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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多年來，基道一直以「 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 」服事全時間神學生，雖然這個事工的奉獻

一直都入不敷支，但我們仍堅持下去，期望向

專心為事奉上帝而進修、學習的神學生，表示

一份關切的支持。我們深信，神學生藉著文字

的陶造，更能把基督的生命在牧養事奉中體現 

出來。
我們已憑信心踏出了這一步，

            您是否也願意與我們同行？

基道書樓�旺 角 店 ｜ 香港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 10 樓 ｜ Tel: 2396 3528

基道書樓�銅鑼灣店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公理堂大樓 15 樓 ｜ Tel: 2996 5299

裝幀設計：奇文雲海 · 設計顧問  CHIVAL Design

4 凡購物滿HK$5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 神學月期間，所有特別限時優惠書籍均在書樓有售，並
可享特定折扣優惠。惟「基道Special Offer」所列的特別
優惠，皆為本羣組專享優惠，先留言者先得。

逢週一 按主題嚴選各大出版社好書
逢週二至週五 輪流推出本年度神學月選書
每款書限量優惠 20 本／ 套

特別限時優惠*

* 於遍佈全港的「順豐站」或「順豐服務中心」取書，於

BookFinder付款頁面選定即可，簡單快捷方便。

精選神學用書，優惠低至 72 折
購物折實滿HK$300，本地免運費*

神學月專區優惠

一 個 共 享 閱 讀 信 念 、

推 動 優 質 閱 讀 的 平 台

www.logos.com.hk

一 站 式 的 搜 書 、

選 書 、 購 書 平 台

* 「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乃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滿HK$100 
可憑收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免稅。

「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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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卻不是直接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上述
兩種判準所引起的種種困難，方才提出作者的第三條進路。

「每個基督的呼召都導向死亡……只有為他者而存在的教會才是真正的
教會」。本書旨在全面介紹和探討潘霍華的神學思想，以「為他者的存
有」作為主導而切入，疏解潘霍華的教會羣體神學，一針見血地表達了潘
霍華神學的重點和精髓。本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援引大量德語原著材
料，又結合潘霍華的生平遭遇，使得其介紹更為精準也更為立體，從而
展示出潘霍華神學自身之處境性。

今天教會最需要的，或許是那些能夠將上帝的話語處境化的牧師，好幫
助會眾用神學去思考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工作、臨終的抉擇、政
治上的參與和娛樂等等。本書呼籲牧師要在他們的會眾和社羣當中成為
公眾神學家，且必須根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要以智慧、平安和使人茁
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於正在神學院
受訓、準備成為牧者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06 Sep
信故我思
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哈特（Trevor Hart）|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07 Sep
為他者的存有
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
李文耀 | 建道神學院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8

08 Sep
牧師—公眾神學家
重拾失去的異象
范浩沙（Kevin Vanhoozer）、

史朝恩（Owen Strachan）| 麥種傳道會
 HK$120  Special Offer HK$99

09 Sep
不只是政治
教會如何合宜地參與政治
賽德（Ronald Sider）| 道聲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5

在世上許多地方，基督徒都沒有審慎思考如何以立足於聖經基礎的方
式，投入政治。本書作者指出，每一項謹慎的政治決定，都需要四個
相互關聯卻又彼此相異的要件：一個規範架構、對社會與世界的廣泛研
究、一套政治哲學、針對特定議題的詳細社會分析。本書將幫助教會邁
向更具聖經基礎、更老練的福音政治哲學，期盼引導更多的基督徒，透
過明智的政治參與，更有效地實踐愛人如己的命令。

"If you look for truth, you may find comfort in the end; if 
you look for comfort you will not get either comfort or 
truth-only soft soap and wishful thinking to begin with 
and, in the end, despair." 

-C.S. Lewis

基道 Special Offer 書選低至 72折／書店全場英文書 2 本 75折
凡購物滿 HK$100 ／ 300 ／ 500 專享額外優惠

基道神學月

Special Offer

BookFinder

奉獻回應表／ www.logos.org.hk/donation.html
電話 詢／ 2687 0331（ 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

奉獻支持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事工*

* 登記人必須為全時間修讀的神學生，登記計劃日期為 9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恕不接受逾時申請。

網上登記／ www.logos.com.hk
電話 詢／ 2687 0331（ 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

2016～17 學年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登記*

聖經 ･ 和合本 ･ 研讀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HK$330 換購價HK$268

以《和合本》為依歸，單冊包攬新、舊約全書，

配上撮譯和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近二萬

五千多條註釋），提供足夠的背景、原文文法及

詮釋資料，突破普遍信徒讀經的限制。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司道生（Glen Stassen）、
顧希（David Gushee） | 基道

 HK$368 換購價HK$268

本書以耶穌的登山寶訓為基礎，處理各範疇的倫

理議題，清楚展示出耶穌門徒所特有的生活方

式。細讀這書，讀者可看見一個兼合忠誠信仰與

經驗相關性的基督徒倫理的好典範。

凡購物滿HK$100，送HK$10現金券乙張1
2 英文書全場 8折，2 本或以上 75折

3 凡購物滿HK$3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優惠4重奏
2 0 1 6 神 學 月

HK$268換購《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精裝；原價HK$330）

HK$268換購《國度倫理》
（原價HK$368）

聖地涉獵：聖經之地的入門地圖研習
考古涉獵：聖經考古的入門銘文研習
使徒涉獵 1：使徒腳蹤與小亞細亞 
使徒涉獵 2：羅馬行省與地中海島

蔡春曦編著 | 以斯拉培訓網絡

 一套HK$640 換購價HK$480

「涉獵系列」為蔡春曦牧師多年來的研習成

果，他藉著豐富而珍貴的地圖、照片、列表

和相關的文字說明，引領讀者認識聖經的史

地背景，並進一步明白到聖經更強而有力的

信息。

別搞錯信仰（中英對照）

蔡頌輝  |  明風

 HK$88 換購價HK$70

漫畫往往具有諷刺性，呈現出一個荒謬的畫

面，有時候還會發現自己就是畫中人！每個

主題的漫畫均有相應的參考經文、圖解說明

及反思問題，適合個人閱讀、靈修及小組 
討論。

HK$70換購《別搞錯信仰》
（原價HK$88）

HK$480換購「涉獵系列」4 本套裝
（原價HK$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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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顧馬可福音的聖經研究層面及神學詮釋層面。本書先
以敍事鑑別法，將馬可的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展現出來，然後再以「釋
經的理性思考」這種神學詮釋方法，將敍事鑑別的成果重述出來，為要凸
顯當中的信息。這種詮釋進路，使聖經研究及神學詮釋互相補足，並為
跨學科詮釋聖經作出很好的示範。

五經是舊約的基石及福音的神學基礎，它既解釋救恩的需要，也描述救
恩歷史的起始，而原罪、信心、救贖、獻祭等非常核心的神學觀念，也
是源自這些經卷。本書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既按著正典進路去分析文
本，同時也加入了歷史批判的看法。作者認為，將兩者對文本的分析兼
收並蓄，有助我們更加了解關於五經中的一些神學問題。

教會論並非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與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愈認識
教會的身分和使命，就愈能夠體現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本書從新約聖經
探討教會的本質、組織與功用，並特別從路加著作看教會的身分與使命。

本書也觸及「婦女按牧」這個具爭議性的課題，為教會的平等兩性關係，

提供堅實的聖經神學基礎。

30 Aug
馬可福音
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 基道  
 HK$168  Special Offer HK$126

31 Aug
五經神學
黃福光 | 浸信會神學院  
 HK$100  Special Offer HK$82

01 Sep
顛覆現實的教會論
鮑維均 | 天道書樓  
 HK$90  Special Offer HK$75

02 Sep
死亡神學
魏連嶽 | 校園書房  
 HK$187  Special Offer HK$156

本書作者認為，若我們不認識死亡，就無法認識生命。他毫不避諱地帶
領讀者探究死亡的各樣主題，以獨到的解經視角探詢死亡的歷史。面對
極其複雜、羅萬象的死亡議題，作者還從倫理學角度探討自殺、死刑、

亞伯拉罕獻以撒等等生與死的錯綜辯證，並指出惟有教會看重死亡教育，

透過死亡聖禮來彰顯死亡的真理，才是真正參與福音，傳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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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多年來，基道一直以「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服事全時間神學生，雖然這個事工的奉獻

一直都入不敷支，但我們仍堅持下去，期望向

專心為事奉上帝而進修、學習的神學生，表示

一份關切的支持。我們深信，神學生藉著文字

的陶造，更能把基督的生命在牧養事奉中體現 

出來。 我們已憑信心踏出了這一步，

            您是否也願意與我們同行？

基道書樓�旺角店 ｜ 香港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10樓 ｜ Tel: 2396 3528

基道書樓�銅鑼灣店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15樓 ｜ Tel: 2996 5299

裝幀設計：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CHIVAL Design

4
凡購物滿HK$5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 神學月期間，所有特別限時優惠書籍均在書樓有售，並
可享特定折扣優惠。惟「基道Special Offer」所列的特別
優惠，皆為本羣組專享優惠，先留言者先得。

逢週一 按主題嚴選各大出版社好書
逢週二至週五 輪流推出本年度神學月選書
每款書限量優惠20本／ 套

特別限時優惠
*

* 於遍佈全港的「順豐站」或「順豐服務中心」取書，於

BookFinder付款頁面選定即可，簡單快捷方便。

精選神學用書，優惠低至72折
購物折實滿HK$300，本地免運費

*

神學月專區優惠

一個共享閱讀信念、

推動優質閱讀的平台

www.logos.com.hk

一站式的搜書、

選書、購書平台

*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乃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滿HK$100 
可憑收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免稅。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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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卻不是直接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上述
兩種判準所引起的種種困難，方才提出作者的第三條進路。

「每個基督的呼召都導向死亡……只有為他者而存在的教會才是真正的
教會」。本書旨在全面介紹和探討潘霍華的神學思想，以「為他者的存
有」作為主導而切入，疏解潘霍華的教會羣體神學，一針見血地表達了潘
霍華神學的重點和精髓。本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援引大量德語原著材
料，又結合潘霍華的生平遭遇，使得其介紹更為精準也更為立體，從而
展示出潘霍華神學自身之處境性。

今天教會最需要的，或許是那些能夠將上帝的話語處境化的牧師，好幫
助會眾用神學去思考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工作、臨終的抉擇、政
治上的參與和娛樂等等。本書呼籲牧師要在他們的會眾和社羣當中成為
公眾神學家，且必須根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要以智慧、平安和使人茁
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於正在神學院
受訓、準備成為牧者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0 6  S e p
信故我思
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哈特（ Trevor Hart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0 7  S e p
為他者的存有
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
李文耀 | 建道神學院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8

0 8  S e p
牧師—公眾神學家
重拾失去的異象
范浩沙（ Kevin Vanhoozer ）、

史朝恩（ Owen Strachan ）| 麥種傳道會
 HK$120   Special Offer HK$99

0 9  S e p
不只是政治
教會如何合宜地參與政治
賽德（ Ronald Sider ）| 道聲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5

在世上許多地方，基督徒都沒有審慎思考如何以立足於聖經基礎的方
式，投入政治。本書作者指出，每一項謹慎的政治決定，都需要四個
相互關聯卻又彼此相異的要件：一個規範架構、對社會與世界的廣泛研
究、一套政治哲學、針對特定議題的詳細社會分析。本書將幫助教會邁
向更具聖經基礎、更老練的福音政治哲學，期盼引導更多的基督徒，透
過明智的政治參與，更有效地實踐愛人如己的命令。

"If you look for truth, you may find comfort in the end; if 
you look for comfort you will not get either comfort or 
truth-only soft soap and wishful thinking to begin with 
and, in the end, despair." 

-C.S. Lewis

基道 Special Offer 書選低至72折／書店全場英文書2本75折
凡購物滿HK$100／300／500 專享額外優惠

基道神學月

Special Offer

BookFinder

奉獻回應表／ www.logos.org.hk/donation.html
電話詢／ 2687 0331（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奉獻支持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事工*

* 登記人必須為全時間修讀的神學生，登記計劃日期為9月1日
至9月30日，恕不接受逾時申請。

網上登記／ www.logos.com.hk
電話詢／ 2687 0331（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2016～17學年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登記*

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HK$330 換購價HK$268

以《和合本》為依歸，單冊包攬新、舊約全書，

配上撮譯和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近二萬

五千多條註釋），提供足夠的背景、原文文法及

詮釋資料，突破普遍信徒讀經的限制。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司道生（Glen Stassen）、
顧希（David Gushee） | 基道

 HK$368 換購價HK$268

本書以耶穌的登山寶訓為基礎，處理各範疇的倫

理議題，清楚展示出耶穌門徒所特有的生活方

式。細讀這書，讀者可看見一個兼合忠誠信仰與

經驗相關性的基督徒倫理的好典範。

凡購物滿HK$100，送HK$10現金券乙張 1
2英文書全場8折，2本或以上75折

3
凡購物滿HK$3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優惠4重奏
2016神學月

HK$268換購《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精裝；原價HK$330）

HK$268換購《國度倫理》
（原價HK$368）

聖地涉獵：聖經之地的入門地圖研習
考古涉獵：聖經考古的入門銘文研習
使徒涉獵1：使徒腳蹤與小亞細亞 
使徒涉獵2：羅馬行省與地中海島

蔡春曦編著 | 以斯拉培訓網絡

 一套HK$640 換購價HK$480

「涉獵系列」為蔡春曦牧師多年來的研習成

果，他藉著豐富而珍貴的地圖、照片、列表

和相關的文字說明，引領讀者認識聖經的史

地背景，並進一步明白到聖經更強而有力的

信息。

別搞錯信仰（中英對照）

蔡頌輝  |  明風

 HK$88 換購價HK$70

漫畫往往具有諷刺性，呈現出一個荒謬的畫

面，有時候還會發現自己就是畫中人！每個

主題的漫畫均有相應的參考經文、圖解說明

及反思問題，適合個人閱讀、靈修及小組 
討論。

HK$70換購《別搞錯信仰》
（原價HK$88）

HK$480換購「涉獵系列」4本套裝
（原價HK$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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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顧馬可福音的聖經研究層面及神學詮釋層面。本書先
以敍事鑑別法，將馬可的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展現出來，然後再以「釋
經的理性思考」這種神學詮釋方法，將敍事鑑別的成果重述出來，為要凸
顯當中的信息。這種詮釋進路，使聖經研究及神學詮釋互相補足，並為
跨學科詮釋聖經作出很好的示範。

五經是舊約的基石及福音的神學基礎，它既解釋救恩的需要，也描述救
恩歷史的起始，而原罪、信心、救贖、獻祭等非常核心的神學觀念，也
是源自這些經卷。本書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既按著正典進路去分析文
本，同時也加入了歷史批判的看法。作者認為，將兩者對文本的分析兼
收並蓄，有助我們更加了解關於五經中的一些神學問題。

教會論並非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與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愈認識
教會的身分和使命，就愈能夠體現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本書從新約聖經
探討教會的本質、組織與功用，並特別從路加著作看教會的身分與使命。

本書也觸及「婦女按牧」這個具爭議性的課題，為教會的平等兩性關係，

提供堅實的聖經神學基礎。

3 0  A u g
馬可福音
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 基道  
 HK$168   Special Offer HK$126

3 1  A u g
五經神學
黃福光 | 浸信會神學院  
 HK$100   Special Offer HK$82

0 1  S e p
顛覆現實的教會論
鮑維均 | 天道書樓  
 HK$90   Special Offer HK$75

0 2  S e p
死亡神學
魏連嶽 | 校園書房  
 HK$187   Special Offer HK$156

本書作者認為，若我們不認識死亡，就無法認識生命。他毫不避諱地帶
領讀者探究死亡的各樣主題，以獨到的解經視角探詢死亡的歷史。面對
極其複雜、 羅萬象的死亡議題，作者還從倫理學角度探討自殺、死刑、

亞伯拉罕獻以撒等等生與死的錯綜辯證，並指出惟有教會看重死亡教育，

透過死亡聖禮來彰顯死亡的真理，才是真正參與福音，傳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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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多年來，基道一直以「 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 」服事全時間神學生，雖然這個事工的奉獻

一直都入不敷支，但我們仍堅持下去，期望向

專心為事奉上帝而進修、學習的神學生，表示

一份關切的支持。我們深信，神學生藉著文字

的陶造，更能把基督的生命在牧養事奉中體現 

出來。
我們已憑信心踏出了這一步，

            您是否也願意與我們同行？

基道書樓�旺 角 店 ｜ 香港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 10 樓 ｜ Tel: 2396 3528

基道書樓�銅鑼灣店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公理堂大樓 15 樓 ｜ Tel: 2996 5299

裝幀設計：奇文雲海 · 設計顧問  CHIVAL Design

4 凡購物滿HK$5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 神學月期間，所有特別限時優惠書籍均在書樓有售，並
可享特定折扣優惠。惟「基道Special Offer」所列的特別
優惠，皆為本羣組專享優惠，先留言者先得。

逢週一 按主題嚴選各大出版社好書
逢週二至週五 輪流推出本年度神學月選書
每款書限量優惠 20 本／ 套

特別限時優惠*

* 於遍佈全港的「順豐站」或「順豐服務中心」取書，於

BookFinder付款頁面選定即可，簡單快捷方便。

精選神學用書，優惠低至 72 折
購物折實滿HK$300，本地免運費*

神學月專區優惠

一 個 共 享 閱 讀 信 念 、

推 動 優 質 閱 讀 的 平 台

www.logos.com.hk

一 站 式 的 搜 書 、

選 書 、 購 書 平 台

* 「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乃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滿HK$100 
可憑收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免稅。

「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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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卻不是直接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上述
兩種判準所引起的種種困難，方才提出作者的第三條進路。

「每個基督的呼召都導向死亡……只有為他者而存在的教會才是真正的
教會」。本書旨在全面介紹和探討潘霍華的神學思想，以「為他者的存
有」作為主導而切入，疏解潘霍華的教會羣體神學，一針見血地表達了潘
霍華神學的重點和精髓。本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援引大量德語原著材
料，又結合潘霍華的生平遭遇，使得其介紹更為精準也更為立體，從而
展示出潘霍華神學自身之處境性。

今天教會最需要的，或許是那些能夠將上帝的話語處境化的牧師，好幫
助會眾用神學去思考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工作、臨終的抉擇、政
治上的參與和娛樂等等。本書呼籲牧師要在他們的會眾和社羣當中成為
公眾神學家，且必須根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要以智慧、平安和使人茁
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於正在神學院
受訓、準備成為牧者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06 Sep
信故我思
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哈特（Trevor Hart）|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07 Sep
為他者的存有
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
李文耀 | 建道神學院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8

08 Sep
牧師—公眾神學家
重拾失去的異象
范浩沙（Kevin Vanhoozer）、

史朝恩（Owen Strachan）| 麥種傳道會
 HK$120  Special Offer HK$99

09 Sep
不只是政治
教會如何合宜地參與政治
賽德（Ronald Sider）| 道聲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5

在世上許多地方，基督徒都沒有審慎思考如何以立足於聖經基礎的方
式，投入政治。本書作者指出，每一項謹慎的政治決定，都需要四個
相互關聯卻又彼此相異的要件：一個規範架構、對社會與世界的廣泛研
究、一套政治哲學、針對特定議題的詳細社會分析。本書將幫助教會邁
向更具聖經基礎、更老練的福音政治哲學，期盼引導更多的基督徒，透
過明智的政治參與，更有效地實踐愛人如己的命令。

"If you look for truth, you may find comfort in the end; if 
you look for comfort you will not get either comfort or 
truth-only soft soap and wishful thinking to begin with 
and, in the end, despair." 

-C.S. Lewis

基道 Special Offer 書選低至 72折／書店全場英文書 2 本 75折
凡購物滿 HK$100 ／ 300 ／ 500 專享額外優惠

基道神學月

Special Offer

BookFinder

奉獻回應表／ www.logos.org.hk/donation.html
電話 詢／ 2687 0331（ 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

奉獻支持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事工*

* 登記人必須為全時間修讀的神學生，登記計劃日期為 9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恕不接受逾時申請。

網上登記／ www.logos.com.hk
電話 詢／ 2687 0331（ 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

2016～17 學年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登記*

聖經 ･ 和合本 ･ 研讀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HK$330 換購價HK$268

以《和合本》為依歸，單冊包攬新、舊約全書，

配上撮譯和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近二萬

五千多條註釋），提供足夠的背景、原文文法及

詮釋資料，突破普遍信徒讀經的限制。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司道生（Glen Stassen）、
顧希（David Gushee） | 基道

 HK$368 換購價HK$268

本書以耶穌的登山寶訓為基礎，處理各範疇的倫

理議題，清楚展示出耶穌門徒所特有的生活方

式。細讀這書，讀者可看見一個兼合忠誠信仰與

經驗相關性的基督徒倫理的好典範。

凡購物滿HK$100，送HK$10現金券乙張1
2 英文書全場 8折，2 本或以上 75折

3 凡購物滿HK$3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優惠4重奏
2 0 1 6 神 學 月

HK$268換購《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精裝；原價HK$330）

HK$268換購《國度倫理》
（原價HK$368）

聖地涉獵：聖經之地的入門地圖研習
考古涉獵：聖經考古的入門銘文研習
使徒涉獵 1：使徒腳蹤與小亞細亞 
使徒涉獵 2：羅馬行省與地中海島

蔡春曦編著 | 以斯拉培訓網絡

 一套HK$640 換購價HK$480

「涉獵系列」為蔡春曦牧師多年來的研習成

果，他藉著豐富而珍貴的地圖、照片、列表

和相關的文字說明，引領讀者認識聖經的史

地背景，並進一步明白到聖經更強而有力的

信息。

別搞錯信仰（中英對照）

蔡頌輝  |  明風

 HK$88 換購價HK$70

漫畫往往具有諷刺性，呈現出一個荒謬的畫

面，有時候還會發現自己就是畫中人！每個

主題的漫畫均有相應的參考經文、圖解說明

及反思問題，適合個人閱讀、靈修及小組 
討論。

HK$70換購《別搞錯信仰》
（原價HK$88）

HK$480換購「涉獵系列」4 本套裝
（原價HK$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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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顧馬可福音的聖經研究層面及神學詮釋層面。本書先
以敍事鑑別法，將馬可的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展現出來，然後再以「釋
經的理性思考」這種神學詮釋方法，將敍事鑑別的成果重述出來，為要凸
顯當中的信息。這種詮釋進路，使聖經研究及神學詮釋互相補足，並為
跨學科詮釋聖經作出很好的示範。

五經是舊約的基石及福音的神學基礎，它既解釋救恩的需要，也描述救
恩歷史的起始，而原罪、信心、救贖、獻祭等非常核心的神學觀念，也
是源自這些經卷。本書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既按著正典進路去分析文
本，同時也加入了歷史批判的看法。作者認為，將兩者對文本的分析兼
收並蓄，有助我們更加了解關於五經中的一些神學問題。

教會論並非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與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愈認識
教會的身分和使命，就愈能夠體現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本書從新約聖經
探討教會的本質、組織與功用，並特別從路加著作看教會的身分與使命。

本書也觸及「婦女按牧」這個具爭議性的課題，為教會的平等兩性關係，

提供堅實的聖經神學基礎。

30 Aug
馬可福音
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 基道  
 HK$168  Special Offer HK$126

31 Aug
五經神學
黃福光 | 浸信會神學院  
 HK$100  Special Offer HK$82

01 Sep
顛覆現實的教會論
鮑維均 | 天道書樓  
 HK$90  Special Offer HK$75

02 Sep
死亡神學
魏連嶽 | 校園書房  
 HK$187  Special Offer HK$156

本書作者認為，若我們不認識死亡，就無法認識生命。他毫不避諱地帶
領讀者探究死亡的各樣主題，以獨到的解經視角探詢死亡的歷史。面對
極其複雜、羅萬象的死亡議題，作者還從倫理學角度探討自殺、死刑、

亞伯拉罕獻以撒等等生與死的錯綜辯證，並指出惟有教會看重死亡教育，

透過死亡聖禮來彰顯死亡的真理，才是真正參與福音，傳遞福音。

基道 Special Offer

2016年基道神學月書選
Special Offer羣組優惠預告

AUG-OCT 2016
ISSUE 06

29/8 ～ 7/10/2016

dialogos 06.indd   1 16/8/15   下午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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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道 Special Offer

基道 BookFinder

過去三十多年來，基道一直以「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服事全時間神學生，雖然這個事工的奉獻

一直都入不敷支，但我們仍堅持下去，期望向

專心為事奉上帝而進修、學習的神學生，表示

一份關切的支持。我們深信，神學生藉著文字

的陶造，更能把基督的生命在牧養事奉中體現 

出來。 我們已憑信心踏出了這一步，

            您是否也願意與我們同行？

基道書樓�旺角店 ｜ 香港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10樓 ｜ Tel: 2396 3528

基道書樓�銅鑼灣店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15樓 ｜ Tel: 2996 5299

裝幀設計：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CHIVAL Design

4
凡購物滿HK$5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 神學月期間，所有特別限時優惠書籍均在書樓有售，並
可享特定折扣優惠。惟「基道Special Offer」所列的特別
優惠，皆為本羣組專享優惠，先留言者先得。

逢週一 按主題嚴選各大出版社好書
逢週二至週五 輪流推出本年度神學月選書
每款書限量優惠20本／ 套

特別限時優惠
*

* 於遍佈全港的「順豐站」或「順豐服務中心」取書，於

BookFinder付款頁面選定即可，簡單快捷方便。

精選神學用書，優惠低至72折
購物折實滿HK$300，本地免運費

*

神學月專區優惠

一個共享閱讀信念、

推動優質閱讀的平台

www.logos.com.hk

一站式的搜書、

選書、購書平台

*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乃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滿HK$100 
可憑收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免稅。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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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卻不是直接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上述
兩種判準所引起的種種困難，方才提出作者的第三條進路。

「每個基督的呼召都導向死亡……只有為他者而存在的教會才是真正的
教會」。本書旨在全面介紹和探討潘霍華的神學思想，以「為他者的存
有」作為主導而切入，疏解潘霍華的教會羣體神學，一針見血地表達了潘
霍華神學的重點和精髓。本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援引大量德語原著材
料，又結合潘霍華的生平遭遇，使得其介紹更為精準也更為立體，從而
展示出潘霍華神學自身之處境性。

今天教會最需要的，或許是那些能夠將上帝的話語處境化的牧師，好幫
助會眾用神學去思考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工作、臨終的抉擇、政
治上的參與和娛樂等等。本書呼籲牧師要在他們的會眾和社羣當中成為
公眾神學家，且必須根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要以智慧、平安和使人茁
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於正在神學院
受訓、準備成為牧者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0 6  S e p
信故我思
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哈特（ Trevor Hart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0 7  S e p
為他者的存有
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
李文耀 | 建道神學院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8

0 8  S e p
牧師—公眾神學家
重拾失去的異象
范浩沙（ Kevin Vanhoozer ）、

史朝恩（ Owen Strachan ）| 麥種傳道會
 HK$120   Special Offer HK$99

0 9  S e p
不只是政治
教會如何合宜地參與政治
賽德（ Ronald Sider ）| 道聲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5

在世上許多地方，基督徒都沒有審慎思考如何以立足於聖經基礎的方
式，投入政治。本書作者指出，每一項謹慎的政治決定，都需要四個
相互關聯卻又彼此相異的要件：一個規範架構、對社會與世界的廣泛研
究、一套政治哲學、針對特定議題的詳細社會分析。本書將幫助教會邁
向更具聖經基礎、更老練的福音政治哲學，期盼引導更多的基督徒，透
過明智的政治參與，更有效地實踐愛人如己的命令。

"If you look for truth, you may find comfort in the end; if 
you look for comfort you will not get either comfort or 
truth-only soft soap and wishful thinking to begin with 
and, in the end, despair." 

-C.S. Lewis

基道 Special Offer 書選低至72折／書店全場英文書2本75折
凡購物滿HK$100／300／500 專享額外優惠

基道神學月

Special Offer

BookFinder

奉獻回應表／ www.logos.org.hk/donation.html
電話詢／ 2687 0331（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奉獻支持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事工*

* 登記人必須為全時間修讀的神學生，登記計劃日期為9月1日
至9月30日，恕不接受逾時申請。

網上登記／ www.logos.com.hk
電話詢／ 2687 0331（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2016～17學年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登記*

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HK$330 換購價HK$268

以《和合本》為依歸，單冊包攬新、舊約全書，

配上撮譯和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近二萬

五千多條註釋），提供足夠的背景、原文文法及

詮釋資料，突破普遍信徒讀經的限制。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司道生（Glen Stassen）、
顧希（David Gushee） | 基道

 HK$368 換購價HK$268

本書以耶穌的登山寶訓為基礎，處理各範疇的倫

理議題，清楚展示出耶穌門徒所特有的生活方

式。細讀這書，讀者可看見一個兼合忠誠信仰與

經驗相關性的基督徒倫理的好典範。

凡購物滿HK$100，送HK$10現金券乙張 1
2英文書全場8折，2本或以上75折

3
凡購物滿HK$3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優惠4重奏
2016神學月

HK$268換購《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精裝；原價HK$330）

HK$268換購《國度倫理》
（原價HK$368）

聖地涉獵：聖經之地的入門地圖研習
考古涉獵：聖經考古的入門銘文研習
使徒涉獵1：使徒腳蹤與小亞細亞 
使徒涉獵2：羅馬行省與地中海島

蔡春曦編著 | 以斯拉培訓網絡

 一套HK$640 換購價HK$480

「涉獵系列」為蔡春曦牧師多年來的研習成

果，他藉著豐富而珍貴的地圖、照片、列表

和相關的文字說明，引領讀者認識聖經的史

地背景，並進一步明白到聖經更強而有力的

信息。

別搞錯信仰（中英對照）

蔡頌輝  |  明風

 HK$88 換購價HK$70

漫畫往往具有諷刺性，呈現出一個荒謬的畫

面，有時候還會發現自己就是畫中人！每個

主題的漫畫均有相應的參考經文、圖解說明

及反思問題，適合個人閱讀、靈修及小組 
討論。

HK$70換購《別搞錯信仰》
（原價HK$88）

HK$480換購「涉獵系列」4本套裝
（原價HK$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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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顧馬可福音的聖經研究層面及神學詮釋層面。本書先
以敍事鑑別法，將馬可的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展現出來，然後再以「釋
經的理性思考」這種神學詮釋方法，將敍事鑑別的成果重述出來，為要凸
顯當中的信息。這種詮釋進路，使聖經研究及神學詮釋互相補足，並為
跨學科詮釋聖經作出很好的示範。

五經是舊約的基石及福音的神學基礎，它既解釋救恩的需要，也描述救
恩歷史的起始，而原罪、信心、救贖、獻祭等非常核心的神學觀念，也
是源自這些經卷。本書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既按著正典進路去分析文
本，同時也加入了歷史批判的看法。作者認為，將兩者對文本的分析兼
收並蓄，有助我們更加了解關於五經中的一些神學問題。

教會論並非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與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愈認識
教會的身分和使命，就愈能夠體現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本書從新約聖經
探討教會的本質、組織與功用，並特別從路加著作看教會的身分與使命。

本書也觸及「婦女按牧」這個具爭議性的課題，為教會的平等兩性關係，

提供堅實的聖經神學基礎。

3 0  A u g
馬可福音
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 基道  
 HK$168   Special Offer HK$126

3 1  A u g
五經神學
黃福光 | 浸信會神學院  
 HK$100   Special Offer HK$82

0 1  S e p
顛覆現實的教會論
鮑維均 | 天道書樓  
 HK$90   Special Offer HK$75

0 2  S e p
死亡神學
魏連嶽 | 校園書房  
 HK$187   Special Offer HK$156

本書作者認為，若我們不認識死亡，就無法認識生命。他毫不避諱地帶
領讀者探究死亡的各樣主題，以獨到的解經視角探詢死亡的歷史。面對
極其複雜、 羅萬象的死亡議題，作者還從倫理學角度探討自殺、死刑、

亞伯拉罕獻以撒等等生與死的錯綜辯證，並指出惟有教會看重死亡教育，

透過死亡聖禮來彰顯死亡的真理，才是真正參與福音，傳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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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多年來，基道一直以「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服事全時間神學生，雖然這個事工的奉獻

一直都入不敷支，但我們仍堅持下去，期望向

專心為事奉上帝而進修、學習的神學生，表示

一份關切的支持。我們深信，神學生藉著文字

的陶造，更能把基督的生命在牧養事奉中體現 

出來。 我們已憑信心踏出了這一步，

            您是否也願意與我們同行？

基道書樓�旺角店 ｜ 香港九龍旺角弼街56號基督教大樓10樓 ｜ Tel: 2396 3528

基道書樓�銅鑼灣店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119號公理堂大樓15樓 ｜ Tel: 2996 5299

裝幀設計：奇文雲海·設計顧問  CHIVAL Design

4
凡購物滿HK$5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 神學月期間，所有特別限時優惠書籍均在書樓有售，並
可享特定折扣優惠。惟「基道Special Offer」所列的特別
優惠，皆為本羣組專享優惠，先留言者先得。

逢週一 按主題嚴選各大出版社好書
逢週二至週五 輪流推出本年度神學月選書
每款書限量優惠20本／ 套

特別限時優惠
*

* 於遍佈全港的「順豐站」或「順豐服務中心」取書，於

BookFinder付款頁面選定即可，簡單快捷方便。

精選神學用書，優惠低至72折
購物折實滿HK$300，本地免運費

*

神學月專區優惠

一個共享閱讀信念、

推動優質閱讀的平台

www.logos.com.hk

一站式的搜書、

選書、購書平台

*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乃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滿HK$100 
可憑收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免稅。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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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卻不是直接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上述
兩種判準所引起的種種困難，方才提出作者的第三條進路。

「每個基督的呼召都導向死亡……只有為他者而存在的教會才是真正的
教會」。本書旨在全面介紹和探討潘霍華的神學思想，以「為他者的存
有」作為主導而切入，疏解潘霍華的教會羣體神學，一針見血地表達了潘
霍華神學的重點和精髓。本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援引大量德語原著材
料，又結合潘霍華的生平遭遇，使得其介紹更為精準也更為立體，從而
展示出潘霍華神學自身之處境性。

今天教會最需要的，或許是那些能夠將上帝的話語處境化的牧師，好幫
助會眾用神學去思考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工作、臨終的抉擇、政
治上的參與和娛樂等等。本書呼籲牧師要在他們的會眾和社羣當中成為
公眾神學家，且必須根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要以智慧、平安和使人茁
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於正在神學院
受訓、準備成為牧者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0 6  S e p
信故我思
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哈特（ Trevor Hart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0 7  S e p
為他者的存有
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
李文耀 | 建道神學院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8

0 8  S e p
牧師—公眾神學家
重拾失去的異象
范浩沙（ Kevin Vanhoozer ）、

史朝恩（ Owen Strachan ）| 麥種傳道會
 HK$120   Special Offer HK$99

0 9  S e p
不只是政治
教會如何合宜地參與政治
賽德（ Ronald Sider ）| 道聲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5

在世上許多地方，基督徒都沒有審慎思考如何以立足於聖經基礎的方
式，投入政治。本書作者指出，每一項謹慎的政治決定，都需要四個
相互關聯卻又彼此相異的要件：一個規範架構、對社會與世界的廣泛研
究、一套政治哲學、針對特定議題的詳細社會分析。本書將幫助教會邁
向更具聖經基礎、更老練的福音政治哲學，期盼引導更多的基督徒，透
過明智的政治參與，更有效地實踐愛人如己的命令。

"If you look for truth, you may find comfort in the end; if 
you look for comfort you will not get either comfort or 
truth-only soft soap and wishful thinking to begin with 
and, in the end, despair." 

-C.S. Lewis

基道 Special Offer 書選低至72折／書店全場英文書2本75折
凡購物滿HK$100／300／500 專享額外優惠

基道神學月

Special Offer

BookFinder

奉獻回應表／ www.logos.org.hk/donation.html
電話詢／ 2687 0331（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奉獻支持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事工*

* 登記人必須為全時間修讀的神學生，登記計劃日期為9月1日
至9月30日，恕不接受逾時申請。

網上登記／ www.logos.com.hk
電話詢／ 2687 0331（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2016～17學年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登記*

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HK$330 換購價HK$268

以《和合本》為依歸，單冊包攬新、舊約全書，

配上撮譯和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近二萬

五千多條註釋），提供足夠的背景、原文文法及

詮釋資料，突破普遍信徒讀經的限制。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司道生（Glen Stassen）、
顧希（David Gushee） | 基道

 HK$368 換購價HK$268

本書以耶穌的登山寶訓為基礎，處理各範疇的倫

理議題，清楚展示出耶穌門徒所特有的生活方

式。細讀這書，讀者可看見一個兼合忠誠信仰與

經驗相關性的基督徒倫理的好典範。

凡購物滿HK$100，送HK$10現金券乙張 1
2英文書全場8折，2本或以上75折

3
凡購物滿HK$3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優惠4重奏
2016神學月

HK$268換購《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精裝；原價HK$330）

HK$268換購《國度倫理》
（原價HK$368）

聖地涉獵：聖經之地的入門地圖研習
考古涉獵：聖經考古的入門銘文研習
使徒涉獵1：使徒腳蹤與小亞細亞 
使徒涉獵2：羅馬行省與地中海島

蔡春曦編著 | 以斯拉培訓網絡

 一套HK$640 換購價HK$480

「涉獵系列」為蔡春曦牧師多年來的研習成

果，他藉著豐富而珍貴的地圖、照片、列表

和相關的文字說明，引領讀者認識聖經的史

地背景，並進一步明白到聖經更強而有力的

信息。

別搞錯信仰（中英對照）

蔡頌輝  |  明風

 HK$88 換購價HK$70

漫畫往往具有諷刺性，呈現出一個荒謬的畫

面，有時候還會發現自己就是畫中人！每個

主題的漫畫均有相應的參考經文、圖解說明

及反思問題，適合個人閱讀、靈修及小組 
討論。

HK$70換購《別搞錯信仰》
（原價HK$88）

HK$480換購「涉獵系列」4本套裝
（原價HK$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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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顧馬可福音的聖經研究層面及神學詮釋層面。本書先
以敍事鑑別法，將馬可的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展現出來，然後再以「釋
經的理性思考」這種神學詮釋方法，將敍事鑑別的成果重述出來，為要凸
顯當中的信息。這種詮釋進路，使聖經研究及神學詮釋互相補足，並為
跨學科詮釋聖經作出很好的示範。

五經是舊約的基石及福音的神學基礎，它既解釋救恩的需要，也描述救
恩歷史的起始，而原罪、信心、救贖、獻祭等非常核心的神學觀念，也
是源自這些經卷。本書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既按著正典進路去分析文
本，同時也加入了歷史批判的看法。作者認為，將兩者對文本的分析兼
收並蓄，有助我們更加了解關於五經中的一些神學問題。

教會論並非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與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愈認識
教會的身分和使命，就愈能夠體現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本書從新約聖經
探討教會的本質、組織與功用，並特別從路加著作看教會的身分與使命。

本書也觸及「婦女按牧」這個具爭議性的課題，為教會的平等兩性關係，

提供堅實的聖經神學基礎。

3 0  A u g
馬可福音
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 基道  
 HK$168   Special Offer HK$126

3 1  A u g
五經神學
黃福光 | 浸信會神學院  
 HK$100   Special Offer HK$82

0 1  S e p
顛覆現實的教會論
鮑維均 | 天道書樓  
 HK$90   Special Offer HK$75

0 2  S e p
死亡神學
魏連嶽 | 校園書房  
 HK$187   Special Offer HK$156

本書作者認為，若我們不認識死亡，就無法認識生命。他毫不避諱地帶
領讀者探究死亡的各樣主題，以獨到的解經視角探詢死亡的歷史。面對
極其複雜、 羅萬象的死亡議題，作者還從倫理學角度探討自殺、死刑、

亞伯拉罕獻以撒等等生與死的錯綜辯證，並指出惟有教會看重死亡教育，

透過死亡聖禮來彰顯死亡的真理，才是真正參與福音，傳遞福音。

基道 Special Offer

2016 年基道神學月書選
Special Offer 羣組優惠預告

AUG-OCT 2016
ISSUE 06

29/8～7/10/2016

dialogos 06.indd   116/8/15   下午6:41



當信仰的本質出現劇變，宗教的未來該何去何從？本書以嶄新角度詮釋
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揭示世界各地的基督宗教與其他傳統中，教義及教
條如何退居一旁，以及來自基層、主張社會正義和內在體驗的新靈性運
動，又是如何破繭而出。然而，這些變化增長的強勁後勢，也激起原教
旨主義重新抬頭，加上快節奏的全球變化，基督宗教可怎樣回應？本書
所描繪出的宗教景觀，將激發我們用新的方式思考信仰。

在本書中，作者為華人教會界開啟更深邃細緻的視角，來看待宣講以及
宣講者的職分。作者提出「聖經講道學」，鼓勵宣講者緊扣聖經脈絡、

幽微世事及永恆盼望來建構講章，並提供預備講章的實際步驟。作者在
字裏行間梳理著「宣講」一事，使宣講者不得不再一次思想：宣講者必
須始於自我恰如其分的了解，進而成為上帝對時代發聲的器皿，成為會
眾向上帝發出呼求的引信。

基督教堪稱全球宗教，但過往較多側重於西歐和北美地區教會的發展。

本書嘗試在涵蓋整體基督教會歷史的同時，以專人專文的方式，兼顧論
述全球個別地區的基督教發展，並為拉丁美洲、非洲、印度、中國與鄰
邦等特設篇章，望能建構出全球基督教世界歷史視野。此書角度恢宏，

深入淺出，無論是作為基督教歷史的教科書，抑或自我研習的課程讀物
皆適宜，可說是開拓了基督教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門路。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神學界愈來愈留意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課題，而
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漸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為香
港的教會和神學界提供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企劃，思考政治神學和公共神
學的基礎、範疇、內容和踐行等。我們不再可能仍留在圖書館和辦公室
做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更要在夏慤道、彌敦道和軒尼詩道反思神學的
政治和公共意義。本書就是在這歷史背景和場景下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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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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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作者在本書中一方面探索人如何知覺、認識及經歷看不見的上帝，另一
方面亦嘗試釐清人對心理學與信仰的關係的種種誤解。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土地往往被看作是可供買賣的商品、無生命
的事物，可以任意取用或棄置。本書作者從土地的角度，重溯了從舊約
到新約的壯闊歷史發展，申明土地在聖經信仰當中所具備的歷史與羣體
面向。不論是面對普世人類與土地的疏離，或者是土地正義等社會經濟
議題，本書所展現的歷史縱深、神學反思的深度，以及連結聖經文本與
今日世界的嘗試，都是今日公共神學論述所不可或缺的資源。

1 3  S e p
信仰的未來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甦
考克斯（ Harvey Cox ）| 示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2

1 4  S e p
在暗角言說上主
龔立人 | 香港基督徒學會
 HK$80   Special Offer HK$60

1 5  S e p
盼望 ･ 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本書乃是認識莫特曼神學思想的重要作品。本書共分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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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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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不但是實踐神學的經典教科書，更是致力於牧養關顯、並盼望在教
會和社會中服事的踐行者的上佳入門讀本。本書第一部為基礎篇，探討
實踐神學的本質及進路。第二部為技巧篇，臚列做實踐神學的工具：牧
養循環──經驗學科、科際整合、神學反省、行動靈性，以及如何在當
代特別是後現代情境下從事宣教工作等等。本書穿插著日常生活的故事
和案例，讀者當更容易領略服事情境中的各種神學意涵。

本書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屬靈追求為研究主題，全書分四部分：第一
部分綜合概論中世紀西方拉丁教會有關屬靈追求的神學立場與實踐行動，

以作為歷史背景與社會思潮的參照。第二與第三部分則集中討論馬丁路
德和加爾文的人生經歷、神學見解和屬靈實踐。最後第四部分嘗試從前
兩部分的探討，綜合比較兩位改教家其屬靈追求觀念的異同，由此帶出
路德與加爾文的靈修觀對今日華人信徒的啟迪。

2 0  S e p
21 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 | 校園書房
 HK$137   Special Offer HK$115

2 1  S e p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陳天祥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2 2  S e p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巴拉德（ Paul Ballard ）、

普禮査特（ John Pritchard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0

2 3  S e p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
李麗娟 | 校園書房
 HK$144   Special Offer HK$119

基督論在整個基督教信仰陳述中，處於十分關鍵宛如中心點的位置。本
書作者在方法上融合系統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與詮釋學，由此探
研基督論的不同進路，當中又分別討論波拿文土拉（從上的）、馬丁路
德（從下的）與祁克果（兼具從上與從下的）等神學家所展現的生命神學
的論述，嘗試在諸多思潮的衝擊中，為眾人撥雲見日，拓寬讀者的神學 

視野。 

2 7  S e p
基督教世界史
赫斯定（ Adrian Hastings ）編 | 文藝
 HK$398   Special Offer HK$315

2 8  S e p
土地神學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
挑戰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校園書房
 HK$166   Special Offer HK$132

2 9  S e p
活出真道
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屬靈追求
吳國傑 | 浸信會神學院
 HK$80   Special Offer HK$64

3 0  S e p

地獄，永遠的刑罰？
破解地獄的迷思
蘇遠泰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不少現代人對地獄之說十分反感，因為凡不願意相信基督福音的人，最
終都會下地獄受永刑，那裏有不止息的火燒蟲咬，上帝活像嗜血的怪
物，為了滿足自己的公義而懲罰罪人，直到永永遠遠。本書所要探討的
課題，是「不義者」究竟要受到怎樣的刑罰，當中特別聚焦於地獄及其刑
罰是否長存這具爭議性的議題。本書嘗試探問：聖經所說的永刑，真的
是指刑期沒有盡頭麼？不然，那永刑又會是甚麼意思呢？ 

基督教文藝 | 05 ～ 09 Sep | 崇拜與信念再思

漢語聖經協會 | 12 ～ 16 Sep | 五經研究

聖經資源中心、中華福音神學院 | 19 ～ 23 Sep | 救恩與倫理

道風書社 | 03 ～ 07 Oct | 神學與政治脈絡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下）

華爾頓（John Walton）|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熟悉古代近東文化，他將運用比較研究，拓寬讀者對當代背景的認識。作

者見解獨到，常能啟發讀者思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下）

恩斯（Peter Enns）|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從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卷書的神學意義，從而說明出埃及

事件是上帝救恩的典範，是祂拯救普世的計劃中關鍵的一幕。

談論死亡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

喀達克（Fred Craddock）等 | HK$119
Special Offer HK$94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談論死亡，本書能幫助我們重新學習靠著死在十架上的那位來說話，以便找回自

己的聲音，並懂得如何面對臨終議題。

多元世界中的四種救贖觀

希克（John Hick）等 | HK$159
Special Offer HK$125

耶穌基督是惟一的救贖嗎？基督教以外的其

他宗教是否也傳遞救恩？本書乃是以多元宗

教為主題而進行的一場基督教內部對話的 
成果。

關顧受造世界
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貝瑞（R. J. Berry）編 | HK$130
Special Offer HK$102

大地受造界的生態危機也是教會自身的危

機？本書完整地呈現關乎生態環境之教義與

神學論述，召喚教會承擔起治理大地的責任。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利未記

甘恩（Roy Gane）| HK$120
Special Offer HK$95

上帝的律例乃對應以色列人真實的生活，並

且要塑造他們與上帝同在的生命，每一條律

例都是一個精選的故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民數記

甘恩（Roy Gane）| HK$96
Special Offer HK$76

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猶如夫妻，民數記

敍述兩者從西奈曠野至迦南東面邊界之旅

程，描畫兩者如何相處，其中有包容、掙扎、 
管教……

耶穌、人性與三一
淺談系統神學

坦納（Kathryn Tanner）| HK$105
Special Offer HK$82

本書以清澈有力的神學理念重述了基督教故

事的重要情節，並以優雅的語言寫出了既有

縝密邏輯又有靈性韻味的一套系統神學。

神學思想的經驗
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HK$145
Special Offer HK$112

在這本書中，莫爾特曼回到其生命的十字路

口，憶述他所經歷的各項事件怎樣塑造其神

學思想的發展，可視為神學入門者的參考 
經典。

存在．歷史．神聖
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

林子淳 | HK$80
Special Offer HK$62

從宏大的思想史脈絡，審視漢語神學這奇特

現象出現的原因，並由此呈現漢語神學的動

力、資源、困局與出路。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邢福增 | HK$95
Special Offer HK$74

隨著全能主義政治逐漸在中國實現，宗教界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本書主要探

討自一九五一年起於基督教領域內開始的「控

訴運動」。

光啓文化、上智 | 26 ～ 30 Sep | 深度靈修

沙漠教父靈修陪伴的智慧 

谷倫神父（Anselm Grün）| HK$60
Special Offer HK$50

本書從沙漠教父的經驗和教導出發，探討隱

修教父實踐靈修陪伴的觀點、使命及引領求

助者的方法，同時結合現代心理學，為現代

的靈修輔導注入新活水。

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

林瑪竇（Matthew Linn）等 | HK$110
Special Offer HK$88

本書以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人格發展

理論為架構，指引我們如何運用正向的愛的

力量，療癒負面的記憶與創傷，心靈因而得

以成長。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提供的生活指南（上）與上主相遇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分享的生活指南（下）在主內生活

馬丁（James Matrin S.J.）| 一套兩本HK$200
Special Offer HK$164

這是一套讓人發現如何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自己、找到上主、找到與人的連結

的書，融合了作者的神學灼見與坦率的明智，由三任耶穌會省會長聯合推薦。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下）

布洛克（Daniel Block）|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申命記具有非凡的神學價值，是祭司教導的材料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物，

是先知發言的依據，是敬虔君王治國的藍本，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楷。

話語服侍
崇拜中的宣講

奎美蓮（Melinda Quivik）| HK$88
Special Offer HK$69

當上帝的話語在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中被宣

講出來，建基於這話語並由它塑造的禮儀經

驗，就有能力回應每個年代的人的需要。 

透過信心的眼睛看音樂

白斯特（Harold Best）|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2

本書將音樂實踐聯繫於更廣闊的創造神學與

創意及創作力，對福音派和基要派一向對音

樂的誤解作出了細膩而一針見血的批判。 

信仰有心
基督徒人生的再發現

伯格（Marcus Borg）| HK$135
Special Offer HK$108

身處變幻和滿有衝突的年代，基督徒如何活

得更火熱？本書作者結合了學術、經驗和回

憶的方式，讓讀者進深認識基督教與信仰 
生活。

約伯記釋讀
當好人遇上壞事

庫希納（Harold Kushner）| HK$108
Special Offer HK$85

本書作者睿智地概覽聖經鑑別研究對約伯記

的剖析，同時富有感情地連繫到個人對苦難

的體會和倫理思考，藉此引領我們辨明苦難

問題。

夏達華研道中心 | 29 Aug ～ 02 Sep | 猶太亮光

我們的希伯來傳統
基督教神學尋根與更新

韋爾森（Marvin Wilson）| HK$200
Special Offer HK$158

本書使我們更深地掌握基督教神學的希伯來

根源，並論證了我們應該藉著重拾希伯來傳

統，來更新基督教信仰。

祂名為一
從古代希伯來文的角度看上帝的名字

班傑夫（Jeff Benner）| HK$70
Special Offer HK$56

希伯來聖經是由一羣古代希伯來人所寫的，

當我們以他們的詞彙和語言去理解上帝各個

名字時，上帝的本質和性情就會以嶄新的角

度呈現出來。

加拉太書導讀
猶太背景新蹊徑

蘭克特（D. Thomas Lancaster）| HK$125
Special Offer HK$99

本講道集為我們打開一扇門，通往保羅的世

界，提供歷史裏的猶太背景，這是解釋這封

書信不可或缺的。本書亦對一些因循的舊解

釋提出疑問，並呈獻一些新的洞見。

耶穌的福音
尋索耶穌信息的核心

特爾頓（Joshua Tilton）| HK$75
Special Offer HK$59

在古代世界，「福音」這個詞的意思是宣告有

人已經作王。耶穌的福音也是個皇室諭示，

宣告以色列的上帝現今在地上作王掌權。

精選出版社
每週限時優惠

＊逢星期一推出，每款限量 20 本，先留言者

先得，星期五晚截止，讀者可於週末開始

前往基道書樓取書。

“People demand freedom of speech as a compensa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ought which they seldom use. ”  

-Søren Kierkegaard

“Reading furnishes the mind only with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t is thinking that makes what we read ours.”    

-John Locke

“Learning to think rigorously, so as to act 
rightly and to serve humanity better.”  

-Pope John Paul II 

基道 Special Offer

dialogos 06.indd   2 16/8/15   下午6:41



當信仰的本質出現劇變，宗教的未來該何去何從？本書以嶄新角度詮釋
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揭示世界各地的基督宗教與其他傳統中，教義及教
條如何退居一旁，以及來自基層、主張社會正義和內在體驗的新靈性運
動，又是如何破繭而出。然而，這些變化增長的強勁後勢，也激起原教
旨主義重新抬頭，加上快節奏的全球變化，基督宗教可怎樣回應？本書
所描繪出的宗教景觀，將激發我們用新的方式思考信仰。

在本書中，作者為華人教會界開啟更深邃細緻的視角，來看待宣講以及
宣講者的職分。作者提出「聖經講道學」，鼓勵宣講者緊扣聖經脈絡、

幽微世事及永恆盼望來建構講章，並提供預備講章的實際步驟。作者在
字裏行間梳理著「宣講」一事，使宣講者不得不再一次思想：宣講者必
須始於自我恰如其分的了解，進而成為上帝對時代發聲的器皿，成為會
眾向上帝發出呼求的引信。

基督教堪稱全球宗教，但過往較多側重於西歐和北美地區教會的發展。

本書嘗試在涵蓋整體基督教會歷史的同時，以專人專文的方式，兼顧論
述全球個別地區的基督教發展，並為拉丁美洲、非洲、印度、中國與鄰
邦等特設篇章，望能建構出全球基督教世界歷史視野。此書角度恢宏，

深入淺出，無論是作為基督教歷史的教科書，抑或自我研習的課程讀物
皆適宜，可說是開拓了基督教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門路。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神學界愈來愈留意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課題，而
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漸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為香
港的教會和神學界提供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企劃，思考政治神學和公共神
學的基礎、範疇、內容和踐行等。我們不再可能仍留在圖書館和辦公室
做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更要在夏慤道、彌敦道和軒尼詩道反思神學的
政治和公共意義。本書就是在這歷史背景和場景下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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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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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作者在本書中一方面探索人如何知覺、認識及經歷看不見的上帝，另一
方面亦嘗試釐清人對心理學與信仰的關係的種種誤解。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土地往往被看作是可供買賣的商品、無生命
的事物，可以任意取用或棄置。本書作者從土地的角度，重溯了從舊約
到新約的壯闊歷史發展，申明土地在聖經信仰當中所具備的歷史與羣體
面向。不論是面對普世人類與土地的疏離，或者是土地正義等社會經濟
議題，本書所展現的歷史縱深、神學反思的深度，以及連結聖經文本與
今日世界的嘗試，都是今日公共神學論述所不可或缺的資源。

1 3  S e p
信仰的未來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甦
考克斯（ Harvey Cox ）| 示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2

1 4  S e p
在暗角言說上主
龔立人 | 香港基督徒學會
 HK$80   Special Offer HK$60

1 5  S e p
盼望 ･ 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本書乃是認識莫特曼神學思想的重要作品。本書共分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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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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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不但是實踐神學的經典教科書，更是致力於牧養關顯、並盼望在教
會和社會中服事的踐行者的上佳入門讀本。本書第一部為基礎篇，探討
實踐神學的本質及進路。第二部為技巧篇，臚列做實踐神學的工具：牧
養循環──經驗學科、科際整合、神學反省、行動靈性，以及如何在當
代特別是後現代情境下從事宣教工作等等。本書穿插著日常生活的故事
和案例，讀者當更容易領略服事情境中的各種神學意涵。

本書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屬靈追求為研究主題，全書分四部分：第一
部分綜合概論中世紀西方拉丁教會有關屬靈追求的神學立場與實踐行動，

以作為歷史背景與社會思潮的參照。第二與第三部分則集中討論馬丁路
德和加爾文的人生經歷、神學見解和屬靈實踐。最後第四部分嘗試從前
兩部分的探討，綜合比較兩位改教家其屬靈追求觀念的異同，由此帶出
路德與加爾文的靈修觀對今日華人信徒的啟迪。

2 0  S e p
21 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 | 校園書房
 HK$137   Special Offer HK$115

2 1  S e p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陳天祥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2 2  S e p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巴拉德（ Paul Ballard ）、

普禮査特（ John Pritchard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0

2 3  S e p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
李麗娟 | 校園書房
 HK$144   Special Offer HK$119

基督論在整個基督教信仰陳述中，處於十分關鍵宛如中心點的位置。本
書作者在方法上融合系統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與詮釋學，由此探
研基督論的不同進路，當中又分別討論波拿文土拉（從上的）、馬丁路
德（從下的）與祁克果（兼具從上與從下的）等神學家所展現的生命神學
的論述，嘗試在諸多思潮的衝擊中，為眾人撥雲見日，拓寬讀者的神學 

視野。 

2 7  S e p
基督教世界史
赫斯定（ Adrian Hastings ）編 | 文藝
 HK$398   Special Offer HK$315

2 8  S e p
土地神學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
挑戰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校園書房
 HK$166   Special Offer HK$132

2 9  S e p
活出真道
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屬靈追求
吳國傑 | 浸信會神學院
 HK$80   Special Offer HK$64

3 0  S e p

地獄，永遠的刑罰？
破解地獄的迷思
蘇遠泰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不少現代人對地獄之說十分反感，因為凡不願意相信基督福音的人，最
終都會下地獄受永刑，那裏有不止息的火燒蟲咬，上帝活像嗜血的怪
物，為了滿足自己的公義而懲罰罪人，直到永永遠遠。本書所要探討的
課題，是「不義者」究竟要受到怎樣的刑罰，當中特別聚焦於地獄及其刑
罰是否長存這具爭議性的議題。本書嘗試探問：聖經所說的永刑，真的
是指刑期沒有盡頭麼？不然，那永刑又會是甚麼意思呢？ 

基督教文藝 | 05 ～ 09 Sep | 崇拜與信念再思

漢語聖經協會 | 12 ～ 16 Sep | 五經研究

聖經資源中心、中華福音神學院 | 19 ～ 23 Sep | 救恩與倫理

道風書社 | 03 ～ 07 Oct | 神學與政治脈絡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下）

華爾頓（John Walton）|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熟悉古代近東文化，他將運用比較研究，拓寬讀者對當代背景的認識。作

者見解獨到，常能啟發讀者思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下）

恩斯（Peter Enns）|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從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卷書的神學意義，從而說明出埃及

事件是上帝救恩的典範，是祂拯救普世的計劃中關鍵的一幕。

談論死亡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

喀達克（Fred Craddock）等 | HK$119
Special Offer HK$94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談論死亡，本書能幫助我們重新學習靠著死在十架上的那位來說話，以便找回自

己的聲音，並懂得如何面對臨終議題。

多元世界中的四種救贖觀

希克（John Hick）等 | HK$159
Special Offer HK$125

耶穌基督是惟一的救贖嗎？基督教以外的其

他宗教是否也傳遞救恩？本書乃是以多元宗

教為主題而進行的一場基督教內部對話的 
成果。

關顧受造世界
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貝瑞（R. J. Berry）編 | HK$130
Special Offer HK$102

大地受造界的生態危機也是教會自身的危

機？本書完整地呈現關乎生態環境之教義與

神學論述，召喚教會承擔起治理大地的責任。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利未記

甘恩（Roy Gane）| HK$120
Special Offer HK$95

上帝的律例乃對應以色列人真實的生活，並

且要塑造他們與上帝同在的生命，每一條律

例都是一個精選的故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民數記

甘恩（Roy Gane）| HK$96
Special Offer HK$76

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猶如夫妻，民數記

敍述兩者從西奈曠野至迦南東面邊界之旅

程，描畫兩者如何相處，其中有包容、掙扎、 
管教……

耶穌、人性與三一
淺談系統神學

坦納（Kathryn Tanner）| HK$105
Special Offer HK$82

本書以清澈有力的神學理念重述了基督教故

事的重要情節，並以優雅的語言寫出了既有

縝密邏輯又有靈性韻味的一套系統神學。

神學思想的經驗
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HK$145
Special Offer HK$112

在這本書中，莫爾特曼回到其生命的十字路

口，憶述他所經歷的各項事件怎樣塑造其神

學思想的發展，可視為神學入門者的參考 
經典。

存在．歷史．神聖
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

林子淳 | HK$80
Special Offer HK$62

從宏大的思想史脈絡，審視漢語神學這奇特

現象出現的原因，並由此呈現漢語神學的動

力、資源、困局與出路。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邢福增 | HK$95
Special Offer HK$74

隨著全能主義政治逐漸在中國實現，宗教界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本書主要探

討自一九五一年起於基督教領域內開始的「控

訴運動」。

光啓文化、上智 | 26 ～ 30 Sep | 深度靈修

沙漠教父靈修陪伴的智慧 

谷倫神父（Anselm Grün）| HK$60
Special Offer HK$50

本書從沙漠教父的經驗和教導出發，探討隱

修教父實踐靈修陪伴的觀點、使命及引領求

助者的方法，同時結合現代心理學，為現代

的靈修輔導注入新活水。

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

林瑪竇（Matthew Linn）等 | HK$110
Special Offer HK$88

本書以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人格發展

理論為架構，指引我們如何運用正向的愛的

力量，療癒負面的記憶與創傷，心靈因而得

以成長。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提供的生活指南（上）與上主相遇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分享的生活指南（下）在主內生活

馬丁（James Matrin S.J.）| 一套兩本HK$200
Special Offer HK$164

這是一套讓人發現如何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自己、找到上主、找到與人的連結

的書，融合了作者的神學灼見與坦率的明智，由三任耶穌會省會長聯合推薦。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下）

布洛克（Daniel Block）|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申命記具有非凡的神學價值，是祭司教導的材料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物，

是先知發言的依據，是敬虔君王治國的藍本，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楷。

話語服侍
崇拜中的宣講

奎美蓮（Melinda Quivik）| HK$88
Special Offer HK$69

當上帝的話語在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中被宣

講出來，建基於這話語並由它塑造的禮儀經

驗，就有能力回應每個年代的人的需要。 

透過信心的眼睛看音樂

白斯特（Harold Best）|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2

本書將音樂實踐聯繫於更廣闊的創造神學與

創意及創作力，對福音派和基要派一向對音

樂的誤解作出了細膩而一針見血的批判。 

信仰有心
基督徒人生的再發現

伯格（Marcus Borg）| HK$135
Special Offer HK$108

身處變幻和滿有衝突的年代，基督徒如何活

得更火熱？本書作者結合了學術、經驗和回

憶的方式，讓讀者進深認識基督教與信仰 
生活。

約伯記釋讀
當好人遇上壞事

庫希納（Harold Kushner）| HK$108
Special Offer HK$85

本書作者睿智地概覽聖經鑑別研究對約伯記

的剖析，同時富有感情地連繫到個人對苦難

的體會和倫理思考，藉此引領我們辨明苦難

問題。

夏達華研道中心 | 29 Aug ～ 02 Sep | 猶太亮光

我們的希伯來傳統
基督教神學尋根與更新

韋爾森（Marvin Wilson）| HK$200
Special Offer HK$158

本書使我們更深地掌握基督教神學的希伯來

根源，並論證了我們應該藉著重拾希伯來傳

統，來更新基督教信仰。

祂名為一
從古代希伯來文的角度看上帝的名字

班傑夫（Jeff Benner）| HK$70
Special Offer HK$56

希伯來聖經是由一羣古代希伯來人所寫的，

當我們以他們的詞彙和語言去理解上帝各個

名字時，上帝的本質和性情就會以嶄新的角

度呈現出來。

加拉太書導讀
猶太背景新蹊徑

蘭克特（D. Thomas Lancaster）| HK$125
Special Offer HK$99

本講道集為我們打開一扇門，通往保羅的世

界，提供歷史裏的猶太背景，這是解釋這封

書信不可或缺的。本書亦對一些因循的舊解

釋提出疑問，並呈獻一些新的洞見。

耶穌的福音
尋索耶穌信息的核心

特爾頓（Joshua Tilton）| HK$75
Special Offer HK$59

在古代世界，「福音」這個詞的意思是宣告有

人已經作王。耶穌的福音也是個皇室諭示，

宣告以色列的上帝現今在地上作王掌權。

精選出版社
每週限時優惠

＊逢星期一推出，每款限量 20 本，先留言者

先得，星期五晚截止，讀者可於週末開始

前往基道書樓取書。

“People demand freedom of speech as a compensa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ought which they seldom use. ”  

-Søren Kierkegaard

“Reading furnishes the mind only with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t is thinking that makes what we read ours.”    

-John Locke

“Learning to think rigorously, so as to act 
rightly and to serve humanity better.”  

-Pope John Paul II 

基道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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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仰的本質出現劇變，宗教的未來該何去何從？本書以嶄新角度詮釋
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揭示世界各地的基督宗教與其他傳統中，教義及教
條如何退居一旁，以及來自基層、主張社會正義和內在體驗的新靈性運
動，又是如何破繭而出。然而，這些變化增長的強勁後勢，也激起原教
旨主義重新抬頭，加上快節奏的全球變化，基督宗教可怎樣回應？本書
所描繪出的宗教景觀，將激發我們用新的方式思考信仰。

在本書中，作者為華人教會界開啟更深邃細緻的視角，來看待宣講以及
宣講者的職分。作者提出「聖經講道學」，鼓勵宣講者緊扣聖經脈絡、

幽微世事及永恆盼望來建構講章，並提供預備講章的實際步驟。作者在
字裏行間梳理著「宣講」一事，使宣講者不得不再一次思想：宣講者必
須始於自我恰如其分的了解，進而成為上帝對時代發聲的器皿，成為會
眾向上帝發出呼求的引信。

基督教堪稱全球宗教，但過往較多側重於西歐和北美地區教會的發展。

本書嘗試在涵蓋整體基督教會歷史的同時，以專人專文的方式，兼顧論
述全球個別地區的基督教發展，並為拉丁美洲、非洲、印度、中國與鄰
邦等特設篇章，望能建構出全球基督教世界歷史視野。此書角度恢宏，

深入淺出，無論是作為基督教歷史的教科書，抑或自我研習的課程讀物
皆適宜，可說是開拓了基督教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門路。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神學界愈來愈留意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課題，而
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漸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為香
港的教會和神學界提供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企劃，思考政治神學和公共神
學的基礎、範疇、內容和踐行等。我們不再可能仍留在圖書館和辦公室
做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更要在夏慤道、彌敦道和軒尼詩道反思神學的
政治和公共意義。本書就是在這歷史背景和場景下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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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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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作者在本書中一方面探索人如何知覺、認識及經歷看不見的上帝，另一
方面亦嘗試釐清人對心理學與信仰的關係的種種誤解。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土地往往被看作是可供買賣的商品、無生命
的事物，可以任意取用或棄置。本書作者從土地的角度，重溯了從舊約
到新約的壯闊歷史發展，申明土地在聖經信仰當中所具備的歷史與羣體
面向。不論是面對普世人類與土地的疏離，或者是土地正義等社會經濟
議題，本書所展現的歷史縱深、神學反思的深度，以及連結聖經文本與
今日世界的嘗試，都是今日公共神學論述所不可或缺的資源。

1 3  S e p
信仰的未來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甦
考克斯（ Harvey Cox ）| 示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2

1 4  S e p
在暗角言說上主
龔立人 | 香港基督徒學會
 HK$80   Special Offer HK$60

1 5  S e p
盼望 ･ 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本書乃是認識莫特曼神學思想的重要作品。本書共分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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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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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不但是實踐神學的經典教科書，更是致力於牧養關顯、並盼望在教
會和社會中服事的踐行者的上佳入門讀本。本書第一部為基礎篇，探討
實踐神學的本質及進路。第二部為技巧篇，臚列做實踐神學的工具：牧
養循環──經驗學科、科際整合、神學反省、行動靈性，以及如何在當
代特別是後現代情境下從事宣教工作等等。本書穿插著日常生活的故事
和案例，讀者當更容易領略服事情境中的各種神學意涵。

本書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屬靈追求為研究主題，全書分四部分：第一
部分綜合概論中世紀西方拉丁教會有關屬靈追求的神學立場與實踐行動，

以作為歷史背景與社會思潮的參照。第二與第三部分則集中討論馬丁路
德和加爾文的人生經歷、神學見解和屬靈實踐。最後第四部分嘗試從前
兩部分的探討，綜合比較兩位改教家其屬靈追求觀念的異同，由此帶出
路德與加爾文的靈修觀對今日華人信徒的啟迪。

2 0  S e p
21 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 | 校園書房
 HK$137   Special Offer HK$115

2 1  S e p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陳天祥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2 2  S e p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巴拉德（ Paul Ballard ）、

普禮査特（ John Pritchard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0

2 3  S e p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
李麗娟 | 校園書房
 HK$144   Special Offer HK$119

基督論在整個基督教信仰陳述中，處於十分關鍵宛如中心點的位置。本
書作者在方法上融合系統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與詮釋學，由此探
研基督論的不同進路，當中又分別討論波拿文土拉（從上的）、馬丁路
德（從下的）與祁克果（兼具從上與從下的）等神學家所展現的生命神學
的論述，嘗試在諸多思潮的衝擊中，為眾人撥雲見日，拓寬讀者的神學 

視野。 

2 7  S e p
基督教世界史
赫斯定（ Adrian Hastings ）編 | 文藝
 HK$398   Special Offer HK$315

2 8  S e p
土地神學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
挑戰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校園書房
 HK$166   Special Offer HK$132

2 9  S e p
活出真道
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屬靈追求
吳國傑 | 浸信會神學院
 HK$80   Special Offer HK$64

3 0  S e p

地獄，永遠的刑罰？
破解地獄的迷思
蘇遠泰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不少現代人對地獄之說十分反感，因為凡不願意相信基督福音的人，最
終都會下地獄受永刑，那裏有不止息的火燒蟲咬，上帝活像嗜血的怪
物，為了滿足自己的公義而懲罰罪人，直到永永遠遠。本書所要探討的
課題，是「不義者」究竟要受到怎樣的刑罰，當中特別聚焦於地獄及其刑
罰是否長存這具爭議性的議題。本書嘗試探問：聖經所說的永刑，真的
是指刑期沒有盡頭麼？不然，那永刑又會是甚麼意思呢？ 

基督教文藝 | 05 ～ 09 Sep | 崇拜與信念再思

漢語聖經協會 | 12 ～ 16 Sep | 五經研究

聖經資源中心、中華福音神學院 | 19 ～ 23 Sep | 救恩與倫理

道風書社 | 03 ～ 07 Oct | 神學與政治脈絡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下）

華爾頓（John Walton）|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熟悉古代近東文化，他將運用比較研究，拓寬讀者對當代背景的認識。作

者見解獨到，常能啟發讀者思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下）

恩斯（Peter Enns）|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從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卷書的神學意義，從而說明出埃及

事件是上帝救恩的典範，是祂拯救普世的計劃中關鍵的一幕。

談論死亡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

喀達克（Fred Craddock）等 | HK$119
Special Offer HK$94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談論死亡，本書能幫助我們重新學習靠著死在十架上的那位來說話，以便找回自

己的聲音，並懂得如何面對臨終議題。

多元世界中的四種救贖觀

希克（John Hick）等 | HK$159
Special Offer HK$125

耶穌基督是惟一的救贖嗎？基督教以外的其

他宗教是否也傳遞救恩？本書乃是以多元宗

教為主題而進行的一場基督教內部對話的 
成果。

關顧受造世界
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貝瑞（R. J. Berry）編 | HK$130
Special Offer HK$102

大地受造界的生態危機也是教會自身的危

機？本書完整地呈現關乎生態環境之教義與

神學論述，召喚教會承擔起治理大地的責任。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利未記

甘恩（Roy Gane）| HK$120
Special Offer HK$95

上帝的律例乃對應以色列人真實的生活，並

且要塑造他們與上帝同在的生命，每一條律

例都是一個精選的故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民數記

甘恩（Roy Gane）| HK$96
Special Offer HK$76

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猶如夫妻，民數記

敍述兩者從西奈曠野至迦南東面邊界之旅

程，描畫兩者如何相處，其中有包容、掙扎、 
管教……

耶穌、人性與三一
淺談系統神學

坦納（Kathryn Tanner）| HK$105
Special Offer HK$82

本書以清澈有力的神學理念重述了基督教故

事的重要情節，並以優雅的語言寫出了既有

縝密邏輯又有靈性韻味的一套系統神學。

神學思想的經驗
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HK$145
Special Offer HK$112

在這本書中，莫爾特曼回到其生命的十字路

口，憶述他所經歷的各項事件怎樣塑造其神

學思想的發展，可視為神學入門者的參考 
經典。

存在．歷史．神聖
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

林子淳 | HK$80
Special Offer HK$62

從宏大的思想史脈絡，審視漢語神學這奇特

現象出現的原因，並由此呈現漢語神學的動

力、資源、困局與出路。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邢福增 | HK$95
Special Offer HK$74

隨著全能主義政治逐漸在中國實現，宗教界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本書主要探

討自一九五一年起於基督教領域內開始的「控

訴運動」。

光啓文化、上智 | 26 ～ 30 Sep | 深度靈修

沙漠教父靈修陪伴的智慧 

谷倫神父（Anselm Grün）| HK$60
Special Offer HK$50

本書從沙漠教父的經驗和教導出發，探討隱

修教父實踐靈修陪伴的觀點、使命及引領求

助者的方法，同時結合現代心理學，為現代

的靈修輔導注入新活水。

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

林瑪竇（Matthew Linn）等 | HK$110
Special Offer HK$88

本書以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人格發展

理論為架構，指引我們如何運用正向的愛的

力量，療癒負面的記憶與創傷，心靈因而得

以成長。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提供的生活指南（上）與上主相遇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分享的生活指南（下）在主內生活

馬丁（James Matrin S.J.）| 一套兩本HK$200
Special Offer HK$164

這是一套讓人發現如何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自己、找到上主、找到與人的連結

的書，融合了作者的神學灼見與坦率的明智，由三任耶穌會省會長聯合推薦。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下）

布洛克（Daniel Block）|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申命記具有非凡的神學價值，是祭司教導的材料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物，

是先知發言的依據，是敬虔君王治國的藍本，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楷。

話語服侍
崇拜中的宣講

奎美蓮（Melinda Quivik）| HK$88
Special Offer HK$69

當上帝的話語在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中被宣

講出來，建基於這話語並由它塑造的禮儀經

驗，就有能力回應每個年代的人的需要。 

透過信心的眼睛看音樂

白斯特（Harold Best）|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2

本書將音樂實踐聯繫於更廣闊的創造神學與

創意及創作力，對福音派和基要派一向對音

樂的誤解作出了細膩而一針見血的批判。 

信仰有心
基督徒人生的再發現

伯格（Marcus Borg）| HK$135
Special Offer HK$108

身處變幻和滿有衝突的年代，基督徒如何活

得更火熱？本書作者結合了學術、經驗和回

憶的方式，讓讀者進深認識基督教與信仰 
生活。

約伯記釋讀
當好人遇上壞事

庫希納（Harold Kushner）| HK$108
Special Offer HK$85

本書作者睿智地概覽聖經鑑別研究對約伯記

的剖析，同時富有感情地連繫到個人對苦難

的體會和倫理思考，藉此引領我們辨明苦難

問題。

夏達華研道中心 | 29 Aug ～ 02 Sep | 猶太亮光

我們的希伯來傳統
基督教神學尋根與更新

韋爾森（Marvin Wilson）| HK$200
Special Offer HK$158

本書使我們更深地掌握基督教神學的希伯來

根源，並論證了我們應該藉著重拾希伯來傳

統，來更新基督教信仰。

祂名為一
從古代希伯來文的角度看上帝的名字

班傑夫（Jeff Benner）| HK$70
Special Offer HK$56

希伯來聖經是由一羣古代希伯來人所寫的，

當我們以他們的詞彙和語言去理解上帝各個

名字時，上帝的本質和性情就會以嶄新的角

度呈現出來。

加拉太書導讀
猶太背景新蹊徑

蘭克特（D. Thomas Lancaster）| HK$125
Special Offer HK$99

本講道集為我們打開一扇門，通往保羅的世

界，提供歷史裏的猶太背景，這是解釋這封

書信不可或缺的。本書亦對一些因循的舊解

釋提出疑問，並呈獻一些新的洞見。

耶穌的福音
尋索耶穌信息的核心

特爾頓（Joshua Tilton）| HK$75
Special Offer HK$59

在古代世界，「福音」這個詞的意思是宣告有

人已經作王。耶穌的福音也是個皇室諭示，

宣告以色列的上帝現今在地上作王掌權。

精選出版社
每週限時優惠

＊逢星期一推出，每款限量 20 本，先留言者

先得，星期五晚截止，讀者可於週末開始

前往基道書樓取書。

“People demand freedom of speech as a compensa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ought which they seldom use. ”  

-Søren Kierkegaard

“Reading furnishes the mind only with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t is thinking that makes what we read ours.”    

-John Locke

“Learning to think rigorously, so as to act 
rightly and to serve humanity better.”  

-Pope John Paul II 

基道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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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仰的本質出現劇變，宗教的未來該何去何從？本書以嶄新角度詮釋
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揭示世界各地的基督宗教與其他傳統中，教義及教
條如何退居一旁，以及來自基層、主張社會正義和內在體驗的新靈性運
動，又是如何破繭而出。然而，這些變化增長的強勁後勢，也激起原教
旨主義重新抬頭，加上快節奏的全球變化，基督宗教可怎樣回應？本書
所描繪出的宗教景觀，將激發我們用新的方式思考信仰。

在本書中，作者為華人教會界開啟更深邃細緻的視角，來看待宣講以及
宣講者的職分。作者提出「聖經講道學」，鼓勵宣講者緊扣聖經脈絡、

幽微世事及永恆盼望來建構講章，並提供預備講章的實際步驟。作者在
字裏行間梳理著「宣講」一事，使宣講者不得不再一次思想：宣講者必
須始於自我恰如其分的了解，進而成為上帝對時代發聲的器皿，成為會
眾向上帝發出呼求的引信。

基督教堪稱全球宗教，但過往較多側重於西歐和北美地區教會的發展。

本書嘗試在涵蓋整體基督教會歷史的同時，以專人專文的方式，兼顧論
述全球個別地區的基督教發展，並為拉丁美洲、非洲、印度、中國與鄰
邦等特設篇章，望能建構出全球基督教世界歷史視野。此書角度恢宏，

深入淺出，無論是作為基督教歷史的教科書，抑或自我研習的課程讀物
皆適宜，可說是開拓了基督教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門路。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神學界愈來愈留意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課題，而
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漸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為香
港的教會和神學界提供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企劃，思考政治神學和公共神
學的基礎、範疇、內容和踐行等。我們不再可能仍留在圖書館和辦公室
做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更要在夏慤道、彌敦道和軒尼詩道反思神學的
政治和公共意義。本書就是在這歷史背景和場景下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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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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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作者在本書中一方面探索人如何知覺、認識及經歷看不見的上帝，另一
方面亦嘗試釐清人對心理學與信仰的關係的種種誤解。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土地往往被看作是可供買賣的商品、無生命
的事物，可以任意取用或棄置。本書作者從土地的角度，重溯了從舊約
到新約的壯闊歷史發展，申明土地在聖經信仰當中所具備的歷史與羣體
面向。不論是面對普世人類與土地的疏離，或者是土地正義等社會經濟
議題，本書所展現的歷史縱深、神學反思的深度，以及連結聖經文本與
今日世界的嘗試，都是今日公共神學論述所不可或缺的資源。

1 3  S e p
信仰的未來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甦
考克斯（ Harvey Cox ）| 示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2

1 4  S e p
在暗角言說上主
龔立人 | 香港基督徒學會
 HK$80   Special Offer HK$60

1 5  S e p
盼望 ･ 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本書乃是認識莫特曼神學思想的重要作品。本書共分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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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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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不但是實踐神學的經典教科書，更是致力於牧養關顯、並盼望在教
會和社會中服事的踐行者的上佳入門讀本。本書第一部為基礎篇，探討
實踐神學的本質及進路。第二部為技巧篇，臚列做實踐神學的工具：牧
養循環──經驗學科、科際整合、神學反省、行動靈性，以及如何在當
代特別是後現代情境下從事宣教工作等等。本書穿插著日常生活的故事
和案例，讀者當更容易領略服事情境中的各種神學意涵。

本書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屬靈追求為研究主題，全書分四部分：第一
部分綜合概論中世紀西方拉丁教會有關屬靈追求的神學立場與實踐行動，

以作為歷史背景與社會思潮的參照。第二與第三部分則集中討論馬丁路
德和加爾文的人生經歷、神學見解和屬靈實踐。最後第四部分嘗試從前
兩部分的探討，綜合比較兩位改教家其屬靈追求觀念的異同，由此帶出
路德與加爾文的靈修觀對今日華人信徒的啟迪。

2 0  S e p
21 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 | 校園書房
 HK$137   Special Offer HK$115

2 1  S e p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陳天祥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2 2  S e p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巴拉德（ Paul Ballard ）、

普禮査特（ John Pritchard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0

2 3  S e p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
李麗娟 | 校園書房
 HK$144   Special Offer HK$119

基督論在整個基督教信仰陳述中，處於十分關鍵宛如中心點的位置。本
書作者在方法上融合系統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與詮釋學，由此探
研基督論的不同進路，當中又分別討論波拿文土拉（從上的）、馬丁路
德（從下的）與祁克果（兼具從上與從下的）等神學家所展現的生命神學
的論述，嘗試在諸多思潮的衝擊中，為眾人撥雲見日，拓寬讀者的神學 

視野。 

2 7  S e p
基督教世界史
赫斯定（ Adrian Hastings ）編 | 文藝
 HK$398   Special Offer HK$315

2 8  S e p
土地神學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
挑戰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校園書房
 HK$166   Special Offer HK$132

2 9  S e p
活出真道
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屬靈追求
吳國傑 | 浸信會神學院
 HK$80   Special Offer HK$64

3 0  S e p

地獄，永遠的刑罰？
破解地獄的迷思
蘇遠泰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不少現代人對地獄之說十分反感，因為凡不願意相信基督福音的人，最
終都會下地獄受永刑，那裏有不止息的火燒蟲咬，上帝活像嗜血的怪
物，為了滿足自己的公義而懲罰罪人，直到永永遠遠。本書所要探討的
課題，是「不義者」究竟要受到怎樣的刑罰，當中特別聚焦於地獄及其刑
罰是否長存這具爭議性的議題。本書嘗試探問：聖經所說的永刑，真的
是指刑期沒有盡頭麼？不然，那永刑又會是甚麼意思呢？ 

基督教文藝 | 05 ～ 09 Sep | 崇拜與信念再思

漢語聖經協會 | 12 ～ 16 Sep | 五經研究

聖經資源中心、中華福音神學院 | 19 ～ 23 Sep | 救恩與倫理

道風書社 | 03 ～ 07 Oct | 神學與政治脈絡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下）

華爾頓（John Walton）|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熟悉古代近東文化，他將運用比較研究，拓寬讀者對當代背景的認識。作

者見解獨到，常能啟發讀者思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下）

恩斯（Peter Enns）|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從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卷書的神學意義，從而說明出埃及

事件是上帝救恩的典範，是祂拯救普世的計劃中關鍵的一幕。

談論死亡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

喀達克（Fred Craddock）等 | HK$119
Special Offer HK$94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談論死亡，本書能幫助我們重新學習靠著死在十架上的那位來說話，以便找回自

己的聲音，並懂得如何面對臨終議題。

多元世界中的四種救贖觀

希克（John Hick）等 | HK$159
Special Offer HK$125

耶穌基督是惟一的救贖嗎？基督教以外的其

他宗教是否也傳遞救恩？本書乃是以多元宗

教為主題而進行的一場基督教內部對話的 
成果。

關顧受造世界
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貝瑞（R. J. Berry）編 | HK$130
Special Offer HK$102

大地受造界的生態危機也是教會自身的危

機？本書完整地呈現關乎生態環境之教義與

神學論述，召喚教會承擔起治理大地的責任。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利未記

甘恩（Roy Gane）| HK$120
Special Offer HK$95

上帝的律例乃對應以色列人真實的生活，並

且要塑造他們與上帝同在的生命，每一條律

例都是一個精選的故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民數記

甘恩（Roy Gane）| HK$96
Special Offer HK$76

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猶如夫妻，民數記

敍述兩者從西奈曠野至迦南東面邊界之旅

程，描畫兩者如何相處，其中有包容、掙扎、 
管教……

耶穌、人性與三一
淺談系統神學

坦納（Kathryn Tanner）| HK$105
Special Offer HK$82

本書以清澈有力的神學理念重述了基督教故

事的重要情節，並以優雅的語言寫出了既有

縝密邏輯又有靈性韻味的一套系統神學。

神學思想的經驗
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HK$145
Special Offer HK$112

在這本書中，莫爾特曼回到其生命的十字路

口，憶述他所經歷的各項事件怎樣塑造其神

學思想的發展，可視為神學入門者的參考 
經典。

存在．歷史．神聖
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

林子淳 | HK$80
Special Offer HK$62

從宏大的思想史脈絡，審視漢語神學這奇特

現象出現的原因，並由此呈現漢語神學的動

力、資源、困局與出路。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邢福增 | HK$95
Special Offer HK$74

隨著全能主義政治逐漸在中國實現，宗教界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本書主要探

討自一九五一年起於基督教領域內開始的「控

訴運動」。

光啓文化、上智 | 26 ～ 30 Sep | 深度靈修

沙漠教父靈修陪伴的智慧 

谷倫神父（Anselm Grün）| HK$60
Special Offer HK$50

本書從沙漠教父的經驗和教導出發，探討隱

修教父實踐靈修陪伴的觀點、使命及引領求

助者的方法，同時結合現代心理學，為現代

的靈修輔導注入新活水。

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

林瑪竇（Matthew Linn）等 | HK$110
Special Offer HK$88

本書以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人格發展

理論為架構，指引我們如何運用正向的愛的

力量，療癒負面的記憶與創傷，心靈因而得

以成長。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提供的生活指南（上）與上主相遇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分享的生活指南（下）在主內生活

馬丁（James Matrin S.J.）| 一套兩本HK$200
Special Offer HK$164

這是一套讓人發現如何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自己、找到上主、找到與人的連結

的書，融合了作者的神學灼見與坦率的明智，由三任耶穌會省會長聯合推薦。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下）

布洛克（Daniel Block）|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申命記具有非凡的神學價值，是祭司教導的材料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物，

是先知發言的依據，是敬虔君王治國的藍本，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楷。

話語服侍
崇拜中的宣講

奎美蓮（Melinda Quivik）| HK$88
Special Offer HK$69

當上帝的話語在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中被宣

講出來，建基於這話語並由它塑造的禮儀經

驗，就有能力回應每個年代的人的需要。 

透過信心的眼睛看音樂

白斯特（Harold Best）|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2

本書將音樂實踐聯繫於更廣闊的創造神學與

創意及創作力，對福音派和基要派一向對音

樂的誤解作出了細膩而一針見血的批判。 

信仰有心
基督徒人生的再發現

伯格（Marcus Borg）| HK$135
Special Offer HK$108

身處變幻和滿有衝突的年代，基督徒如何活

得更火熱？本書作者結合了學術、經驗和回

憶的方式，讓讀者進深認識基督教與信仰 
生活。

約伯記釋讀
當好人遇上壞事

庫希納（Harold Kushner）| HK$108
Special Offer HK$85

本書作者睿智地概覽聖經鑑別研究對約伯記

的剖析，同時富有感情地連繫到個人對苦難

的體會和倫理思考，藉此引領我們辨明苦難

問題。

夏達華研道中心 | 29 Aug ～ 02 Sep | 猶太亮光

我們的希伯來傳統
基督教神學尋根與更新

韋爾森（Marvin Wilson）| HK$200
Special Offer HK$158

本書使我們更深地掌握基督教神學的希伯來

根源，並論證了我們應該藉著重拾希伯來傳

統，來更新基督教信仰。

祂名為一
從古代希伯來文的角度看上帝的名字

班傑夫（Jeff Benner）| HK$70
Special Offer HK$56

希伯來聖經是由一羣古代希伯來人所寫的，

當我們以他們的詞彙和語言去理解上帝各個

名字時，上帝的本質和性情就會以嶄新的角

度呈現出來。

加拉太書導讀
猶太背景新蹊徑

蘭克特（D. Thomas Lancaster）| HK$125
Special Offer HK$99

本講道集為我們打開一扇門，通往保羅的世

界，提供歷史裏的猶太背景，這是解釋這封

書信不可或缺的。本書亦對一些因循的舊解

釋提出疑問，並呈獻一些新的洞見。

耶穌的福音
尋索耶穌信息的核心

特爾頓（Joshua Tilton）| HK$75
Special Offer HK$59

在古代世界，「福音」這個詞的意思是宣告有

人已經作王。耶穌的福音也是個皇室諭示，

宣告以色列的上帝現今在地上作王掌權。

精選出版社
每週限時優惠

＊逢星期一推出，每款限量 20 本，先留言者

先得，星期五晚截止，讀者可於週末開始

前往基道書樓取書。

“People demand freedom of speech as a compensa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ought which they seldom use. ”  

-Søren Kierkegaard

“Reading furnishes the mind only with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t is thinking that makes what we read ours.”    

-John Locke

“Learning to think rigorously, so as to act 
rightly and to serve humanity better.”  

-Pope John Paul II 

基道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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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仰的本質出現劇變，宗教的未來該何去何從？本書以嶄新角度詮釋
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揭示世界各地的基督宗教與其他傳統中，教義及教
條如何退居一旁，以及來自基層、主張社會正義和內在體驗的新靈性運
動，又是如何破繭而出。然而，這些變化增長的強勁後勢，也激起原教
旨主義重新抬頭，加上快節奏的全球變化，基督宗教可怎樣回應？本書
所描繪出的宗教景觀，將激發我們用新的方式思考信仰。

在本書中，作者為華人教會界開啟更深邃細緻的視角，來看待宣講以及
宣講者的職分。作者提出「聖經講道學」，鼓勵宣講者緊扣聖經脈絡、

幽微世事及永恆盼望來建構講章，並提供預備講章的實際步驟。作者在
字裏行間梳理著「宣講」一事，使宣講者不得不再一次思想：宣講者必
須始於自我恰如其分的了解，進而成為上帝對時代發聲的器皿，成為會
眾向上帝發出呼求的引信。

基督教堪稱全球宗教，但過往較多側重於西歐和北美地區教會的發展。

本書嘗試在涵蓋整體基督教會歷史的同時，以專人專文的方式，兼顧論
述全球個別地區的基督教發展，並為拉丁美洲、非洲、印度、中國與鄰
邦等特設篇章，望能建構出全球基督教世界歷史視野。此書角度恢宏，

深入淺出，無論是作為基督教歷史的教科書，抑或自我研習的課程讀物
皆適宜，可說是開拓了基督教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門路。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神學界愈來愈留意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課題，而
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漸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為香
港的教會和神學界提供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企劃，思考政治神學和公共神
學的基礎、範疇、內容和踐行等。我們不再可能仍留在圖書館和辦公室
做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更要在夏慤道、彌敦道和軒尼詩道反思神學的
政治和公共意義。本書就是在這歷史背景和場景下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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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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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作者在本書中一方面探索人如何知覺、認識及經歷看不見的上帝，另一
方面亦嘗試釐清人對心理學與信仰的關係的種種誤解。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土地往往被看作是可供買賣的商品、無生命
的事物，可以任意取用或棄置。本書作者從土地的角度，重溯了從舊約
到新約的壯闊歷史發展，申明土地在聖經信仰當中所具備的歷史與羣體
面向。不論是面對普世人類與土地的疏離，或者是土地正義等社會經濟
議題，本書所展現的歷史縱深、神學反思的深度，以及連結聖經文本與
今日世界的嘗試，都是今日公共神學論述所不可或缺的資源。

1 3  S e p
信仰的未來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甦
考克斯（ Harvey Cox ）| 示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2

1 4  S e p
在暗角言說上主
龔立人 | 香港基督徒學會
 HK$80   Special Offer HK$60

1 5  S e p
盼望 ･ 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本書乃是認識莫特曼神學思想的重要作品。本書共分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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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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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不但是實踐神學的經典教科書，更是致力於牧養關顯、並盼望在教
會和社會中服事的踐行者的上佳入門讀本。本書第一部為基礎篇，探討
實踐神學的本質及進路。第二部為技巧篇，臚列做實踐神學的工具：牧
養循環──經驗學科、科際整合、神學反省、行動靈性，以及如何在當
代特別是後現代情境下從事宣教工作等等。本書穿插著日常生活的故事
和案例，讀者當更容易領略服事情境中的各種神學意涵。

本書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屬靈追求為研究主題，全書分四部分：第一
部分綜合概論中世紀西方拉丁教會有關屬靈追求的神學立場與實踐行動，

以作為歷史背景與社會思潮的參照。第二與第三部分則集中討論馬丁路
德和加爾文的人生經歷、神學見解和屬靈實踐。最後第四部分嘗試從前
兩部分的探討，綜合比較兩位改教家其屬靈追求觀念的異同，由此帶出
路德與加爾文的靈修觀對今日華人信徒的啟迪。

2 0  S e p
21 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 | 校園書房
 HK$137   Special Offer HK$115

2 1  S e p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陳天祥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2 2  S e p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巴拉德（ Paul Ballard ）、

普禮査特（ John Pritchard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0

2 3  S e p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
李麗娟 | 校園書房
 HK$144   Special Offer HK$119

基督論在整個基督教信仰陳述中，處於十分關鍵宛如中心點的位置。本
書作者在方法上融合系統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與詮釋學，由此探
研基督論的不同進路，當中又分別討論波拿文土拉（從上的）、馬丁路
德（從下的）與祁克果（兼具從上與從下的）等神學家所展現的生命神學
的論述，嘗試在諸多思潮的衝擊中，為眾人撥雲見日，拓寬讀者的神學 

視野。 

2 7  S e p
基督教世界史
赫斯定（ Adrian Hastings ）編 | 文藝
 HK$398   Special Offer HK$315

2 8  S e p
土地神學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
挑戰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校園書房
 HK$166   Special Offer HK$132

2 9  S e p
活出真道
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屬靈追求
吳國傑 | 浸信會神學院
 HK$80   Special Offer HK$64

3 0  S e p

地獄，永遠的刑罰？
破解地獄的迷思
蘇遠泰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不少現代人對地獄之說十分反感，因為凡不願意相信基督福音的人，最
終都會下地獄受永刑，那裏有不止息的火燒蟲咬，上帝活像嗜血的怪
物，為了滿足自己的公義而懲罰罪人，直到永永遠遠。本書所要探討的
課題，是「不義者」究竟要受到怎樣的刑罰，當中特別聚焦於地獄及其刑
罰是否長存這具爭議性的議題。本書嘗試探問：聖經所說的永刑，真的
是指刑期沒有盡頭麼？不然，那永刑又會是甚麼意思呢？ 

基督教文藝 | 05 ～ 09 Sep | 崇拜與信念再思

漢語聖經協會 | 12 ～ 16 Sep | 五經研究

聖經資源中心、中華福音神學院 | 19 ～ 23 Sep | 救恩與倫理

道風書社 | 03 ～ 07 Oct | 神學與政治脈絡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下）

華爾頓（John Walton）|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熟悉古代近東文化，他將運用比較研究，拓寬讀者對當代背景的認識。作

者見解獨到，常能啟發讀者思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下）

恩斯（Peter Enns）|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從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卷書的神學意義，從而說明出埃及

事件是上帝救恩的典範，是祂拯救普世的計劃中關鍵的一幕。

談論死亡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

喀達克（Fred Craddock）等 | HK$119
Special Offer HK$94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談論死亡，本書能幫助我們重新學習靠著死在十架上的那位來說話，以便找回自

己的聲音，並懂得如何面對臨終議題。

多元世界中的四種救贖觀

希克（John Hick）等 | HK$159
Special Offer HK$125

耶穌基督是惟一的救贖嗎？基督教以外的其

他宗教是否也傳遞救恩？本書乃是以多元宗

教為主題而進行的一場基督教內部對話的 
成果。

關顧受造世界
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貝瑞（R. J. Berry）編 | HK$130
Special Offer HK$102

大地受造界的生態危機也是教會自身的危

機？本書完整地呈現關乎生態環境之教義與

神學論述，召喚教會承擔起治理大地的責任。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利未記

甘恩（Roy Gane）| HK$120
Special Offer HK$95

上帝的律例乃對應以色列人真實的生活，並

且要塑造他們與上帝同在的生命，每一條律

例都是一個精選的故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民數記

甘恩（Roy Gane）| HK$96
Special Offer HK$76

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猶如夫妻，民數記

敍述兩者從西奈曠野至迦南東面邊界之旅

程，描畫兩者如何相處，其中有包容、掙扎、 
管教……

耶穌、人性與三一
淺談系統神學

坦納（Kathryn Tanner）| HK$105
Special Offer HK$82

本書以清澈有力的神學理念重述了基督教故

事的重要情節，並以優雅的語言寫出了既有

縝密邏輯又有靈性韻味的一套系統神學。

神學思想的經驗
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HK$145
Special Offer HK$112

在這本書中，莫爾特曼回到其生命的十字路

口，憶述他所經歷的各項事件怎樣塑造其神

學思想的發展，可視為神學入門者的參考 
經典。

存在．歷史．神聖
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

林子淳 | HK$80
Special Offer HK$62

從宏大的思想史脈絡，審視漢語神學這奇特

現象出現的原因，並由此呈現漢語神學的動

力、資源、困局與出路。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邢福增 | HK$95
Special Offer HK$74

隨著全能主義政治逐漸在中國實現，宗教界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本書主要探

討自一九五一年起於基督教領域內開始的「控

訴運動」。

光啓文化、上智 | 26 ～ 30 Sep | 深度靈修

沙漠教父靈修陪伴的智慧 

谷倫神父（Anselm Grün）| HK$60
Special Offer HK$50

本書從沙漠教父的經驗和教導出發，探討隱

修教父實踐靈修陪伴的觀點、使命及引領求

助者的方法，同時結合現代心理學，為現代

的靈修輔導注入新活水。

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

林瑪竇（Matthew Linn）等 | HK$110
Special Offer HK$88

本書以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人格發展

理論為架構，指引我們如何運用正向的愛的

力量，療癒負面的記憶與創傷，心靈因而得

以成長。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提供的生活指南（上）與上主相遇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分享的生活指南（下）在主內生活

馬丁（James Matrin S.J.）| 一套兩本HK$200
Special Offer HK$164

這是一套讓人發現如何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自己、找到上主、找到與人的連結

的書，融合了作者的神學灼見與坦率的明智，由三任耶穌會省會長聯合推薦。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下）

布洛克（Daniel Block）|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申命記具有非凡的神學價值，是祭司教導的材料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物，

是先知發言的依據，是敬虔君王治國的藍本，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楷。

話語服侍
崇拜中的宣講

奎美蓮（Melinda Quivik）| HK$88
Special Offer HK$69

當上帝的話語在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中被宣

講出來，建基於這話語並由它塑造的禮儀經

驗，就有能力回應每個年代的人的需要。 

透過信心的眼睛看音樂

白斯特（Harold Best）|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2

本書將音樂實踐聯繫於更廣闊的創造神學與

創意及創作力，對福音派和基要派一向對音

樂的誤解作出了細膩而一針見血的批判。 

信仰有心
基督徒人生的再發現

伯格（Marcus Borg）| HK$135
Special Offer HK$108

身處變幻和滿有衝突的年代，基督徒如何活

得更火熱？本書作者結合了學術、經驗和回

憶的方式，讓讀者進深認識基督教與信仰 
生活。

約伯記釋讀
當好人遇上壞事

庫希納（Harold Kushner）| HK$108
Special Offer HK$85

本書作者睿智地概覽聖經鑑別研究對約伯記

的剖析，同時富有感情地連繫到個人對苦難

的體會和倫理思考，藉此引領我們辨明苦難

問題。

夏達華研道中心 | 29 Aug ～ 02 Sep | 猶太亮光

我們的希伯來傳統
基督教神學尋根與更新

韋爾森（Marvin Wilson）| HK$200
Special Offer HK$158

本書使我們更深地掌握基督教神學的希伯來

根源，並論證了我們應該藉著重拾希伯來傳

統，來更新基督教信仰。

祂名為一
從古代希伯來文的角度看上帝的名字

班傑夫（Jeff Benner）| HK$70
Special Offer HK$56

希伯來聖經是由一羣古代希伯來人所寫的，

當我們以他們的詞彙和語言去理解上帝各個

名字時，上帝的本質和性情就會以嶄新的角

度呈現出來。

加拉太書導讀
猶太背景新蹊徑

蘭克特（D. Thomas Lancaster）| HK$125
Special Offer HK$99

本講道集為我們打開一扇門，通往保羅的世

界，提供歷史裏的猶太背景，這是解釋這封

書信不可或缺的。本書亦對一些因循的舊解

釋提出疑問，並呈獻一些新的洞見。

耶穌的福音
尋索耶穌信息的核心

特爾頓（Joshua Tilton）| HK$75
Special Offer HK$59

在古代世界，「福音」這個詞的意思是宣告有

人已經作王。耶穌的福音也是個皇室諭示，

宣告以色列的上帝現今在地上作王掌權。

精選出版社
每週限時優惠

＊逢星期一推出，每款限量 20 本，先留言者

先得，星期五晚截止，讀者可於週末開始

前往基道書樓取書。

“People demand freedom of speech as a compensa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ought which they seldom use. ”  

-Søren Kierkegaard

“Reading furnishes the mind only with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t is thinking that makes what we read ours.”    

-John Locke

“Learning to think rigorously, so as to act 
rightly and to serve humanity better.”  

-Pope John Paul II 

基道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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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信仰的本質出現劇變，宗教的未來該何去何從？本書以嶄新角度詮釋
宗教的歷史與未來，揭示世界各地的基督宗教與其他傳統中，教義及教
條如何退居一旁，以及來自基層、主張社會正義和內在體驗的新靈性運
動，又是如何破繭而出。然而，這些變化增長的強勁後勢，也激起原教
旨主義重新抬頭，加上快節奏的全球變化，基督宗教可怎樣回應？本書
所描繪出的宗教景觀，將激發我們用新的方式思考信仰。

在本書中，作者為華人教會界開啟更深邃細緻的視角，來看待宣講以及
宣講者的職分。作者提出「聖經講道學」，鼓勵宣講者緊扣聖經脈絡、

幽微世事及永恆盼望來建構講章，並提供預備講章的實際步驟。作者在
字裏行間梳理著「宣講」一事，使宣講者不得不再一次思想：宣講者必
須始於自我恰如其分的了解，進而成為上帝對時代發聲的器皿，成為會
眾向上帝發出呼求的引信。

基督教堪稱全球宗教，但過往較多側重於西歐和北美地區教會的發展。

本書嘗試在涵蓋整體基督教會歷史的同時，以專人專文的方式，兼顧論
述全球個別地區的基督教發展，並為拉丁美洲、非洲、印度、中國與鄰
邦等特設篇章，望能建構出全球基督教世界歷史視野。此書角度恢宏，

深入淺出，無論是作為基督教歷史的教科書，抑或自我研習的課程讀物
皆適宜，可說是開拓了基督教世界歷史研究的新門路。

近十多年來，香港的神學界愈來愈留意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的課題，而
相關書籍的出版也漸多。「讓愛與和平佔領中環」和「雨傘運動」為香
港的教會和神學界提供一個很具體的歷史企劃，思考政治神學和公共神
學的基礎、範疇、內容和踐行等。我們不再可能仍留在圖書館和辦公室
做政治神學和公共神學，更要在夏慤道、彌敦道和軒尼詩道反思神學的
政治和公共意義。本書就是在這歷史背景和場景下寫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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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則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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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仰與心理學其實是息息相關的。

作者在本書中一方面探索人如何知覺、認識及經歷看不見的上帝，另一
方面亦嘗試釐清人對心理學與信仰的關係的種種誤解。

在今日的資本主義世界中，土地往往被看作是可供買賣的商品、無生命
的事物，可以任意取用或棄置。本書作者從土地的角度，重溯了從舊約
到新約的壯闊歷史發展，申明土地在聖經信仰當中所具備的歷史與羣體
面向。不論是面對普世人類與土地的疏離，或者是土地正義等社會經濟
議題，本書所展現的歷史縱深、神學反思的深度，以及連結聖經文本與
今日世界的嘗試，都是今日公共神學論述所不可或缺的資源。

1 3  S e p
信仰的未來
宗教的興衰與靈性時代的復甦
考克斯（ Harvey Cox ）| 示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2

1 4  S e p
在暗角言說上主
龔立人 | 香港基督徒學會
 HK$80   Special Offer HK$60

1 5  S e p
盼望 ･ 神學：莫特曼
鄧紹光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本書乃是認識莫特曼神學思想的重要作品。本書共分三部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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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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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書不但是實踐神學的經典教科書，更是致力於牧養關顯、並盼望在教
會和社會中服事的踐行者的上佳入門讀本。本書第一部為基礎篇，探討
實踐神學的本質及進路。第二部為技巧篇，臚列做實踐神學的工具：牧
養循環──經驗學科、科際整合、神學反省、行動靈性，以及如何在當
代特別是後現代情境下從事宣教工作等等。本書穿插著日常生活的故事
和案例，讀者當更容易領略服事情境中的各種神學意涵。

本書以馬丁路德和加爾文的屬靈追求為研究主題，全書分四部分：第一
部分綜合概論中世紀西方拉丁教會有關屬靈追求的神學立場與實踐行動，

以作為歷史背景與社會思潮的參照。第二與第三部分則集中討論馬丁路
德和加爾文的人生經歷、神學見解和屬靈實踐。最後第四部分嘗試從前
兩部分的探討，綜合比較兩位改教家其屬靈追求觀念的異同，由此帶出
路德與加爾文的靈修觀對今日華人信徒的啟迪。

2 0  S e p
21 世紀聖經講道學
孫寶玲 | 校園書房
 HK$137   Special Offer HK$115

2 1  S e p
觸摸看不見的上帝
從心理學探索基督信仰 
陳天祥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2 2  S e p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巴拉德（ Paul Ballard ）、

普禮査特（ John Pritchard ）|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0

2 3  S e p
神學的阿基米德點
基督論，以及贖罪論、救恩論
李麗娟 | 校園書房
 HK$144   Special Offer HK$119

基督論在整個基督教信仰陳述中，處於十分關鍵宛如中心點的位置。本
書作者在方法上融合系統神學、聖經神學、歷史神學與詮釋學，由此探
研基督論的不同進路，當中又分別討論波拿文土拉（從上的）、馬丁路
德（從下的）與祁克果（兼具從上與從下的）等神學家所展現的生命神學
的論述，嘗試在諸多思潮的衝擊中，為眾人撥雲見日，拓寬讀者的神學 

視野。 

2 7  S e p
基督教世界史
赫斯定（ Adrian Hastings ）編 | 文藝
 HK$398   Special Offer HK$315

2 8  S e p
土地神學
從聖經信仰看土地的賞賜、應許和
挑戰 
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 校園書房
 HK$166   Special Offer HK$132

2 9  S e p
活出真道
馬丁路德與加爾文的屬靈追求
吳國傑 | 浸信會神學院
 HK$80   Special Offer HK$64

3 0  S e p

地獄，永遠的刑罰？
破解地獄的迷思
蘇遠泰 | 印象文字
 HK$98   Special Offer HK$75

不少現代人對地獄之說十分反感，因為凡不願意相信基督福音的人，最
終都會下地獄受永刑，那裏有不止息的火燒蟲咬，上帝活像嗜血的怪
物，為了滿足自己的公義而懲罰罪人，直到永永遠遠。本書所要探討的
課題，是「不義者」究竟要受到怎樣的刑罰，當中特別聚焦於地獄及其刑
罰是否長存這具爭議性的議題。本書嘗試探問：聖經所說的永刑，真的
是指刑期沒有盡頭麼？不然，那永刑又會是甚麼意思呢？ 

基督教文藝 | 05 ～ 09 Sep | 崇拜與信念再思

漢語聖經協會 | 12 ～ 16 Sep | 五經研究

聖經資源中心、中華福音神學院 | 19 ～ 23 Sep | 救恩與倫理

道風書社 | 03 ～ 07 Oct | 神學與政治脈絡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創世記（卷下）

華爾頓（John Walton）|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熟悉古代近東文化，他將運用比較研究，拓寬讀者對當代背景的認識。作

者見解獨到，常能啟發讀者思考。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出埃及記（卷下）

恩斯（Peter Enns）|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作者從基督的位格和工作這個角度來探討這卷書的神學意義，從而說明出埃及

事件是上帝救恩的典範，是祂拯救普世的計劃中關鍵的一幕。

談論死亡
在臨終議題上重尋教會的聲音

喀達克（Fred Craddock）等 | HK$119
Special Offer HK$94

我們必須學會如何談論死亡，本書能幫助我們重新學習靠著死在十架上的那位來說話，以便找回自

己的聲音，並懂得如何面對臨終議題。

多元世界中的四種救贖觀

希克（John Hick）等 | HK$159
Special Offer HK$125

耶穌基督是惟一的救贖嗎？基督教以外的其

他宗教是否也傳遞救恩？本書乃是以多元宗

教為主題而進行的一場基督教內部對話的 
成果。

關顧受造世界
基督教對環境的關懷與行動

貝瑞（R. J. Berry）編 | HK$130
Special Offer HK$102

大地受造界的生態危機也是教會自身的危

機？本書完整地呈現關乎生態環境之教義與

神學論述，召喚教會承擔起治理大地的責任。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利未記

甘恩（Roy Gane）| HK$120
Special Offer HK$95

上帝的律例乃對應以色列人真實的生活，並

且要塑造他們與上帝同在的生命，每一條律

例都是一個精選的故事。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民數記

甘恩（Roy Gane）| HK$96
Special Offer HK$76

上帝與以色列人的關係猶如夫妻，民數記

敍述兩者從西奈曠野至迦南東面邊界之旅

程，描畫兩者如何相處，其中有包容、掙扎、 
管教……

耶穌、人性與三一
淺談系統神學

坦納（Kathryn Tanner）| HK$105
Special Offer HK$82

本書以清澈有力的神學理念重述了基督教故

事的重要情節，並以優雅的語言寫出了既有

縝密邏輯又有靈性韻味的一套系統神學。

神學思想的經驗
基督教神學的進路與形式

莫爾特曼（Jürgen Moltmann）| HK$145
Special Offer HK$112

在這本書中，莫爾特曼回到其生命的十字路

口，憶述他所經歷的各項事件怎樣塑造其神

學思想的發展，可視為神學入門者的參考 
經典。

存在．歷史．神聖
當代漢語神學—政治論說反思

林子淳 | HK$80
Special Offer HK$62

從宏大的思想史脈絡，審視漢語神學這奇特

現象出現的原因，並由此呈現漢語神學的動

力、資源、困局與出路。

基督教在中國的失敗？
中國共產運動與基督教史論

邢福增 | HK$95
Special Offer HK$74

隨著全能主義政治逐漸在中國實現，宗教界

面對著前所未有的挑戰與衝擊，本書主要探

討自一九五一年起於基督教領域內開始的「控

訴運動」。

光啓文化、上智 | 26 ～ 30 Sep | 深度靈修

沙漠教父靈修陪伴的智慧 

谷倫神父（Anselm Grün）| HK$60
Special Offer HK$50

本書從沙漠教父的經驗和教導出發，探討隱

修教父實踐靈修陪伴的觀點、使命及引領求

助者的方法，同時結合現代心理學，為現代

的靈修輔導注入新活水。

心靈治癒生命的八個階段

林瑪竇（Matthew Linn）等 | HK$110
Special Offer HK$88

本書以艾瑞克森（Erik Erikson）的人格發展

理論為架構，指引我們如何運用正向的愛的

力量，療癒負面的記憶與創傷，心靈因而得

以成長。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提供的生活指南（上）與上主相遇
平凡見神妙：耶穌會士分享的生活指南（下）在主內生活

馬丁（James Matrin S.J.）| 一套兩本HK$200
Special Offer HK$164

這是一套讓人發現如何能在一切事物中找到自己、找到上主、找到與人的連結

的書，融合了作者的神學灼見與坦率的明智，由三任耶穌會省會長聯合推薦。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上）
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申命記（卷下）

布洛克（Daniel Block）| 一套兩本HK$192
Special Offer HK$152

申命記具有非凡的神學價值，是祭司教導的材料和典範，是詩人喜愛的讀物，

是先知發言的依據，是敬虔君王治國的藍本，也是正直百姓生活的模楷。

話語服侍
崇拜中的宣講

奎美蓮（Melinda Quivik）| HK$88
Special Offer HK$69

當上帝的話語在以聖道為中心的崇拜中被宣

講出來，建基於這話語並由它塑造的禮儀經

驗，就有能力回應每個年代的人的需要。 

透過信心的眼睛看音樂

白斯特（Harold Best）|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2

本書將音樂實踐聯繫於更廣闊的創造神學與

創意及創作力，對福音派和基要派一向對音

樂的誤解作出了細膩而一針見血的批判。 

信仰有心
基督徒人生的再發現

伯格（Marcus Borg）| HK$135
Special Offer HK$108

身處變幻和滿有衝突的年代，基督徒如何活

得更火熱？本書作者結合了學術、經驗和回

憶的方式，讓讀者進深認識基督教與信仰 
生活。

約伯記釋讀
當好人遇上壞事

庫希納（Harold Kushner）| HK$108
Special Offer HK$85

本書作者睿智地概覽聖經鑑別研究對約伯記

的剖析，同時富有感情地連繫到個人對苦難

的體會和倫理思考，藉此引領我們辨明苦難

問題。

夏達華研道中心 | 29 Aug ～ 02 Sep | 猶太亮光

我們的希伯來傳統
基督教神學尋根與更新

韋爾森（Marvin Wilson）| HK$200
Special Offer HK$158

本書使我們更深地掌握基督教神學的希伯來

根源，並論證了我們應該藉著重拾希伯來傳

統，來更新基督教信仰。

祂名為一
從古代希伯來文的角度看上帝的名字

班傑夫（Jeff Benner）| HK$70
Special Offer HK$56

希伯來聖經是由一羣古代希伯來人所寫的，

當我們以他們的詞彙和語言去理解上帝各個

名字時，上帝的本質和性情就會以嶄新的角

度呈現出來。

加拉太書導讀
猶太背景新蹊徑

蘭克特（D. Thomas Lancaster）| HK$125
Special Offer HK$99

本講道集為我們打開一扇門，通往保羅的世

界，提供歷史裏的猶太背景，這是解釋這封

書信不可或缺的。本書亦對一些因循的舊解

釋提出疑問，並呈獻一些新的洞見。

耶穌的福音
尋索耶穌信息的核心

特爾頓（Joshua Tilton）| HK$75
Special Offer HK$59

在古代世界，「福音」這個詞的意思是宣告有

人已經作王。耶穌的福音也是個皇室諭示，

宣告以色列的上帝現今在地上作王掌權。

精選出版社
每週限時優惠

＊逢星期一推出，每款限量 20 本，先留言者

先得，星期五晚截止，讀者可於週末開始

前往基道書樓取書。

“People demand freedom of speech as a compensation 
for the freedom of thought which they seldom use. ”  

-Søren Kierkegaard

“Reading furnishes the mind only with materials of 
knowledge; it is thinking that makes what we read ours.”    

-John Locke

“Learning to think rigorously, so as to act 
rightly and to serve humanity better.”  

-Pope John Paul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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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三十多年來，基道一直以「 別是巴神學生書

券 」服事全時間神學生，雖然這個事工的奉獻

一直都入不敷支，但我們仍堅持下去，期望向

專心為事奉上帝而進修、學習的神學生，表示

一份關切的支持。我們深信，神學生藉著文字

的陶造，更能把基督的生命在牧養事奉中體現 

出來。
我們已憑信心踏出了這一步，

            您是否也願意與我們同行？

基道書樓�旺 角 店 ｜ 香港九龍旺角弼街 56 號基督教大樓 10 樓 ｜ Tel: 2396 3528

基道書樓�銅鑼灣店 ｜ 香港銅鑼灣禮頓道 119 號公理堂大樓 15 樓 ｜ Tel: 2996 5299

裝幀設計：奇文雲海 · 設計顧問  CHIVAL Design

4 凡購物滿HK$5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 神學月期間，所有特別限時優惠書籍均在書樓有售，並
可享特定折扣優惠。惟「基道Special Offer」所列的特別
優惠，皆為本羣組專享優惠，先留言者先得。

逢週一 按主題嚴選各大出版社好書
逢週二至週五 輪流推出本年度神學月選書
每款書限量優惠 20 本／ 套

特別限時優惠*

* 於遍佈全港的「順豐站」或「順豐服務中心」取書，於

BookFinder付款頁面選定即可，簡單快捷方便。

精選神學用書，優惠低至 72 折
購物折實滿HK$300，本地免運費*

神學月專區優惠

一 個 共 享 閱 讀 信 念 、

推 動 優 質 閱 讀 的 平 台

www.logos.com.hk

一 站 式 的 搜 書 、

選 書 、 購 書 平 台

* 「 基道文字事工有限公司 」乃註冊非牟利機構，奉獻滿HK$100 
可憑收據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申請免稅。

「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
資助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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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卻不是直接提供標準答案，而是首先深入分析上述
兩種判準所引起的種種困難，方才提出作者的第三條進路。

「每個基督的呼召都導向死亡……只有為他者而存在的教會才是真正的
教會」。本書旨在全面介紹和探討潘霍華的神學思想，以「為他者的存
有」作為主導而切入，疏解潘霍華的教會羣體神學，一針見血地表達了潘
霍華神學的重點和精髓。本書的另一個獨特之處是援引大量德語原著材
料，又結合潘霍華的生平遭遇，使得其介紹更為精準也更為立體，從而
展示出潘霍華神學自身之處境性。

今天教會最需要的，或許是那些能夠將上帝的話語處境化的牧師，好幫
助會眾用神學去思考他們生活的方方面面，諸如工作、臨終的抉擇、政
治上的參與和娛樂等等。本書呼籲牧師要在他們的會眾和社羣當中成為
公眾神學家，且必須根據聖經來理解世界，並要以智慧、平安和使人茁
壯成長的方式來指導他們的會眾。除了牧師以外，本書對於正在神學院
受訓、準備成為牧者的學生來說，也會有很大的啟發。

06 Sep
信故我思
神學思考方法獻議
哈特（Trevor Hart）| 基道  
 HK$138  Special Offer HK$105

07 Sep
為他者的存有
潘霍華的教會—倫理觀
李文耀 | 建道神學院
 HK$140  Special Offer HK$118

08 Sep
牧師—公眾神學家
重拾失去的異象
范浩沙（Kevin Vanhoozer）、

史朝恩（Owen Strachan）| 麥種傳道會
 HK$120  Special Offer HK$99

09 Sep
不只是政治
教會如何合宜地參與政治
賽德（Ronald Sider）| 道聲
 HK$142  Special Offer HK$115

在世上許多地方，基督徒都沒有審慎思考如何以立足於聖經基礎的方
式，投入政治。本書作者指出，每一項謹慎的政治決定，都需要四個
相互關聯卻又彼此相異的要件：一個規範架構、對社會與世界的廣泛研
究、一套政治哲學、針對特定議題的詳細社會分析。本書將幫助教會邁
向更具聖經基礎、更老練的福音政治哲學，期盼引導更多的基督徒，透
過明智的政治參與，更有效地實踐愛人如己的命令。

"If you look for truth, you may find comfort in the end; if 
you look for comfort you will not get either comfort or 
truth-only soft soap and wishful thinking to begin with 
and, in the end, despair." 

-C.S. Lewis

基道 Special Offer 書選低至 72折／書店全場英文書 2 本 75折
凡購物滿 HK$100 ／ 300 ／ 500 專享額外優惠

基道神學月

Special Offer

BookFinder

奉獻回應表／ www.logos.org.hk/donation.html
電話 詢／ 2687 0331（ 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

奉獻支持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事工*

* 登記人必須為全時間修讀的神學生，登記計劃日期為 9 月 1 日
至 9 月 30 日，恕不接受逾時申請。

網上登記／ www.logos.com.hk
電話 詢／ 2687 0331（ 財務及行政部陳小姐 ）

2016～17 學年
「別是巴神學生書券」
資助計劃登記*

聖經 ･ 和合本 ･ 研讀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HK$330 換購價HK$268

以《和合本》為依歸，單冊包攬新、舊約全書，

配上撮譯和編修自 NET Bible 的註釋（近二萬

五千多條註釋），提供足夠的背景、原文文法及

詮釋資料，突破普遍信徒讀經的限制。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司道生（Glen Stassen）、
顧希（David Gushee） | 基道

 HK$368 換購價HK$268

本書以耶穌的登山寶訓為基礎，處理各範疇的倫

理議題，清楚展示出耶穌門徒所特有的生活方

式。細讀這書，讀者可看見一個兼合忠誠信仰與

經驗相關性的基督徒倫理的好典範。

凡購物滿HK$100，送HK$10現金券乙張1
2 英文書全場 8折，2 本或以上 75折

3 凡購物滿HK$300，可享以下的換購優惠：
（以每單交易金額計算）

優惠4重奏
2 0 1 6 神 學 月

HK$268換購《聖經�和合本�研讀本精裝》
（精裝；原價HK$330）

HK$268換購《國度倫理》
（原價HK$368）

聖地涉獵：聖經之地的入門地圖研習
考古涉獵：聖經考古的入門銘文研習
使徒涉獵 1：使徒腳蹤與小亞細亞 
使徒涉獵 2：羅馬行省與地中海島

蔡春曦編著 | 以斯拉培訓網絡

 一套HK$640 換購價HK$480

「涉獵系列」為蔡春曦牧師多年來的研習成

果，他藉著豐富而珍貴的地圖、照片、列表

和相關的文字說明，引領讀者認識聖經的史

地背景，並進一步明白到聖經更強而有力的

信息。

別搞錯信仰（中英對照）

蔡頌輝  |  明風

 HK$88 換購價HK$70

漫畫往往具有諷刺性，呈現出一個荒謬的畫

面，有時候還會發現自己就是畫中人！每個

主題的漫畫均有相應的參考經文、圖解說明

及反思問題，適合個人閱讀、靈修及小組 
討論。

HK$70換購《別搞錯信仰》
（原價HK$88）

HK$480換購「涉獵系列」4 本套裝
（原價HK$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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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兼顧馬可福音的聖經研究層面及神學詮釋層面。本書先
以敍事鑑別法，將馬可的意義和對其讀者的意義展現出來，然後再以「釋
經的理性思考」這種神學詮釋方法，將敍事鑑別的成果重述出來，為要凸
顯當中的信息。這種詮釋進路，使聖經研究及神學詮釋互相補足，並為
跨學科詮釋聖經作出很好的示範。

五經是舊約的基石及福音的神學基礎，它既解釋救恩的需要，也描述救
恩歷史的起始，而原罪、信心、救贖、獻祭等非常核心的神學觀念，也
是源自這些經卷。本書一個重要的特色，就是既按著正典進路去分析文
本，同時也加入了歷史批判的看法。作者認為，將兩者對文本的分析兼
收並蓄，有助我們更加了解關於五經中的一些神學問題。

教會論並非抽象的神學理論，而是與信仰和生活息息相關，因為愈認識
教會的身分和使命，就愈能夠體現基督十字架的福音。本書從新約聖經
探討教會的本質、組織與功用，並特別從路加著作看教會的身分與使命。

本書也觸及「婦女按牧」這個具爭議性的課題，為教會的平等兩性關係，

提供堅實的聖經神學基礎。

30 Aug
馬可福音
敍事鑑別與神學詮釋
曾思瀚、鄧紹光 | 基道  
 HK$168  Special Offer HK$126

31 Aug
五經神學
黃福光 | 浸信會神學院  
 HK$100  Special Offer HK$82

01 Sep
顛覆現實的教會論
鮑維均 | 天道書樓  
 HK$90  Special Offer HK$75

02 Sep
死亡神學
魏連嶽 | 校園書房  
 HK$187  Special Offer HK$156

本書作者認為，若我們不認識死亡，就無法認識生命。他毫不避諱地帶
領讀者探究死亡的各樣主題，以獨到的解經視角探詢死亡的歷史。面對
極其複雜、羅萬象的死亡議題，作者還從倫理學角度探討自殺、死刑、

亞伯拉罕獻以撒等等生與死的錯綜辯證，並指出惟有教會看重死亡教育，

透過死亡聖禮來彰顯死亡的真理，才是真正參與福音，傳遞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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