩人以喜樂及渴慕上帝的心去

撰寫此詩？對於這種對舊約詩歌的挪用，作者有這樣的回應：

「舊約詩歌的其中一個優點，是它們充滿著豐富的意象，這給

當代聖詩和詩歌作者提供了大量素材。但這些詩歌廣泛流行也

是一種危險——假如這些詩歌不當地引用經文……事實上，

詩歌異常複雜，亦可能具有多重意義。雖然我們極渴望在詩

歌中找到單一的意思，但不總能如願。」詩歌乃是一種文學體

裁，需要以特定的方式去閱讀詩歌體裁。而且，舊約詩歌，不

只是限於詩歌智慧書，亦會出現於摩西五經及先知書。因此，

在詮釋舊約詩歌時，不但要認識詩歌體裁的特色，也要認識相

關經卷的內容及語境。所以，要理解舊約詩歌，殊不簡單！

本書列舉了十九段我們熟識的、但又常誤解了的舊約詩歌。作

者不單從經文的上文下理、語境，以及詩歌文體獨有的平行體

等寫作技巧，闡釋它的意思，引申出相關的應用，他更在書中

明確指出一些常犯的釋經謬誤。透過這些釋經示範，讓我們一

起學習如何恰當地解釋聖經！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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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協助該院博士研

究課程及任教講道科目。他也於美國西雅圖（ Seattle ）全時間寫作、講

道，並專注擴展其國際性研究和講課事奉。中英文著作三十多本，另

有七套講座光碟，其中《士師記的刻劃研究──領袖、女性與家庭的

故事》獲得二○一一年香港基督教金書獎「最佳作者（學術）」之獎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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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研究叢書

02	壞鬼釋經：舊約詩歌篇——
	糾正舊約金句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著／李梅、倪勤生 譯／HK$93

教會年曆是禮儀教會才應踐行的，與自由教會無甚關係？

教會年曆乃建基於耶穌基督的道成肉身──基督就是教會年

曆的焦點和意義。我們透過教會年曆，在一年中，記念基督

的出生、生平、死亡、復活、升天，歡慶上帝在基督裏實現

的拯救工作和創造的奧祕！因此，教會年曆最初的目的，是

宣告基督的拯救作為的福音，特別是在祂的死亡和復活中。

在這本書中，作者引用聖經和古代教會的踐行，具體告訴我

們，教會年曆如何塑造個人靈命和集體的屬靈敬拜。透過教

會年曆，上帝在基督拯救事件裏，模塑我們進入耶穌的道成

肉身。我們藉著記念和參與祂偉大的拯救事件，從而連於基

督，進入屬靈狀態。

連於基督的生命，不止於在理智上認識基督，不止於在情感

上連於基督，也不止於道德敬虔。連於基督的生命，是與基

督一生感同身受的生命：在一年中，經歷、思想祂的出生、

事奉、死亡、復活，進入與基督緊緊相連的狀態，因而悔

改、更新，活出謙卑和愛；這時候，只有在這時候，我們才

可以說我們是屬靈的，亦即教會年曆將我們塑造成的樣式。

作者簡介
韋柏（ Robert E. Webber, 1933 ～ 2007 ）在離世前是伊利諾伊州朗伯德

（ Lombard ）北部神學院（ North Seminary ）的邁爾斯事工教授（ Myers 
Professor of Ministry ），並擔任佛羅里達州奧蘭治帕克（ Orange Park ）

的崇拜研究學院（ Institute for Worship Studies ）院長。他主編「歷久常

新系列」（Ancient-Future Series），並有多本著作，中譯作品有《崇拜：

歷久常新》、《崇拜：認古識今》、《崇拜更新：揉合傳統和當代崇拜》、

《全心敬拜：崇拜的聖經基礎》、《重尋珍寶：歷代教會的崇拜》、《讚

美進入祂的院：崇拜的音樂與藝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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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嘗試以「一同／同」和「奧祕」這兩個詞，將以弗所書

的信息內容串連起來。以弗所書的寫作對象是以弗所的外邦

及猶太信徒，他們即使歸信了基督，但在信仰上仍有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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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這不是上帝的心意。盼望這書讓我們更明白以弗

所書歷久常新的信息：它不斷挑戰我們以三一上帝的眼光看

教會，以永恆的角度看現在和未來，以屬靈的價值看生命。

我們既然同得基業，就當具體活出相稱的生命和見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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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上藍圖、

人間版圖─以弗所書詮釋》、《羅馬書的句型分析和思路》（合著）。

劉聰賜，馬來西亞馬來亞大學生物醫學學士，新加坡三一神學院道學

碩士，東南亞神學研究院神學碩士，目前攻讀神學博士學位，主修新

約。曾任馬來西亞學園傳道會大學部同工，現任馬來西亞神學院新約

講師。著有《羅馬書的句型分析和思路》（合著）。

當代德國神學家莫特曼（ Jürgen Moltmann ）以「盼望神學」而

為世所識。莫特曼於上世紀六十年代與七十年代分別出版了

《盼望神學》（ Theology of Hope ）與《被釘十字架的上帝》（ The 
Crucified God ），而奠定他整個終末取向的神學基調。本書深

入分析、疏解莫特曼的辯證基督論（十架與復活的辯證基督

事件），並以此為中心，進而涉及種種議題：敍事、 啟示、辯

證、世界、虛無、記憶、教會、政治、將來、神學的本性等。

本書共分三部。第一部分把莫特曼置於其同代的終末論討

論的氛圍底下，立體地勾畫出他的神學旅程；第二部分仔細

解讀 《盼望神學》與《被釘十字架的上帝》，呈現這兩本作品

之間的辯證關係；第三部分進深討論與基督事件相關的神學

課題，從而顯出莫特曼此一終末十架式神學、十架終末式神

學，其內含與我們相關的多種面向與意義。本書同時為認識

莫特曼神學入門與進深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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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英國聖安德烈斯大

學（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 ）完成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研究莫特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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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限與倫

理》、《教會不在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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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通識叢書

03	同歸於一得基業——
	以弗所書析讀
郭漢成、劉聰賜 著／HK$128

	 系統神學叢書

04 盼望�神學：莫特曼（暫名）

	 鄧紹光 著／2014年 12月下旬出版



我們每天上班，營營役役，
究竟為的是甚麼？

規劃人生下半場，
難道只是為了「準備退休」，
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

職場生涯的第二程，
可如何走下去？

殺死你的不是轉變
人生下半場要思考的 6 個問題

紀治興、黃大業 合著／印象文字／HK$88

本書由作者的個人經歷與思考論述交織而成，演示成就、意義和傳承的人生變
奏，闡明人生規劃的觀念與工具，引領我們重新調整面對生命的態度。作者認
為，任何轉變的成功關鍵，端在乎有否一個順利的過渡；規劃人生下半場，就是
積極尋找自己的「生命主場」，不斷尋找更好的時機，好好過這一生。

作者簡介

紀治興，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客席副教授，民政事務局「社會企業諮詢委
員會」成員、勞工及福利局「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成員、扶貧委員會「社創基金」
專責小組委員。退休前，任職 HP 惠普環球副總裁及香港公司董事總經理。

黃大業，生於香港，曾任社工、記者，大學行政，後赴英進修，獲政治學碩士
銜。輾轉投身基督教文字工作，一做十數年。現為自由譯者、教會執事。

1 此刻的你，快樂嗎？
2 窮是甚麼，富是甚麼？

3 退休是為了自由自在的生活？
4 你找到屬於自己的優勢嗎？
5 你找到自己的生命祭壇嗎？

6 今生之後，又如何呢？

本書關乎人生下半場

要思考的六個重要問題：

醒一醒，
反轉官方論述睇清楚！！

近期香港政局風起雲湧，風雲背後深藏著極度的貧富差距和社會
不公平，矛盾尤其凸顯在土地、房屋及城市發展的問題上。

這三本由影子長策會與土地正義聯盟分別編寫的書，對香港的地產
霸權、政商鄉關係、城市規劃制度、土地及房屋政策、長遠房屋策
略、居住權問題、新市鎮發展、新界東北規劃、基建運輸、城鄉共
生、中港融合、土地與民主運動、土地與民主運動等廣泛議題，進
行全面而深入的梳理及分析，是了解當前香港政治、經濟、社會危
機不可多得的必然選擇：

出賣新界東北
拆解地產霸權的 5大攻略

土地正義聯盟／HK$70

重奪新界東北
構建城鄉郊共生的 6種想像

影子長策會、土地正義聯盟／HK$70

住屋不是命運
窮房族進化的 5大基因

陳紹銘、龍子維、葉寶琳 主編
影子長策會／HK$60

香港人，
點樣可以住得冇咁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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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信型遊戲輔導
玩出信心、盼望和愛
葉貞屏 著／HK$217

01 禮物
 張蒙恩 著／親愛的夢想社／HK$88

 如果《親愛的公主》、《親愛的王子》曾經感動過你，那

麼這《禮物》一定更能祝福你。透過這份《禮物》，你

將學會與上帝建立美好的「父子關係」！如果軟弱已經

困擾你多年，如果你愈來愈不喜歡自己，如果你渴望

進入真實的自由，如果你渴望真實地認識天父，那麼

你一定也需要這份《禮物》！

02 找到你的事奉哲學
Seek your Philosophy of Ministry

 任耶利米（Jeremy Ren）著／吳約瑟 譯

 傳愛家族／HK$98

 擁有事奉哲學，意味著事奉者在做決定時有清楚的指南

和範圍。本書分享著一個健康整全的事奉哲學，是如何

由一個「對的人」、扎實的「聖經基礎」，以及清晰的「使

命感」而來的。相信透過本書的用心和嘗試，能在現今

過度追求方法論、速成、約化的事奉氛圍裏，啟發和邀

請讀者進入更深處的事奉反思。

03 幕後英雄
The Heros behind the Curtain

 姜俊旻（ Joshua Choonmin Kang）著／崔光明 譯

 傳愛家族／HK$98

 最輕鬆的事奉就是按照個人的恩賜事奉，這樣的服事

可以把一個人的能力發揮到極限。世界上的主角和配

角薪水不同、榮耀不同，但在上帝的國度裏卻不然。

上帝並不按照能力給獎賞，也不按照位分大小論功

勞。本書幫助每一位事奉者建立自信而健康的信念，

並提供不同的事奉形態、不同的可能性和價值感，不

但提升我們的屬靈視野，更帶領我們對上帝的獎賞有

新的認知！你將會透過本書十二位幕後英雄，得著極

大的自由與喜樂！

作者介紹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教育與心理輔導博士、美國愛荷華州立大學兒童輔導碩
士，現職台北市立大學心理與諮商系專任副教授、宇宙光關輔中心主任、靈
糧神學院牧靈諮商科兼任教師、諮商心理師，具二十五年遊戲治療臨牀、教
學、督導與訓練之經驗，服務的家庭與訓練的學員數逾萬人。

01 02 03

威信型遊戲輔導
的目的有三：

1.建立參加者的自信心。

2.增加參加者的情緒管理能力。

3.增進參加者的關係，減低衝突。

出版

結合基督信仰、遊戲治療、親職諮詢、發展心理學，以及 正向教養法的專書。

天人物我的全人觀與園丁角色的定位是教養兒童及少年的基礎，威信型遊戲輔導乃是使用玩具作為媒介，成人以高情感與高監督並重的教養架構，透過父母或引導者敏覺並反應兒童的內在世界，協助孩子在心理、行為，甚至靈性上能夠突破限制並成長。

回到愛的原點、堅守愉悅的眼光，持續用合宜的方法共創多贏的美好關係。

教 會 事 工

靈 修



04 心回意轉——
 一位女同志不可思議的信主過程

The Secret Thoughts of an Unlikely Convert
 羅莎莉亞�巴特菲爾（Rosaria Champagne Butterfield）著

 陳主欣 譯／改革宗／HK$105

 一位熱心於同志運動的女同志、 激進的女權主義者，愛

譏諷基督教的知識分子，她究竟怎麼可能信耶穌呢？

 本書全面揭開一個基督徒生命中隱密的全貌，毫不掩

瑕藏疾；作者未經琢磨的赤忱，必定能引起讀者的共

鳴！讀這本書，不只讀到作者，也讀到自己，更讀到

上帝的心。

05 宗教改革——
 過去、現在與未來

Reformation: Yesterday, Today and Tomorrow
 卡爾．楚門（Carl R. Trueman）著／鄒樂山 譯

 改革宗／HK$70

 作者在書中為十六世紀的宗教改革提出一個定義：「宗

教改革代表一種運動，也就是將那位在基督裏彰顯自

己的上帝，置於教會生活與思想的中心。」他首先指出

宗教改革與今日的關聯，然後在接下來的篇幅，詳述

這個定義的三個層面。本書可使我們從宗教改革中領

受寶貴的教導與遺產。

見 證

06 人生是可以改變的——
 哥林多書信的信息
 陳南州 著／台灣教會公報社／HK$112

 本書收錄作者在主日禮拜中以哥林多前後書為經文的

講道篇章，用簡單明瞭的話語，講解哥林多書信的信

息，道出人可以變得更好是在於基督的生命，人能夠

與上帝和好是藉著耶穌基督。本書尤其對一般信徒、

初信者有很好的教導，其簡潔有力的風格，以及充實

的內容，也可供牧者及小組帶領者用作參考。

神 學 � 研 經

04 05 06

在 聖 經 中

尋 找

幸 福 的 祕 訣

         人 際 關 係 的 品 質

是人生幸福的指標。

厄里牧師從聖經中攫取十四個增進人

際關係的祕訣，幫助你和他人互動，包

括：接納、榮耀人、愛人、寬恕、坦誠、

和好、包容等。應用聖經教授的祕訣，永遠不嫌遲，何

不從現在開始？不論是人際關係高手，或是不擅與人互動的

人，都必能從這些祕訣中，找到全新的美好祝福。

人際關係的 14 個祝福
聖經中與人相處的幸福祕訣

14 Secrets to Better Relationship
戴夫．厄里（Dave Earley）著／王宇薇 譯

HK$84

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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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顧慢性病人有祕訣
Help for the Caregiver
安雷（Michael R. Emlet）著
時梅 譯／HK$40

2120

一套針對全人健康而寫的小冊子，

               獻給在掙扎困擾中的你，

      以及你所關愛的人。

墮胎後的心靈醫治
Healing after Abortion
大衞鮑力生（David Powlison）著
趙如芸 譯／HK$35

走出幼年受虐的陰影
Recovering from Child Abuse
大衞鮑力生（David Powlison）著
陳琬琪 譯／HK$40

如何愛難相處的人
How to Love Difficult People
約廉史密斯（William P. Smith）著
梁楚城 譯／HK$35

柴培爾（Bryan Chapell）
繼《以基督為中心的講道》、《以基督為中心的敬拜》
及《真愛方程式》後又一傑作

            如何從恩典的角度看待自己？

如何得著喜樂的力量奔跑天路？

            如何在信心中操練聖潔的生活？

                          如何避免律法主義和放縱主義的偏差？

成聖靠恩典——
喜樂是力量
Holiness by Grace:
Delighting in the Joy That Is Our Strength
柴培爾（Bryan Chapell）著
龐慧修、張曉薇 譯／HK$200

邀請你與作者一同走進上帝恩典的花園。

因恩典而來的喜樂，

是我們成聖的動力與指引。

更新傳道會 出版

更新傳道會 出版



聆聽的禱告—
學習靜默禱告的旅程

Sanctuary of the Soul: 
Journey into Meditative 
Prayer
作者：傅士德（Richard Foster）
譯者：申美倫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90

我們的生活是否都零散忙亂？平

靜安穩對我們已經變得陌生？作

者提醒我們是時候停下來，謙卑

降服在主翅膀下，仰望全能的上

帝，學習交託出去與放鬆下來。

喜樂流放者——
後現代的門徒生活

Joyful Exiles: 
Life in Christ on the 
Dangerous Edge of Things
作者：侯士庭（ James M. Houston）
譯者：劉如菁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15

我們是否已經隨波俗流，信仰變

得個人化？侯士庭挑戰在世寄居

的基督徒要肩負大使命，活出生

命的真義，對抗超現實主義，成

一為個「喜樂的流放者」。

世界遺產系列——
波斯

作者：蘇冠強
出版：蘇冠強
定價：HK$200

本書透過一百七十二張照片，引

領讀者遊走伊朗的博物館、庭

園、廣場、古迹，再配合簡單的

文字描述，讓讀者認識古波斯的

歷史和文化。

與新約作者同讀
舊約——
導論篇

Three Views on the New 
Testament Use of the Old 
Testament
作者：凱瑟（Walter C. Kaiser Jr.）等
譯者：邵樟平、邵尹妙珍
出版：天道
定價：HK$90

閱讀新約時，有時會令人感到新

約作者對舊約的應用甚為牽強。

本書把現時福音派閱讀舊約的三

個主要策略扼要說明，讓讀者自

己去考量。

基督徒靜觀靈修

作者：譚沛泉

出版：基督教靜觀靈修學會

定價：HK$68

靜觀靈修是基督宗教的靈修傳

統。本書透過耶穌、保羅及歷代

信徒的體會來理解靜觀靈修的意

義。透過實踐靜觀靈修，我們的

生活將可展現上帝的美善。

茉莉花開—
中東革命與民主路

作者：陳婉容
出版：圓桌文化
定價：HK$88

中東是一片神祕的烽火大地。作

者陳婉容近年走訪中東，見證這

片土地的革命和民主之路，再由

此國際經驗，反思香港的民主 
發展。

6 3



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我們從未知曉的
上帝——
越過教條式宗教邁向更真誠

的當代信仰

The God We Never Knew: 
Beyond Dogmatic Religion to a 
More Authentic Contemporary 
Faith
作者：馬可士．伯格（Marcus J. Borg）
譯者：譚偉光
出版：基督教文藝
定價：HK$130

作者帶領我們重新思考上帝，處

理我們如何描繪上帝形象這個議

題，以及與上帝同活該是甚麼模

樣的。

2322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
作者：溫偉耀
出版：明風
定價：HK$98

耶穌是誰？為甚麼要信祂？信祂

的甚麼？這些都是處於不同信仰

階段的信徒要思考的問題。在這

本小書中，溫偉耀博士用深入淺

出的方法，分享他的想法。

Y世代事工手冊
作者：劉穎、伍德輝
出版：青工盟
定價：HK$130

在這個「Y世代 」，要牧養主的

「YOUNG」首先就要先了解他們

的心態和潮流。本書作者為你闡

明現今「Y世代」的特性，並提供

牧養策略的實際建議。

政治的道德——
從自由主義的觀點看

作者：周保松
出版：中文大學
定價：HK$90

作者從自由主義的政治道德觀出

發，思考人為何擁有要求正義的

權利、政治為何必須與道德結連

等課題，這些課題與基督教的核

心價值息息相關。

找不到你的天堂

The World of the End
作者：奧菲爾．圖塞．賈夫拉

（Ofir Touche Gafla）
譯者：切達
出版：商周
定價：HK$127

此書勇奪以色列奇科幻文學最高

殊榮的獎項。故事的主人翁因妻

子意外離世，所以便為自己安排

一場完美的自殺。在「新世界」

裏，結局卻非如願，究竟主人翁

應何去何從？

當神學家遇上政治——
有關政治參與的十堂課

編者：陳家富、張慧嫈
出版：德慧文化
定價：HK$90

有一種基督教信仰是非政治性

的嗎？本書結集了十位香港華

人學者，從聖經研究和當代神

學的進路，反省基督教政治神

學應何去何從。



      

The Ethical Vision of the Bible: Learning Good from Knowing God
Peter W. Gosnell / IVP / HK$225
有別於處境式、議題式的聖經倫理讀物，本書作者鼓勵讀者先「回到聖經去」，加深對經文的

研讀及理解，並從過程中漸漸培養出「倫理式」的思維。

The Genre, Composition, and Hermeneutics of the Epistle of James
Luke L. Cheung / Wipf and Stock / HK$410
包衡（ Richard Bauckham ）的弟子張略以研究雅各書而知名。作者在英國聖安德烈斯大學修讀

博士學位時，就以雅各書與妥拉進行比較，並就希臘哲學與早期基督教著作加以分析，撰寫博

士論文，而基道出版社亦曾為他出版《雅各書註釋》。若要探究其學術理路，此書實不可不讀。

The Inspira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Scripture
Michael Graves / Eerdmans / HK$216
The Theology of the Book of Isaiah
John E. Goldingay / IVP / HK$162
A Commentary on Judges and Ruth (Kregel Exegetical Library)
Robert B. Jr. Chisholm / Kregel / HK$360
The Suffering Servant: Isaiah 53 in Jewish and Christian Sources
Bernd Janowski / Eerdmans / HK$423
Reading the Epistles of James, Peter, John and Jude as Scripture
David Nienhuis / Eerdmans / HK$270
Zondervan Essential Atlas of the Bible
Carl G. Rasmussen / Zondervan / HK$153
The Book of Revelation Made Clear
Tim LaHaye and Timothy E. Parker / Thomas Nelson / HK$207

	 聖經研究 	

	 信徒生活 ／靈命塑造 	

01

02

03

05

07

04

06

01

02
03

Jesus and Temple: Textual and Archaeological Explorations
Edited by James H. Charlesworth / Augsburg Fortress / HK$351
Treasures Old and New: Essays in the Theology of the Pentateuch
Joseph Blenkinsopp / Eerdmans / HK$234
The Psalms as Christian Lament
Bruce K. Waltke, James M. Houston and Erika Moore / Eerdmans / HK$252
Reading Genesis 1~2: An Evangelical Conversation
Edited by J. Darly Charles / Hendrickson / HK$225
Isaiah and Imperial Context: The Book of Isaiah in the Times of Empire
Edited by Andrew T. Abernethy et al. / Pickwick Publications / HK$290
A Compact Study of Numbers
William Thomas Miller / Wipf and Stock / HK$280

Spiritual Direction: A Guide to Giving and Receiving Direction
Gordon T. Smith / IVP/ HK$135
走成聖之路，我們並不孤單，因上帝已賜下同路人作我們的幫助。靈修神學學者史密思

（ Gordon T. Smith ）指出，屬靈導引（ spiritual direction ）可幫助信徒透過屬靈的施與受，確立自

己的「信心路徑」，並靠著聖靈勇往直前。本書適合牧者及渴望追求靈命成長的信徒。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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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4

Jesus Is: Find a New Way to Be Human
Judah Smith / Thomas Nelson / HK$153

「耶穌是……」不知道大家會填上甚麼？作者重新填寫了自己的答案，那就是恩典！作者約

三十來歲，為西雅圖一所教會的牧者，主要牧養年輕人，曾因此書而接受電視台訪問。

Christ-Shaped Character: Choosing Love, Faith and Hope
Helen Cepero / IVP / HK$144
基督教的故事，建立在信、望、愛之上，且不是說出來、寫出來而已，而是活出來的。作者為

北園神學院（ North Park Theology Seminary ）的靈修導師，在本書中引領我們操練信、望、愛，

以建立基督的品格。

Being Still with God Every Day
Henry Blackaby and Richard Blackaby / Thomas Nelson / HK$153
Ex-Muslim: How One Daring Prayer to Jesus Changed a Life Forever
Naeem Fazal / Thomas Nelson / HK$144
Voice of a Prophet: Who Speaks for God
A. W. Tozer / Bethany House / HK$135
A Couple's Guide to a Growing Marriage: A Bible Study
Gary Chapman / Moody / HK$117
One More Try: What to Do When Your Marriage Is Falling Apart
Gary Chapman / Moody / HK$144

Liang A-Fa: China's First Preacher, 1789～1855
George Hunter McNeur / Pickwick / HK$200
梁發，原是一個印刷工人，後來成為中國的首位華人牧者，其著作《勸世良言》間接影響太平

天國的出現，可見他的一生傳奇。此書出版多年，稱頌一時，出版社為記念梁氏受洗二百年，

特意重新出版，並加入導言。

教牧／宣教

神學／護教

04

05

06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Expanded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Willimon / Abingdon / HK$180
基督徒注定是異類，是異類僑居者。此書剛出版曾哄動一時，也影響一代教牧的心靈。兩位作

者在本書中，以大膽及具遠見的言語，對基督教的現況作出批判，而本書中文版亦已面世。經

過四分一世紀，潮流在變，人在變，作者的觀點又是否有變？本書為二十五週年增訂版，讀者

萬勿錯過。

The Practice of Homefulness
Walter Bruggemann / Cascade Books / HK$170
Culture Shock: A Biblical Response to Today's Most Divisive Issues
Chip Ingram / Baker / HK$126

Evangelical Influences: Profiles of Key Figures and Movements Rooted in the Reformation
J. I. Packer / Henrickson / HK$153
The Case for Christianity Answer Book
Lee Strobel / Zondervan / HK$135
The Atheist’s Fatal Flaw: Exposing Conflicting Beliefs
Norman L. Geisler and Daniel J. McCoy / Baker / HK$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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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這裡有榮耀 CD+DVD
 讚美之泉

2. 極 EDGE 2CD
 鍾氏兄弟

3. 瀕死經歷 7+7──遊歷天堂 DVD
 映星娛樂

4. 新造的人 CD+DVD
 讚美之泉

5. 恩典充滿這地 CD
 基恩敬拜

6. 真的有天堂 DVD
 Sony

7. 讚美操1 CD+DVD
 讚美工作室

8. 祈禱仔唱詩歌 5 CD
 基恩敬拜

9. 瀕死經歷 7+7──窺探地獄 DVD
 映星娛樂

 港九培靈研經會 85 周年講道集紀念光碟 
DVD

 真証傳播

1.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
 溫偉耀  ／明風

2. 真的有天堂──一位小男孩往返
天堂的驚異真實故事
陶德．博爾普、琳恩．文森
保羅文化

3. 佔領中環與教會政治（增訂版）
 趙崇明  ／基道

4. 是否真有神的存在？
 溫偉耀  ／明風

5. 敬虔操練13課
 羅慶才  ／基道

6.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鄧瑞強、趙崇明  ／基道

7. 基督信仰與佔領中環──一個基
督教倫理與教牧的思考

 葉敬德  ／卓越使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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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雞毛蒜皮的信仰
 許立中  ／基道

 公民抗命與佔領中環──香港基
督徒的信仰省思

 戴耀廷、朱耀明、龔立人 等
 雅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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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d Burpo, Lynn Vincent
 Thomas Nelson

2. Your Life Without Limits: Living 
Above Your Circumstances

 Nick Vujicic  ／WaterBrook

3. Experiencing God Day by Day: 
Devotional

 Rick Warren  ／B&H

4. Purpose Driven Life: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Philip Yancey  ／Zondervan

5. Praying with the Psalms: A Year 
of Daily Prayers and Reflections 
on the Words of David

 Eugene H. Peterson  ／HarperOne

6. Boy Meets Girl: Say Hello to 
Courtship

 Joshua Harris  ／Multnomah

7. Kingdom Ethics: Following 
Jesu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Glen H. Stassen,  David P. Gushee
 IVP

8.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Oswald Chambers  ／Barbour

9. Planetwise: Dare to Care for 
God's World

 Dave Bookless  ／IVP

 WWJD Today?: One year of Daily 
Devotions for Youth

 Brian K. Shipman ／B&H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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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字
的
空
間

2726

環
境，教 人 沉 重。拿 起 狄 波 頓（ Alain de Botton ）

今 年 出 版 的《 新 聞 的 騷 動 》（ The News: A User's 
Manual ）聊以慰藉，也好配合濃濃的秋意。文字

工作者低頭搖動著筆桿，敲打著鍵盤，撥弄著屏幕，在

左中右，在進步旁觀維穩的文字中尋找著空間？這是我

們不得不拷問自己的。從基道近一兩年出版的書／名，

順手拈來，或又瞥見了甚麼？─從《 僭建都市 》、《 劏

房圍城》、《教會不成教會》、《暴力世界中的溫柔》、《當

衝突遇上和好 》、《 壞鬼釋經 》、《 荒原上的遺民 》、《 王

明道的最後自白》，到較近期的《同性戀的十字架》、《佔

領中環與教會政治 》、《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 國

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 民主，心碎的政

治？》、《 擁抱危機的事奉傳承─提摩太後書析讀 》、

《 小堂會，大啟示─回歸聖道與聖禮 》等等，是計劃，

是回應，也該是集體潛意識的反映？

 
出版，大家都說在節節敗退。由編寫譯校到裝幀到印廠

到書店，莫不叫苦連天。文字及實體書的存在價值，討

論已夠多，只是身處 MoLoSo 時代的文字工作者，的確

要認清實體書與流動閱讀這兩種閱讀媒體各自的特性，

或許危機可能是契機。只是，還待我們探索的，是實體

「 書店 」的涵義─最近得知美國實體書店龍頭邦諾書

店（ Barnes & Noble ）也在尋求轉型，引進了玩具及電玩

等產品，而且效果理想。當大書店都向生活館及百貨轉

型，基督教書店的存在意義是甚麼？如果傳統意義上基

督教書店主要是藉書籍銷售服事大家的話，那當線上購

物已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書店這空間要服事的又是甚

麼？是擁抱 O2O（ Online To Offline ）的大潮，是堅持小店

的人情？還是其他？或許，再一次，像思考實體書的價

值一樣，是時候“ back to square one ”，問清楚書店這空

間所為何事。

記得一件今日看來似是明日黃花的小事：電視廣播全盛

時期，北美電視傳道興起，很多人問：基督徒都不用上

教會了？只要星期天早上扭開電視便成。當時有人這樣

評論：電視能像牧者、弟兄姊妹般，在你有需要時擁抱

你嗎？這是對我們的啟示？

請大家繼續記念我們，與我們同行，使我們所思想所關

注所傳遞的，明晰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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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沒有幻想或渴求一個沒有衝突的公眾領域，這樣的狂想，無異於

渴求一個沒有死亡的生命。惟有在極權社會，衝突才會被「消除」──

當然衝突沒有就此消失，不過是被驅到「地下」，而這個「團結」的公

眾假象，必須不斷以暴力去支撐。在健全的民主下，公眾衝突不但無

可避免，更是無價之寶。重視「反對的權利」的結果，是促進了創意，

並能幫助人去判別重大爭議，包括真與假、對與錯、正義與不義。

民主，心碎的政治？

Healing the Heart of Democracy:
The Courage to Create a Politics Worthy of the 
Human Spirit
帕爾默（Parker J. Palmer） 著／黃大業 譯／印象文字／HK$98

本屆港九培靈研經會講員

陳恩明牧師
給決志者的推薦閱讀

戴耀廷、龔立人

沈旭暉、蔡元雲
聯合推薦

——帕爾默（Parker J. Palmer）

本書試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