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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
心碎，最快想到的是失戀，一件最私人的事情。在失戀的心碎
中，天塌下，雨不停，日頭好毒，世界卻冷漠地照常運作。

比吉斯（Bee Gees）的歌，四十年前的歌詞，歷久常新。

帕爾默（Parker J. Palmer）的新書《民主，心碎的政治？》（Healing the Heart 
of Democracy: The Courage to Create a Politics Worthy of the Human Spirit；編
按：中譯本由印象文字出版），開宗明義地說要討論「心碎者的政治」。心
碎者的政治？

在大眾的想像裏，政治是權力的遊戲，妥協的藝術，而論到妥協，俗語有
云：「能戰方能和，不能戰不能和。」  政治，從來是有力爭勝者的事情，
心碎者？你自行了斷吧！政治場上，哪有容得下你的位置？

還有，政治不是要講實效嗎？心碎，不僅僅是主觀感受嗎？與客觀現實有
何關係？

但帕爾默的書，就是要告訴你，民主的真義，不獨是不同利益的較力爭
勝，卻更是一種對生命現實的取態——怎樣可以和平共處？怎樣可以化
解衝突？怎樣可以面對禍患？怎樣可以持續發展？而實踐民主的力量，源
於人經歷過「心碎」。

這樣說很抽象，我想到自己堂會的兩件事，看能否說明一下。

我的堂會有幾十年歷史，會友約千五人。我擔任了執事十幾年，近幾年發
生了兩件「心碎」的大事，結果迥然。

兩件大事都與死亡有關（詳情不表）。第一件事發生後，堂會經歷前所未
有的危機：部分人認同苦主對堂會的衝擊行動，向教牧大興問罪之師。箇
中衝突，至今仍未化解，也似乎難以化解。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How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down?

How can you stop the sun from shin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Bee Gees. How Can You Mend a Broken Heart



32   

黃大業
香港人，理科生，唸過牙醫（沒畢業），社工

（有畢業），赴英考獲政治學碩士，曾任社工，

記者，大學行政，基督教出版社編輯，現為自

由譯者，教會執事。

另一件事發生在三年後，某壯年資深執事猝然離世，整個堂會又經歷心
碎。這件事之後，堂會領導層明顯出現變化：昔日許多化解不了的矛盾
與心結，忽然都化解或鬆開了。

其後我接了帕爾默新書的翻譯差事。我譯到這段話，腦中有雷轟之感，
也恍然明白了上述兩次「心碎」的分別在哪裏：

若你全心全意擁抱你對自我與世界的認識，就會不時遇上心碎的時

刻─失落、失敗、挫折、出賣、死亡。你的心若是「散開」，結果

可能是忿怒、憂鬱、沮喪。但你的心若是「打開」，卻能因此承載更

複雜更矛盾的人生經驗，結果可能是新生。

認識民主，實踐民主，不應單單為了政治現實的考慮。民主，是心
的夢想與操練，源於心的「碎開」，從而產生一種
渴慕，就是對生命現實的渴慕。

好喜歡作者在新書序言起首引述詩人雷納克（Theodore Roethke）的詩：
「在那幽暗的時刻，眼睛開始看得見。」

人生至理，大抵都在憂患中確切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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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
爾默（ Parker J. Palmer ）的《民

主，心 碎 的 政 治？》（ Healing 
the Heart of Democracy ）可算是

前作《以陌生人為伴》（The Company of Strangers: Christians 
and the Renewal of America's Public Life）的續集。而兩者出版日期

相差剛好三十年，印證了他對公共生活的念念不忘，也正好反映出

一般人以為貴格會（ Quakers ）帶有小羣或教派（ sectarian ）傾向的負面印

象是不成立的。

早在《以陌生人為伴》，帕爾默已經發展出一套自己的公共神學。「公共」其

實就是身處陌生人之中的日常生活，而非抽象的概念。他意識到，個人要與

羣體休戚與共，我們的關懷要及於家人和朋友以外的陌生人，社會才不致被

個人主義撕裂、政治過程淪為權術和操控。在新作之中，帕爾默進一步將民

主社會所需的五種「心靈習性」（habits of the heart）講得更具體：（1）先要明

白到我們的確同坐一條船（we are all in this together），人與人、人與萬物彼此

相依互存，這不單是生態學和其他學科的一致發現，更有其倫理意義——我

們既要倚賴陌生人才能過活，就有互相問責的義務；（2）因此，我們要懂得



禤智偉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社會倫理）助理教授。

欣賞他者的價值，款待部落以外的陌生人是原始的德性，這種對「非我」、對

差別的開放性亦會使自己長進得益；（3）同樣，對自我內在的矛盾、生活的

張力、生命的遺憾，要建立一種富創造性的忍耐力，因為人本身就是充滿破

損和缺陷的；（4）不因為生命的不完美而一蹶不振，我們才能按自己所信敢

作敢為，不畏懼犯錯、不羞於認輸（chutzpah）；（5）不過，個人要建立出以

上的心靈習性，必須有羣體的滋養支持，所以我們需要同伴，方能有足夠的

勇氣成為公民、謀求共同的福祉。

帕爾默以「心靈的習性」作為題材，除了上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

的民主傳統，更呼應他的大學老師，著名社會學家貝拉（Robert Bellah）

一九八五年出版，探討美國社會個人主義現象的同名暢銷書。貝拉為自己的

學生所寫的書評卻批評他，有將一切化約為「從心出發」的嫌疑；諷刺的是，

類似的評論也是當年學界對貝拉的名著普遍的誤讀！實際上，貝拉不認為帕

爾默會單純到相信，只要憑著導人向善、好人終將必然得勝（good causes win 
by changing one heart at a time）；不過，他仍嫌帕爾默忽略了宏觀層面凌駕個

人的文化因素和社會力量，只著眼於面對面或社羣內的人際交往。

當然，帕爾默並不認為，只要改變人心，就自然可以改造社會；但他或會強

調，只有人的心靈更新，才會帶來世界恆久的變化。帕爾默寫作本書，始於

眼見代議式民主制度徒有形式外表、而無內涵實質，如果經歷了兩百多年的

偉大民主實驗之後，民主理想至今仍未落實、尚待深化，又怎不教人沮喪心

碎？民主最大的敵人其實是自己，當初與之墮入愛河
的人，最終都難免因民主屢遭挫折倒退（setbacks）而
夢想破滅，就像戀人因了解而分手，頓覺癡心錯付。
我們還能夠承受得起多少次民主應許的落空？

可是，作為一個患有抑鬱症的病人，帕爾默卻在黑暗之中發現光明。他以同

樣是抑鬱症過來人的林肯總統為例，說明只有能飽經困頓絕望的人格，才可

以坦然地、不帶幻想地去愛自己和別人；因為經歷過心碎（heartbroken）的

人，才能將心「打開」（break open），真正明白我們都只不過是人。帕爾默所

愛的，其實並非民主制度，而是賴此追求共同幸福的所有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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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十五年匆匆過去，每年六月，香港人依舊在維園相聚，燃起點點悼

念的燭光，心連心地喊出「毋忘六四」這令人心碎的口號。說它「令

人心碎」，因為「六四」苦難的不義，實在不想回憶，卻又未敢忘

記。二十多年來，我們仍舊不能忘掉那一幕一幕充滿血和淚的傷感記憶。

「六四」這個代表獨裁、殘暴、冤屈和悲痛的記號，一直存留在我們心中，

成為我們長久無法解開的心結。「六四」，實在是一場令人心碎的暴力政治！

八九之後、九七之後，北京政府依然被「大一統」的霸權意識佔據，仍然

推行「惟我獨尊」的全權政治。為了賺錢，經濟可以改革開放，但政治必

須保守封閉；為了確保可以全面掌控，必須繼續走強硬路線，必須仍舊推

行由少數人壟斷話事權的制度，明顯這是令人心碎的暴力政治！ 

誠然，「六四」那一幕幕流血的記憶不能忘記，暴力的政權一日不認錯，

「六四」的冤屈一日未得平反，人民心中的怨憤仍難放下。然而，神學家

沃弗（Miroslav Volf）在《記憶的力量——在錯誤的世界，邁向盼望》（ The 
End of Memory: Remembering Rightly in a Violent World ）中提醒我們，人無可

避免總會帶著想像力或主觀的意願（甚或偏見），進行記憶的活動。尤其

在義憤填胸的時候，記憶的內容，就難免有誇大或偏頗的成分。於是「義

憤的記憶」可能反而會不知不覺地侵蝕了我們的心靈，令我們只會心存怨

恨，只會對敵人心死，甚至成為記仇的力量。在記仇心態下出現的「義憤

記憶」，反倒有可能成為不公正的「以暴易暴」的行動，最終甚至會變成另

一場令人心碎的暴力政治！

為了顛覆獨裁的霸權和壓迫人民的全權政治，於是紛紛出現還政於民的訴

求，並高舉民主是普世信奉的核心價值。然而，民主所信奉的人權和自

由，其實很多時「以我為主」，高舉個人主義。因此，雖然崇尚人權和自

由，但那可能只是由「我」來界定的人權和自由，甚至所爭取的，可能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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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浸會大學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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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我」的人權、「我」的自由而已。同樣，民主所高舉的理性，往往也是

一種「以我為主」的理性，「我」的理性所主張的才合理、才有道理，甚至

由「我」的理性所建立的才是真理。於是，不少人表面講「理性開放，包容

異見」，實際卻非常自大和好勝，經常以爭取到「以我為主」的話語權而沾

沾自喜。因此，依附理性主義的民主，其實隨時可以變
身成為一種壓服弱者的霸權，甚至不知不覺「以理
殺人」，成為冰冷的殺人武器。當人權和自由只可以由擁有

理性的強者來「話事」的時候，我們就不得不提防，原來民主也只是另一

種強人政治。甚或當民主已不知不覺成為擴大分歧、分化社會、撕裂社羣

的幫凶的時候，原來它同樣可以淪為令人心碎的暴力政治！

當代一位資深的教育家帕爾默（Parker J. Palmer）說得好：「各式各樣的暴

力都源自分割的生命，源自我們裏面一些裂痕；這些裂痕裂開，成為我們

之間的分割。」1 因此，當我們身處這個割裂疏離和分崩離析的碎片化社會

（ fragmented society）裏，就更加需要一種能夠真正向他者開放、重新修

補裂痕、尊重弱者、包容差異的非暴力「和平」政治。在聖經裏，「和平」

（peace）一詞與希伯來文shalom（中譯為「平安」）同義，而shalom最基本

就是含有「完全／完成」（completeness）、「整全」（wholeness）或「圓滿」

（ fullness）的意思。因此，「和平」的政治，就是一種強調邁向「整全」的

政治。何謂「整全」？它必須強調以慈愛去包容差異、整合生命、連結社

羣，就好像聖經所揭示那終末將來會完成或圓滿實現的和平國度或新天新

地一樣。在那裏，沒有戰爭、沒有哭號、豺狼和羊羔可以同住同食（參賽

六十五 17～25；啟二十一 1～7）。

註釋

1. 帕爾默：《隱藏的整全——朝向不再分割的生命》，陳永財  譯  （香港：基道，2012），頁 193。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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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
是一本小書，但它承載的信仰內蘊卻不小。它主要論述的是小堂
會，也論及大教會，而更重要的是，它透過小堂會、大教會的生
存狀態告訴我們，教會的存在意義是甚麼。

顧名思義，小型教會的特點就是「小」，它的「小」是由組成的人數定義的。
這類教會往往只有幾十人至百多人，最多不超過二百人。因為人少，它
往往沒有太多資源（包括人力和金錢方面）舉辦各式各樣的活動，它對總
會奉獻的金額也往往不多。在北美，這類教會被視為落伍，面臨被合併的
危機，而合併的結果通常是聚會人數進一步下降，會友更難投入新的教會 
生活。

在香港，我們較少聽到有小堂會被合併，但如果我們誠實點的話，我們會
承認，比起大教會數以千萬計的會友、架構完備的主日學制度、教會內
外各項大型事工，人們往往認為小堂會是較為遜色的，其背後反映的心態
是：教會應以人數增長、規模拓展為目標；有了更多人，就會有更多資
源，這樣才有地方、有能力舉辦各類活動，吸引更多人接觸基督信仰──
這就是教會的使命。

由此，小堂會似乎並沒有實踐它作為教會的「大使命」，它僅是一小撮人
聚在一起敬拜上帝，彼此團契，它像家庭般內聚，又怎麼談得上傳福音，
擴展上帝的國度呢？於是，小堂會要不是甘心如此下去，就是努力擴展，
仿效大教會的「增長之道」，希望令教會「愈做愈大」。

小堂會
      大啟示

給 我 們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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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即將出版的有 Why Jesus?、The Pastor。

韋爾遜（Robert L. Wilson），前杜克大學神學院教授，致力研究教會與

社區的關係、宗教機構的社會學，曾監督奧蒙德中心（J. M. Ormond 
Center）的研究計劃和發展。

Re: 教會重塑系列

小堂會，大啟示──
回歸聖道與聖禮
Preaching and Worship in the Small Church
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
韋爾遜（Robert L. Wilson）合著
陳永財  譯／HK$73

然而，本書作者卻向我們揭示：小堂會的存在，正正有利於踐行基督教神
學中十分基本，卻經常被忽略的原則──聖道和聖禮的事奉，這是上帝教
會的主要事奉，其他一切都源於此。小堂會的「小」，正是其優勢所在，
它使教會聚焦在聖道和聖禮的事奉。

當代牧者往往忽視講道，教會大部分事工都似乎比講道重要：佈道會、
選址建堂、社區服務……大部分牧者談及事工的有效性時，很少提到講
道。然而，小堂會的會眾卻將講道放在牧者各種責任中的第一位。道不
是一套抽象的原則，由一位善於辭令的陌生講員向眾人的說教。對小堂會
而言，道是他們熟悉、與他們生命結連的牧者，本著聖經，向會眾揭露自
己的信仰和疑惑。小堂會的牧者也知道人們在哪裏工作、在哪裏受到傷
害、將金錢花在哪裏……他們在星期日講道時，使道在崇拜聚會中變得
有血有肉。

除了講道，我們也往往忽略了聖禮的重要性，這從我們疏於舉行聖餐或忽
視洗禮、婚禮、喪禮的羣體性可見。禮儀是必要的，因為它是我們從過
去所得的引導，同時也是我們與現存的所有他者的連繫。沒有禮儀，我們
的生命便會變得孤立、內向。由於小堂會有家庭般的特質，會眾能活出
更緊密的團契關係：在那裏，每個人都不可能匿名，人們重視、熟悉參與
聚會的每一個人。在小堂會，主餐、洗禮、婚禮和喪禮是必要的共同參
與事件：在洗禮中，會眾見證教會接納新人成為會友，就像一個家庭收養
孩子；聖餐則把我們從個人主義中拉出來，在聚餐中將我們轉化成羣體、
家庭；婚禮和喪禮在我們人生的轉折點中，建立羣體意識，使會眾休戚 
與共。

沒有聖道，我們不可能與上帝相遇；沒有聖禮，我們難以彼此團契；
沒有聖道與聖禮，我們便不能妄稱教會為教會。但願這本小書能啟發
小堂會發揮其優勢，更重要的是，引導我們反思教會之所以為教會的 
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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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
大部分基督徒來說，也在很大部分的教會歷史中，身為基督徒，
最好被描述為「在星期日上教會的人」。星期日以它的目的和重
要性來說，本身就是對基督徒是誰、基督教崇拜關乎甚麼，以及

教會蒙召去做甚麼的聖經和神學陳述。古老的「要理問答」說「人的主要
目的」是「榮耀上帝和永遠享受祂」；改教者說教會是「正確地宣講道和恰
當地執行聖禮」的地方；保羅說基督徒的聚集是「基督的身子」（林前十二
27）─他們都是在宣告星期日崇拜所宣告的同一件事情。我們崇拜的主
要焦點和理由是上帝。我們崇拜只是因為上帝是上帝，又因為我們是上帝
的兒女。數字上的增長或靈性的成長、改變社會、維持組織、治療的益
處、教育等等，總是次要的；它們是從敬拜上帝的主要活動中可能產生的
副產品。當崇拜的主要目的只是榮耀上帝而沒有其他目的，以下一點也
是事實，就是雖然我們在崇拜中忙於服事上帝，我們卻發覺，當我們崇拜
時，上帝也恩慈地服事我們和供應我們的需要。但沒有崇拜，便不能保
證我們在教會內外所做的好事是上帝的好事，哪怕是教會進行的最高貴活
動，我們也無權宣稱，那是上帝的活動的一部分。

小型教會可能不符合現時成功教會的一些形象；它們可能不符合不同宗派
對它們的組織要求；它們在嘗試最粗略地仿效活動主導教會時，也可能失
敗。但就我們所知，沒有小型教會在歡慶星期日方面不是做得頗好的。
事實上，一些小型教會歡慶星期日的方式，令很多較大型的姊妹教會感到
羞愧。

我們為甚麼要上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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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所謂活動主導教會這個難以捉摸的事物的標準來衡量自己的小型教會，
或者接受現時對增長中的組織的一些流行觀念的小型教會，注定會不斷感
到挫敗。我們身在一個古怪的處境：一間基督教教會因為它存在的惟一理
由是在星期日崇拜，而被人認為不足。回到較早時提到的一點：星期日的
中心性的一個基礎是，星期日的崇拜很美麗地象徵了教會和它的事工的神
學目的，也讓人看到這個神學目的。我們懷疑一些更活躍的教會，沉浸
在大量令人目眩的活動，包括籃球比賽、義賣、實地考察、研究小組、社
區服務和宗派活動，只是巧妙地嘗試避免踐行教會的基本神學目的。這些
教會甚至連崇拜都往往有喘不過氣、匆忙、令人分心的特點。忙碌、興旺
的市郊教會，它的計劃和活動很難與社區的基督教青年會（Y. M. C. A.）分
得清，它的牧者似乎只是社區會所的項目主任。這樣的教會處於十分危險
的景況，是教會不願意承認的。神學家早已指出，我們伯拉糾式的忙碌
（Pelagian busyness ），往往是以工作／義行（work / righteousness）掩飾我
們靈性的空虛。

只有當小型教會恢復並大膽宣稱，星期日對它們教會的生活和普世教會
的生活那基本的重要性，它們才能夠恢復教會獨特的使命感，及其正面
的自我形象。小型教會可能沒準備好去做大型教會近年承擔的一些工
作，但它們完全預備好去宣講和高舉道，照顧和造就基督的身體，並用
尼布爾（Richard Niebuhr）令人難忘的話說，促進「對上帝及鄰舍的愛的
增加。」要實現教會的神學目的，永遠都不需要一大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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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讀
《全是教會——踐行中的

福音與羣體》

甚
麼時候神學總被人視作抽
象思考？神學地思考與教
會運作愈來愈似兩碼子

事，但這現象卻是教會步向失序之
始。韋伯斯特（ John Webster）在
《聖經：一個教義式的勾畫》（Holy 

Scripture: A Dogmatic Sketch）中指
出，把神學分作四門學科：聖經
的、歷史的、教義的和實踐的神學
等，結果喪失了神學作為融會貫通
的智性實踐的統一性。就此看來，
查斯特（ Tim Chester）及添美斯
（Steve Timmis）於本書便意圖把上
述內容融貫起來，使世俗信念在教
會裏不再流連忘返，並讓踐行神學
性地「到地」（earthed）起來。 

全書分作兩部分類，首部分類討
論「關鍵原則：福音與羣體」，
即是說以福音（ gospel）及羣體
（ community）為中心，作者多番
強調基督徒要忠於此原則，因此下
一部分類討論不同主題時，無論是
傳福音、社會參與、作門徒，以至
兒童及年輕人事工等，都是要忠於
福音，且要根植於基督徒羣體內。
進一步了解以福音為中心則是指以
話語為中心（word-centred）及以
宣教為中心（mission-centred），

同樣這兩個主題不斷浮現在下一部
分類的討論當中。作者這種安排別
具匠心，為的是要突出真理的客觀
性，且同時強調要「活出真理」，
而教會在基督裏被塑造的身分，其
生命形態—羣體性—便只能
由來自福音的真理導引，離開此基
礎，教會便淪為失序了。故此，
作者指上帝透過祂的話語施行及擴
展祂的管治，而這話語是應許的實
現，故必然具將來的向度，也因此
賦予這應許救贖的特性；與此同
時，這話語並非單指向個人救贖，
更重要是帶來新創造。被召的羣
體—教會—在此過程中便擔
上不可或缺的角色，因為基督徒體
現出三一式的人性，並與他人建立
合乎被召身分的關係，故此作者
強調這是羣體的詮釋（community 
hermeneutic）。 

接著作者按此原則開展第二部分
類，討論「踐行中的福音與羣體」，
不過他們強調這只是一些點子，故
此讀者未能尋找到具體的運作程
序。為了方便讀者閱讀，筆者按個
別篇章主題道出有關點子。有關
「傳福音」：我們不能以耶穌怎樣滿
足「我」的需要來傳福音，也不能

黃順成 前社工，現任基督教宣道會恩樂堂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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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傳福音安放在日程表上，因為愛的生活方式才是關
鍵；有關「社會參與」：在終末的視野下接待貧窮人及
邊緣人士，是要讓他們參與羣體，這不獨指給予他們
物資，更要願意成為並與他們一同吃喝的朋友；有關
「教會植堂」：藉建立小型家庭教會網絡，而不是藉超
級教會內大羣會眾增長；有關「普世宣教」：宣教是平
凡人的平凡行動，教會要避免與地上勢力結盟，否則
不是藉話語進行；有關「作門徒與操練」：透過水禮和
教導塑造門徒，並且強調在相異的人羣中學做門徒，
故此這是生活性及即興性的訓練；有關「牧養關顧」：
治療文化既令關係「專業化」，也否定福音話語的充足
性，作者指來自聖經的應許才是使人轉化的途徑，而
彼此相處的平凡生活便是帶來話語的處境；有關「靈
性」：在敵意的世界裏，作聖潔的子民、宣講福音，故
此是在生命破碎的地方踐行出來，在羣體中便體現在
彼此代求、勸戒及鼓勵當中；有關「神學」：是上帝的
自我揭示，於信徒而言，便是為了活出榮耀上帝的生
命，而這先要在羣體中學習順服委身基督的話語；有
關「護教學」：不再依據啟蒙理性作判準，故此先要學
習謙卑下來，按上主的要求到祂那裏，即要重拾「信
尋求理解」的精神，同時，這是置於順服福音生活的
羣體裏學習；有關「兒童和年輕人」：建立代際間的友
誼，把兒童和年輕人視作今天教會的會眾，而非「明
日的教會」；有關「成功」：脫離世俗的成功指標，建
立滿有生命力的小羣及網絡形式的教會，在地上忠於
上帝而活。 

筆者盼望以上簡短的引介，能令讀者拾趣而上，進一
步細心閱讀這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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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ING
SOON

 Re: 教會重塑系列

01	小堂會，大啟示——
	回歸聖道與聖禮
 Preaching and Worship in the Small Church
 韋利蒙（William H. Willimon）、韋爾遜（Robert L. Wilson）  合著
陳永財  譯／HK$73

我們能夠在生命中的一切事上都信靠上帝嗎？ 

經濟、工作、健康和人際關係裏的不明確，往往使我們的人生

充滿恐懼與憂慮。但詩篇二十三篇提供了一幅圖畫，描繪當我

們在此時此地、每日每夜與上帝同在，活出我們的人生時，會

是怎樣的情境。這樣與上帝連結的生命推動我們，成為活在喜

樂和感恩中的人，能夠祝福仇敵和用心地生活，不論斷別人。

這本以詩篇二十三篇編寫的退修書，能助你看到上帝怎樣供給

你一切所需──我們可以信靠上帝，祂能引領我們和甦醒我們

的靈魂，也能在各種情況中與我們同行。讓我們開始這信靠並

信任上帝的人生。

作者簡介
簡．約翰遜（ Jan Johnson ）是位作家、屬靈指導和退修指導，具多

年教導聖經的經驗，經常在退修會及會議中擔任講員。她取得教牧

學博士，主修依納爵靈修學與屬靈導引。她的著作包括 Enjoying the 
Presence of God 和 When the Soul Listens，合著有 Dallas Willard's Study 
Guide to The Divine Conspiracy 等。個人網頁為 www.janjohnson.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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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修著作精選

02	凡事信靠：詩篇二十三篇（暫名）
 Trusting God for Everything: 
 Psalm 23
簡．約翰遜（ Jan Johnson） 著／李小釧  譯
2014年 8月下旬出版

教會人多勢眾，就等於上帝的祝福大大臨在？

教會人丁單薄，就等於不能彰顯上帝的榮耀？

 
誠然，小堂會沒有數以千萬計的會友、也沒有架構完備的主日

學制度，或其他各式各樣的活動。但小堂會的「小」，卻同時

是它們的優勢──它們得以更專心地敬拜上帝、與彼此團契。

小堂會明顯不能像「大機構」般運作，因為它是一個家庭。在

那裏，會眾像親人般集體敬拜上帝，並分享集體崇拜的經驗，

教會的中心是崇拜（講道和聖禮）。

本書作者指出：小堂會的存在，正正啟示了基督教神學中十分

基本，卻經常被忽略的原則──上帝教會的主要事奉，是聖道

和聖禮的事奉，其他一切都源於此。當教會受到試探，以人數

增長為目標，以拓展規模為方向，這本書提醒我們：如果崇拜

不是教會的目的與中心，那麼教會便不能保證其所作的（哪怕

是最高貴的事情），是上帝的工。

一切關乎的，不是大小，而是我們所做的，是否出自我們所信

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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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區聯盟（North Alabama Conference）主教，其著作有六十多本，包括

《為這星期五感謝神》（基道，2010）、《異類僑居者》（合著；基道，

2012）、即將出版的有 Why Jesus?、The Pastor。

韋爾遜（Robert L. Wilson），前杜克大學神學院教授，致力研究教會與

社區的關係、宗教機構的社會學，曾監督奧蒙德中心（J. M. Ormond 
Center）的研究計劃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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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書作者處理提摩太後書的方法，與許多其他作者並不一樣。

首先，他沒有將提摩太前書與後書放在一起析讀，一方面是因

為後書是寫給個人的，而且其討論的內容及歷史情況與前書截

然不同，而且保羅是以兩種不同的修辭技巧來寫這兩卷書的。

此外，作者又以後殖民的處境來分析這書信所用的修辭技巧，

並以歷史進路去研究書中出現過的後殖民處境，這是過往甚少

採用的研究方法。

沿著這進路，作者指出，保羅及提摩太同樣處於「危機」這歷

史狀況之中。對保羅來說，當時他正面臨被處決，這刻他看見

了教會即將面對的危機——一方面遭受羅馬帝國的逼迫，另

一方面教會也缺乏接班人。對提摩太來說，他所帶領的教會正

處於內憂（假教師的出現）外患（羅馬帝國的侵擾）的困難局面。

面對教會瀕臨滅亡的危機，保羅不是逃避，而是寫信給提摩

太，將自己的信仰遺產留給他，教導他在危機中如何專心事

奉、堅守崗位、牧養教會，並吩咐他培訓接班人。當提摩太面

對外在危機之時，保羅提醒他即使一切似乎失控了，卻仍要看

見上帝的主權。此外，他再次提醒提摩太，真正的榮辱不是由

羅馬帝國賦予的，而是從上帝而來的，因此，為福音犧牲，就

是一件榮耀的事。面對內在的危機，保羅吩咐提摩太要專心研

讀聖經，並以忍耐的心向信徒闡明福音真道。保羅叮囑提摩太

不要與假教師作無止境的辯論，這不但不能解明真理，反而會

導致信徒走向更不敬虔的路。

保羅在信中也不乏內心的表白，他坦誠分享了自己對死亡的看

法，也藉此鼓勵提摩太要至死忠心。保羅也坦言自己在獄中的

心情，並表示極度需要提摩太的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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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通識叢書

03	擁抱危機的事奉傳承—
	提摩太後書析讀
 曾思瀚  著／曾景恒  譯／HK$98

這卷書看似是保羅寫給提摩太的個人書信，但全書最後一節的

祝福句卻是指向眾人的。這反映了這書信既是寫給提摩太個人

的，也容許提摩太將書信公開傳閱。即使原讀者是提摩太，但

保羅仍希望藉此造就每一個信徒。今天我們有沒有意識到自己

也身處危機之中？保羅正正提醒我們，在謊言中要敢於說出真

理；在絕望中要看見盼望；當我們面對艱難甚至生命威脅時，

也絕不退縮。

全書簡綱如下：

一、引言（一 1 ～ 2 ）

二、不以為恥的傳承（一 3 ～ 14 ）

三、剛強的信心（一 15 ～ 二 13 ）

四、忠心的傳承（二 14 ～ 三 17 ）

五、最後的講章（四 1 ～ 8 ）

六、最後的關注（四 9 ～ 18 ）

七、結語（四 19 ～ 2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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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責教授講道學及

新約。他也於美國西雅圖（ Seattle ）全時間寫作、講道，並擔任聖經講

座的講員。有關作者事工的最新消息，可瀏覽以下兩個網址：https://
www.facebook.com/drsamtsang；http://engagescriptures.org/。

（英文版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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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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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出版

從內在到外在，由自身至身外的人事物，
個人、家庭、感情及工作的種種，
跟你一起品嘗生命裏的五味紛陳。

年輕時，我們懷抱夢想，希望為未來鋪路；

壯年的日子，我們拚搏爭取，惟恐錯失機遇；

年紀漸長，我們經驗內外各種變化，盼望快樂度餘生。

我們怕，怕太年輕，怕青春不再。

我們想愛，愛自己、愛別人。

      我們學做事，學做人。

   生命給我們的功課，似乎不曾間斷……

羅乃萱、司徒永富的 
52篇文章

與你分享他們在人生旅程上的經驗

目錄簡介
第一部 生命的年輪   ／喜歡此刻的你
第二部 生命的自然美態   ／欣賞獨特的你
第三部 生命的修剪   ／勇敢地愛與捨
第四部 生活的智慧   ／踏實地走成長路

作者簡介
羅乃萱 
家庭發展基金總幹事，家庭基建發展總監，並擔任禁毒
常務委員會、家庭議會義務委員。著作包括《長大了，
就明白》、《相信，仍可以……》等。 

司徒永富 
鴻福堂集團執行董事，香港專業人才服務機構主席，香
港樹仁大學工商管理學系系主任（行政）及副教授，著
有《從永富到永富》、《為甚麼不能》等。

戴耀廷 / 龔
立人 / 沈

旭暉 / 蔡
元雲

聯合推薦

成長，學不完的生命功課
羅乃萱、司徒永富／印象文字／HK$83

value  in press

passion  in press

我們這時代的政治，是「心碎者的政治」。

民主，是關乎「心」的操練。你的心若「散開」，結果可能是忿怒、憂鬱、沮喪。你的心若「打開」，卻能因

此承載更複雜更矛盾的人生經驗，結果可能是新生。

我們截然不同的觀點，毋須成為毀滅民主的種子。我們必須關注大家內心那看不見的張力，因為這些張力是民主的組成基礎。

學會「打開」心扉，擁抱政治的張力，將重新發現大家原來彼此相屬，並且彼此的衝突，原來是通向個人及國家新生的入口。

目錄簡介

序言
：心
碎者
的政
治 1/ 民

主的
生態
系統

 2/ 一
個隨
緣公
民的
懺悔
錄 3/ 政

治「
心」

 4/ 民
主

的織
造 5/ 與

陌生
人共
處 6/ 課

室與
教堂

 7/ 深
度民
主的
安全
空間

 8/ 「心
」被
遺漏
的歷
史

作者簡介

帕爾
默（

Parker J. 
Palmer），

著名
作家
、教
育家
及社
會行
動

者，
二〇
一一
年被

 Utne Reader 雜誌
選為
二十
五個
改變
世

界的
卓見
者之
一。
首本
中譯
作品
《讓
生命
發聲
》暢
銷港
台，

激勵
無數
心靈
，其
後出
版的
中譯
作品
還有
《教
學的
勇氣
》、

《弔
詭的
應許
》、《
隱藏
的整
全》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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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簡介

鄒崇銘，任教香港理工大學，社會學博士研
究生，專注於經濟社會學的研究。與印象文
字合作編著《用消費改變世界》、《墟�冚城
市》、《僭建都市》、《住屋不是地產》等書。

黃英琦，香港當代文化中心總監，MaD創不
同召集人、好單位Good Lab召集人。

阮耀啟，任職於香港中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
中心，從事NGO相關研究工作，近來著力推
動社會經濟及社會影響評估在本港的發展。

那些年，我們也走過成長的路
惟有愛與關懷、信任和鼓勵
才是我們給孩子應付人生
各種挑戰的最佳準備
贏和輸，從來都不是賽事的全部

教育是人影響人、生命影響生命的工程。幾
十年來，林浣心校長的小小信箱，不知盛
滿了多少心靈故事，培育著生命奧袐的種

子成長。繼《讓孩子的愛與夢飛翔》之後，林校長再次
向我們展示生命教育、創意教育及情感教育的力量，
讓孩子快樂成長夢飛翔！

「夢想從來不是遙不可及，只要有步驟，有平台，有信
念，還是可以循序實踐。我們要相信教育，今天所做
的一切，都是為了未來。」

目錄簡介
第一部 心慌慌：怎樣預備小一面試？
第二部 眼光光：如何啟動孩子的學習動機？
第三部 男孩心事：如何開發男孩子的情商？

編採簡介
邵瑞珊
文字工作者。曾擔任報館記者、機構傳訊，及後遠赴英國
修讀倫敦大學 Goldsmiths College 品牌發展碩士課程，畢業
後仍然手執一支筆，為多間機構進行書刊編採。深信文字
和教育一樣，具無限的可能性和影響力。

基道書樓及各大書店有售，詳情及試閱請參 http://inpressbks.wordpress.com/

快樂成長夢飛翔
林校長的生命教育

林浣心校長  口述、邵瑞珊  編採
印象文字／HK$83

共享城市
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
良心消費到共享經濟（上）

共享香港
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
良心消費到共享經濟（下）

鄒崇銘、黃英琦、阮耀啟  主編
印象文字／每冊HK$68

value  in press

passion  in press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共享皆是社會生活的必然組成部分，合作互助是人類
賴以生存的必要條件；但過去二百年市場經濟發展無遠弗屆，生產和消費
活動變得高度個體化，人們彷彿亦失去了共享的記憶和本能。 

近年共享經濟的重新興起，則主要涉及資訊科技的發達，人們通過互聯網
建立虛擬社區，重拾平等互助的合作精神。Web 2.0應用技術的進一步普
及，就令分享成為極為普及的互聯網功能。線上共享文化的影響力最終亦
普及至線下，促使各種共享實驗在日常生活中出現。

去年，《經濟學人》雜誌（The Economist）曾以共享經濟作為封面專題，意
味它正式從另類走進主流市場領域。

《共享城市》 探討共享經濟概念、南韓和英國的例子

《共享香港》 搜羅共享經濟的香港現存實例   

我們這時代的政治，是「心碎者的政治」。

民主，是關乎「心」的操練。你的心若「散開」，結果可能是忿怒、憂鬱、沮喪。你的心若「打開」，卻能因

此承載更複雜更矛盾的人生經驗，結果可能是新生。

我們截然不同的觀點，毋須成為毀滅民主的種子。我們必須關注大家內心那看不見的張力，因為這些張力是民主的組成基礎。

學會「打開」心扉，擁抱政治的張力，將重新發現大家原來彼此相屬，並且彼此的衝突，原來是通向個人及國家新生的入口。

MaD創不同  ／土地正義聯盟 ／香港中

文大學公民社會研究中心 ／香港社會

經濟聯盟 ／聖雅各福羣會土作坊 ／香

港婦女勞工協會 ／公平點@香港公平
貿易動力 ／在地生活 ／關懷全球在地

Glocal Care 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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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古猶太教——
 新象、新觀

Ancient Judaism: New Vision and Views
 M. E. 史東（Michael Stone）  著／周健文  譯

 崇基學院神學院／HK$150

 本書探討近年作者一直專注的課題，就是有關第二聖

殿時期猶太教研究的有關議題。本書所觸及的具體課

題，範疇頗為廣闊，而作者則希望能對應一些假設和

公認的信念，幫助決定上個世紀後半期這個領域的學

術研究的方向。

02 字字珠璣——
 細讀希伯來書

Let’s Study Hebrews
 希威爾．瓊斯（Hywel Jones）  著／卓君威、王之瑋  譯

 改革宗／HK$105

 作者指出希伯來書透過「使者耶穌超越摩西和約書亞」

及「大祭司耶穌超越亞倫和麥基洗德」來說明基督帶給

我們更美的事，遠遠超乎舊約。希伯來書的勸勉和警

告，不僅是針對一羣需要幫助的希伯來信徒，同時也

是針對今日教會的眾信徒。本書是詮釋、應用聖經信

息的聖經研讀本，期望以聖經的教導，影響和轉化讀

者的生活。

01 02

神 學 � 研 經

露宿苦路十四站
林國璋  著／基督教善樂堂／HK$50

今天是基督受難日，我們聚集在這裏：深水埗天橋底，

一處全港最多無家者聚居之地方，亦象徵著香港最貧窮的地方。

這裏的無家者，全都是社會上最卑微的人，
他們每天活在別人歧視的眼光下，
但仍努力地生活，活出人的價值與尊嚴。

「苦路十四站」這禮儀方式在十八世紀確立，起源可追溯至初世紀時，信
徒往耶路撒冷憑弔耶穌當年受難的地方，建造一些紀念碑以便後人尋索。
「苦路十四站」的內容大多記載於四福音中，亦有部分為口傳。禮儀學家
嘗試把這傳統結合到今天的處境，讓信徒透過自己身處的實況，對耶穌在
十架上為我們所作出的犧牲，有更深刻的體會。本書作者將關懷無家者的
經歷，融入苦路十四站的禮拜形式中，提供禮文、詩歌、每站信息等，讓
教牧、信徒可參考及於聚會中使用。

出版

03 04 05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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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不好的日子會讓好日子變得更好——
 單親媽媽走過喪子風暴
 劉珊  著／宇宙光／HK$88

 作者赴笈台灣的十九歲兒子因感情受挫而自殺身亡，

帶給她無法言喻的痛苦打擊。接下來她不停書寫，留

下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書中清楚看見她思子的深

切，也看見她心境的轉變，字裏行間處處流露出母子

溫暖動人的愛，與生命中的掙扎、痛苦、得勝，讓讀

者看到她所仰賴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

04 雁過紅河——
 記神陶造的歲月
 陳滿堂、詹維明 編／濛一設計坊／HK$98

 本書由一羣在六十年代於加拿大城市溫尼辟（Winnipeg）

讀 書 生 活 的 基 督 徒 撰 寫，他 們 自 稱「 溫 尼 辟 人 」

（Winnipeggers），大部分是現今華人教會圈子的領袖。

作者並不是要「想當年」，而是希望藉著回顧昔日在冰

天雪地的北國小城裏，上帝對他們的模造，分享他們

學習為耶穌而活的經歷，從而薪火相傳。

05 廚房佬的不敗哲學
 李棠／公義樹／HK$88

 作者被喻為「飲食界阿信」，當年以一輛手推車創業。

憑著對美食與廚藝的執著，並帶著使命與堅持，創作

出多個榮獲「香港美食之最大賞」的名菜食譜，並獲選

為中國國家名廚。本書公開作者獨有的烹調方法及得

獎食譜，更記載他走過人生酸甜苦辣的經歷，與讀者

分享對美食、廚藝、人生、使命的體會。

見 證 � 傳 記

06 當你沒有富爸爸——
 後獅子山世代生存實錄
 吳國偉、劉劍玲  編／香港基督徒學生運動、春天教會

 HK$88

 本書以訪談為主軸，以故事為基礎，記錄了十九個香港

青年的故事，深入刻劃香港青年有血有肉的困苦景況。

本書除了讓讀者了解社會實況，更帶出貧窮的定義：「貧

窮」未必指人過著艱苦的生活；假若人過著舒適的生活，

但仍然受限於社會規範，其實更為「貧窮」。反之，堅持

自己想法的人，即使三餐不繼，卻可享受富足的人生。

社 會 � 通 識

同湖異舟──
與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家庭同行

Same Lake Different Boat: 
Coming Alongside People Touched by Disability

史蒂芬妮．胡巴赫（Stephanie O. Hubach）  著
駱鴻銘  譯／改革宗／HK$105

按照聖經理解身心障礙

    了解面對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家庭時的挑戰

        明白教會在不同能力的人中應該扮演的角色

本書讓讀者認識到身心障礙人士及其家庭

面臨怎樣的困境，以及了解如何回應從

上帝而來的呼召，殷勤款待身體條件不

同的肢體，建立有能力擁抱身心障礙

朋友的教會。

這不是一本激勵人心的書，不是一本按部就班進行的事工手

冊，也不是要呈現過去的傷痛，而是描繪作者在面對百般掙扎

後所領受的異象，提供一個途徑讓讀者：

出版

“
”



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再見．愛
Experiencing Grief
作者：賴諾曼（H. Norman Wright）
譯者：蔡明穎
出版：舉手網絡
定價：HK$120

愛，就像白開水，在你渴的時候

來解其乾涸。面對悲傷，你會

逃避嗎？作者賴諾曼將帶你認識

悲傷、學習同理、明白怎樣付出

愛，並體會上帝源源不絕的愛。

但願40歲前就知道怎樣
造就豐盛的下半場人生

作者：區祥江
出版：亮光文化
定價：HK$78

怎樣才能夠生活得有意義？本書

作者將在踏入中年後會面對的改

變與你分享，再加上自己的個人

經歷，讓你安靜下來，反思自己

的生活。

上帝的家書——
從創世到啟示的二十堂課

作者：楊詠嫦
出版：突破
定價：HK$110

聖經就如一封從天上來的家書，

充滿著慈父的叮嚀，呼喚著我們

這羣迷了路的羊。本書深入淺出

地將聖經重要的信息展開，讓我

們重新檢視所信的，作出反思。

用新眼光看耶穌與
保羅—
基督宗教的根基與建築師

Jesus und Paulus:
Fundament und Architekt des 
Christentums
作者：葛德．泰森（Gerd Theissen）
譯者：南與北文化、台灣神學院、

台南神學院翻譯小組
出版：南與北文化
定價：HK$140

作者帶領我們重新認識耶穌，還

有學效保羅的遇恩、知恩、感恩

和報恩，在這個世界作鹽作光。

教會製造——
70個為新朋友度身訂做的
友誼連結活動

作者：朱世平
出版：基稻田
定價：HK$138

為教會新朋友構思活動是否令

你感到苦惱？本書為教會和小

組設計了七十個實用的活動，

並詳細列舉籌備細節、活動流

程、經驗分享，非常值得參考。

重新認識屬靈爭戰——
聖經研究、心理治療和心靈

醫治的整合

作者：麥啟新
出版：天道
定價：HK$110

本書以嚴謹的神學進路，探討屬

靈爭戰的聖經基礎，並整合聖經

研究、心理治療、心靈治療等範

疇，教導信徒如何擺脫魔鬼迷

惑，得到醫治和釋放。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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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心擁抱你——
讓人生好得不像話的靈修小品

作者：力克．胡哲（Nick Vujicic）
譯者：許妍飛
出版：方智
定價：HK$93

一出生便缺少雙手和雙腿的力

克，經歷過人生的低谷。力克用

自己的經歷寫下五十篇激勵人心

的文章，傳遞信心、希望和愛的

信息，滋潤你我的心靈。

締造平安的教會——
基督的身體作為服事的羣體

Shalom Church: 
The Body of Christ as 
Ministering Community
作者：格雷克．內桑（Craig L. Nessan）
譯者：陳永財
出版：浸信會
定價：HK$128

一所締造平安的教會是怎樣的教

會？內桑透過思考教會的本質，

幫助教會明白傳福音和社會服事

的關係。作者又配合當代處境，

嘗試展現教會的使命。

廖智：
感謝生命的美意——
無腿舞者激勵心靈的勇氣之書

作者：廖智
出版：中和
定價：HK$108

因為四川地震，廖智失去女兒、

失去雙腿、失去婚姻。透過這激

勵人心的故事，讓我們得見這位

無腿舞者的悲痛、堅強、對上帝

的感恩。

走進伊斯蘭世界
Encountering the World of Islam
作者：凱斯．斯沃特利
 （Keith E. Swartley）
譯者：美國書念人書房編譯團隊
出版：美國書念人書房
定價：HK$250

雖然很多宣教團隊到穆斯林地區

宣教，但對穆斯林的認識仍很貧

乏。本書讓我們深入認識伊斯蘭

教的信仰、當代宗教文化，以及

與伊斯蘭教對話等課題。

兒童品格聖經（進階篇）

編者：黎永明
出版：環球聖經公會
定價：每本HK$150

本書透過新舊約的聖經故事、一

系列活動、問題討論，來塑造子

女的品格，讓子女學會待人處事

的智慧。

殷勤治理——
「成人」取向的教會管理

作者：林德皓
出版：道聲
定價：HK$126

作 者 以 豐 富 的 教 學 和 行 政 經

驗，讓教會管理者從規劃、組

織、領導、控制四個方向，提

升領導和管理的質素。



Reality, Grief, Hope: Three Urgent Prophetic Tasks
Walter Brueggemann / Eerdmans / HK$135
舊約學者布魯格曼（ Walter Brueggemann ）探討先知們自耶路撒冷陷落以後，他們最迫切的三

大任務：直指真理、表達哀傷和常存盼望。作者以此問題入手，其所指向的，不僅僅是古代的

故事，也是一個時代的諍言——反思美國「九一一事件」，並重新思考舊約先知這三大任務的

當代意義。

The Book of Genesis: A Biography
Ronald Hendel / Princeton / HK$375
The Book of Job: A Biography
Mark Larrimore / Princeton / HK$375
The Dead Sea Scrolls: A Biography
John J. Collins / Princeton / HK$375
Jesus in the Talmud
Peter Schafer / Princeton / HK$390
Scribal Culture and the Making of the Hebrew Bible
Karel van der Toorn / Harvard / HK$380
Urban Religion in Roman Corinth: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Edited by Daniel Schowalter and Steven J. Friesen / Harvard / HK$400
The Surprising Election and Confirmation of King David
J. Randall Short  / Harvard / HK$300
Jesus among Her Children: Q, Eschatolog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Christian Origins
Melanie Johnson-DeBaufre / Harvard / HK$350

	 聖經研究 ／教會歷史 	

	 信徒生活 ／靈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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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ocryphal Acts of the Apostle 
Edited by Francois Bovon / Harvard / HK$380
The Enlightenment Bible: Translation, Scholarship, Culture
Jonathan Sheehan / Princeton / HK$320
As Long as the Earth Endures
Edited by Jonathan A. Moo and Robin Routledge / Apollos / HK$300
The Future of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Edited by Stanley E. Porter Jr. and Matthew R. Malcolm / IVP / HK$162
The Lost World of Scripture: Ancient Literary Culture and Biblical Authority
John H. Walton and D. Brent Sandy / IVP / HK$216
AOTC: 1 & 2 Kings
Lissa M. Wray Beal / IVP / HK$495
ZECNT: 1, 2, and 3 John
Karen H. Jobes / Zondervan / HK$315
NIVAC: Matthew
Michael J. Wilkins / Zondervan / HK$405
Wisdom's Wonder: Character, Creation, and Crisis in the Bible's Wisdom Literature
William P. Brown / Eerdmans / HK$225

The Jesus Prayer: A Cry for Mercy, a Path of Renewal
John Michael Talbot / IVP / HK$144

「主耶穌基督，上帝的兒子，求你憐憫我這個罪人！」此句出自傳統東正教的耶穌禱文（Jesus 
Prayer），充實而有光輝，本書作者著力探討當中每個字詞的意義，並將之對應現今信徒的處境，

且於每章末附有實踐應用。靈修不是高深莫測的修練，而是一次又一次與上帝真實的相交。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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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y Luck
Eugene H. Peterson / Eerdmans / HK$108
畢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是牧人、哲人，也是詩人。他以真誠的心，沉思不斷，為我們寫

下精練的詩句，讓人感受到天國如何臨到人間。

Jesus Is: Find a New Way to Be Human
Judah Smith / Thomas Nelson / HK$153
Christ-Shaped Character: Choosing Love, Faith and Hope
Helen Cepero / IVP / HK$144
A Guidebook to Prayer: 24 Ways to Walk with God
MaryKate Morse / IVP / HK$165
Spiritual Direction
Gordon T. Smith / IVP / HK$135
You Can Pray
Tim Chester / IVP / HK$150

Liang A-Fa: China's First Preacher, 1789~1855
George Hunter McNeur / Pickwick / HK$200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Jessie Gregory Lutz / Eerdmans / HK$405
Resident Aliens: Life in the Christian Colony (Expanded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Stanley Hauerwas and William H. Willimon  / Abingdon / HK$180
Faith-Rooted Organizing: Mobilizing the Church in Service to the World
Alexia Salvatierra and Peter Heltzel / IVP / HK$160

教牧／宣教

神學／護教

03

The Tradition of Liberal Theology
Michael J. Langford / Eerdmans / HK$162
全書從四方面梳理自由主義神學：（ 1 ）自由主義神學是甚麼；（ 2 ）自由主義神學的特徵；（ 3 ）

古今神學家如何建立該神學傳統；以及（ 4 ）自由神學的不同可能性。本書只有百多頁篇幅，內

容深入淺出，以此為入門課本，實在不可多得。

Jerusalem: City of Longing
Simon Goldhill / Harvard / HK$280
A Short History of the Jews
Michael Brenner / Princeton / HK$375
The Gnostics: Myth, Ritual, and Diversity in Early Christianity
David Brakke / Harvard / HK$285
Trent: What Happened at the Council
John W. O'Malley / Harvard / HK$336
Christian Political Witness
Edited by George Kalantzis and Gregory W. Lee / IVP / HK$234
Theology of Mission: A Believers Church Perspective
John Howard Yoder / IVP / HK$450
Hauerwas: A (Very) Critical Introduction
Nicholas M. Healy / Eerdmans / HK$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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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恩典充滿這地
 基恩敬拜

2. 八福臨門 6 DVD
 影音使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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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顛覆現實的基督論 MP3
 環球聖經公會

6. 瀕死經歷 7+7──窺探地獄 DVD
 映星娛樂

7. 從心合一 CD+DVD
 讚美之泉

8. Yeah Show 2013──不知所謂！不知
所為？ DVD

 飛躍網絡

9. 平安的路
 基恩敬拜

 85 屆港九培靈研經大會三合一合輯MP3
 真証傳播

1. 學作主的門徒——與潘霍華一同
靈修40天

 羅恩．克盧格  ／基道

2. 當耶穌遇上病了的教會
鄧瑞強、趙崇明 合編
基道、香港神學院

3.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

4. 真的有天堂
 陶德．博爾普  ／保羅文化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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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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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是否真有神的存在
 溫偉耀  ／明風

8. 禱告手冊
 全恩事奉中心  ／全恩事奉中心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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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雞毛蒜皮的信仰
 許立中  ／基道

中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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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eriencing God Day by Day: 
Devotional

 Henry Blackaby, Richard Blackaby  
B&H

3.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Oswald Chambers  ／Barbour

4. Disappointment with God: 
Three Questions No One Asks 
Aloud

 Philip Yancey  ／Zondervan

5. The Inner Voice of Love: A 
Journey Through Anguish to 
Freedom

 Henri J. M. Nouwen  ／Image Books

6. Where Is God When It Hurts?
 Philip Yancey  ／Zondervan

7.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 A Story of Homecoming

 Henri J. M. Nouwen  ／Image Books

8. Streams in the Desert: 366 
Daily Devotional Readings

 Lettie B. Cowman, Jim Reimann  
Zondervan

9. Your Mind Matters: The Place of 
the Mind in the Christian Life

 John Stott  ／IVP

 Kingdom Ethics: Following Jesu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Glen H. Stassen, David P. Gushee  
IVP

10.

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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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二、三……，共出版了二十一本書！這是「聖

經通識叢書」十四年的成果。於我看來，這套叢

書不僅僅是一個出版企劃，更是文字事工。它是

文字事工，因為其背後有某種理念推動著，就是將那些看

來深奧的聖經研究學術理論，化成顯淺的文字表達，讓信

徒可享受當今學者努力研鑽的成果。它是文字事工，因為

它有意義深遠的使命——提升信徒對研經的興趣。

「聖經通識叢書」，就是由上述這個夢想開始的。

要實現夢想，需要有行動。行動之時，自然會遇上種種困

難，當中主要來自能力上的限制。由於我的語文能力和聖

經知識都不足，因此一方面要提升語文能力，培養思辨技

巧；另一方面，也要汲取更深更廣的聖經知識，於是決定

前往神學院進修（這是我第三次入神學院了）。慶幸的是，

在我事奉的不同階段裏，遇上很多文字工作的同行者，他

們都不吝和我分享編寫心得，拓寬我的出版視野。可是，

當同時兼顧工作和進修，再加上參與母會的事奉，這些日

子實在壓得人喘不過氣來。過去十年，我就是這樣工作、

生活，當中經歷過兩次大病。不過，最近我決定更專心於

文字工作，生活也輕省了。

隨之而來的是經濟方面的困難。我負責的主要是組稿工

作，就是協助作者將其撰寫的內容，以不同形式表達出

來。在這過程中，我需要使用一些研究工具書、釋經書，

相關的聖經軟件更是少不了。為此，我得投放資源在這

些研究工具上。在過去的一段日子，若不是出版社一直支

持，這事工實在難以實現，但所給予的支援仍有其限制。

所以，為了做好組稿工作，我只好四出奔跑，到各大神學

院的圖書館查考資料，但我卻十分享受當中的過程，最終

得益的仍是自己。

十四年的日子，時間不長也不短，但當中已經歷了不少人

事變遷。另外，又因我個人健康狀況，曾一度考慮將這事

工結束。但基於出版社對我的支持，以及讀者的鼓勵，令

我一直堅持下去。

有不少讀者經常問我：何時有新書出版？有沒有某卷書的

析讀？某某作者會否再寫某卷書的析讀？他們又會給我讀

者回饋，無論是在內容上還是寫作模式上，這在在反映讀

者們對這套叢書的期望和要求。當然，我們不應被讀者牽

著鼻子走，但他們的回應卻是我前行的動力，亦讓我看見

自己有待成長的空間。

若將這套叢書比喻為一個人的成長，它可能已經過了初生

嬰兒的階段，漸漸長成為一個對將來有著無限期盼的年青

人，今天他仍需要周邊的人對他的鼓勵、支持和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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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道文字事工 印象文字

共享城市：
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良心消費到
共享經濟（上）

共享香港：
從社會企業、公平貿易、良心消費到
共享經濟（下）

鄒崇銘、黃英琦、阮耀啟 主編
印象文字／每冊HK$68

Sharing Values
分享價值

Sharing Life
分享生命

Sharing Words
分享聖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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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將出版

成長，學不完的生命功課
羅乃萱、司徒永富
印象文字／HK$83

快樂成長夢飛翔——

林校長的生命教育

林浣心校長 口述、邵瑞珊 編採
印象文字／HK$83

敬虔操練 13 課
羅慶才／基道／HK$68

擁抱危機的事奉傳承——
提摩太後書析讀

曾思瀚 著／曾景恒 譯
基道 ／HK$98

小堂會，大啟示——
回歸聖道與聖禮
Preaching and Worship in the Small Church

韋利蒙（ William H. Willimon ）、
韋爾遜（ Robert L. Wilson ） 合著／陳永財 譯
基道 ／HK$73

國度倫理——
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
Kingdom Ethics:
Following Jesus in Contemporary Context

司道生（ Glen H. Stassen ）、顧希（ David P. 
Gushee ）合著／紀榮智、吳國雄、梁偉業 
合譯／基道／HK$3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