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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們常掛在口邊的香港被邊緣化的論述，其實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尤
其於回歸前後，在香港文化研究圈子之中是頗具爭議性的。當年仍在香港
大學比較文學系的阿巴斯（Ackbar Abbas）在其經典著作 Hong Kong : Culture
and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中，便指出將香港想像成邊緣化的香港（或
各式各樣的本質論主張，例如大都會想像 ）是有問題的。一方面這論述將
異質的香港同質化，另一方面這只會強化了中心（ 中國？），更肯定了中
心的價值。當時，我在他的指導下撰寫有關香港被中國民族主義者邊緣
化的碩士論文，他便常問我，所謂中心，其實只有一個，抑

或有多個？中心與邊緣又是否如想像般穩定？在某
一個層面處於邊緣，會否在另一層面卻處於中心？
也就是說，在某一方，我被他者所控制，但我在另一方，卻又可控制他
者。這令我想到，中心與邊緣的關係，似乎比想像中複雜，且不是一種單
向、而是多向的關係。因此，與其講邊緣化，不如講去中心化，即一種解
構意味甚重的想像香港的策略。

駱穎佳
浸會大學人文及創作系（通識及文
化研究課程）講師，從事跨學科人
文學研究，喜歡置身不同的學科邊
界作種種對世界及生命的想像，讀
哲學及文化研究，但神學卻是自己
的終極關懷。

此外，當年還有「 北進想像 」的批判。１ 針對當時九七前後，香港會日漸
被大陸邊緣化的看法，有學者便提出，八、九十年代香港資本家趁著大陸
改革開放，紛紛北上開廠，以低廉的工資，超長的工時要求，聘請大陸民
工，配以惡劣的工作環境，從中生利（ 當時常有港商開設的工廠，因防火
設施欠佳而釀成火災，造成民工傷亡 ），這根本就是一種對弱勢內地民工
的剝削。因此，對大陸市民而言，當時作為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香港，根
本就是一個財大氣粗的帝國，又怎會是被邊緣化的城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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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歸之後，隨著中國的國勢及財力日漸壯大，加上
香港政府弱勢無能，令香港黯淡無光，於是香港被邊
緣化的論述又被再次提及。但所謂被邊緣化，究竟是
指哪一方面被邊緣化？這又視乎那邊緣化論述的政治
位置。無論在建制或反建制的邊緣化論述裏，香港被
邊緣化的理解都可以有很大差異，猶如一個浮動的符
號（ floating sign ）讓大家各取所需。
首先，建制論述所理解的邊緣化香港，往往指向香港
與其他東南亞地區的比較，例如相比起新加坡，以至
國內城市如深圳或上海，香港已日漸失去其經濟上的
競爭力，例如缺乏多元化的產業及人才流失等。當
然，其背後的潛台詞是，反對派及公民社會對香港造
成的政治亂局，特別是來自各式各樣的異議運動，令
政府不能「 正常運作 」
，自廢武功，以致削掉自身的競
爭力。因此，要令香港不再被邊緣化便要少攪政治，
多攪經濟。這種論述充滿政治保守性，並以一種新自
由主義的市場價值作為衡量香港的標準。
相反，在反建制的論述裏，香港被邊緣化則意指香港
的主體性在回歸之後，無論在本土文化 ／本土意識的保
存上（ 例如粵語的地位 ）、本土經濟自主的發展上（ 例
如本地農業的發展、地方小店的經營 ），以及政治獨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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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建立上（ 例如廢除小圈子的特首選舉制度 ）都日漸
受到大陸的政治、經濟及文化的威脅及操控。因此，
香港要避免被邊緣化，就要捍衞一己的主體性，並要
建立本土及城邦意識。由多年前的反高鐵、保護皇后
碼頭及菜園村等城市 ／鄉郊保育行動，到近年香港城邦
論所衍生的反水貨客、反自由行運動，以至香港大學
學生會《 學苑 》的《 香港民族論 》的港獨主張，甚至雨
傘運動，都可視為命運自決、對抗被大陸邊緣化的自
救運動，雖則內裏充滿各種意識形態的差異（ 例如本土
派與左翼的路線之爭 ）。
總言之，香港邊緣化論述在過往的一段日子有不同
的 定 義 及 討 論。但 對 我 而 言，面 對 今 日 中 國 天 朝 國
族 主 義 的 威 脅，我 們 更 需 要 思 索 的 是，在 過 去 的 日
子，不同的中國國族主義論述（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discourses ）在其國族想像的工程裏，怎樣邊緣化香港
這個他者？事實上，這對香港當下種種本土意識及歷
史的建立實在非常重要，因不能知彼，就不能知己，
自我與他者根本就是相生亦相剋的關係。

註釋
1. 見陳清橋編：
《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
（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
。

66

照傳統的理解，「 邊緣 」是個負面又含有絕望意味的形容詞，如
「 邊緣青年 」、「 社會邊緣人 」、被「 邊緣化 」等等。在教會裏，
我們也會用「 邊緣信徒 」形容一些不穩定出席崇拜的人，或那些
在教會裏沒幾個朋友、思想行為與眾不同、不聽教導又不順服權威之士。

按

信徒在教會中成為邊緣（ 不是被邊緣化 ），可能是基於組織結構的因素，
又或是其他個人因素，包括：性格、社會身分地位、參與教會活動的時
間、投入程度、個人選擇、社交能力或心理狀況等。
對「 邊緣 」的另一種詮釋，就是相對於「 中心 」的「 其他 」。在現有大多數
的教會管治模式，教會的「中心」就是核心的教會領袖（包括牧師、傳道、
長老及執事）。當然，有事奉崗位的信徒，也能晉身「中心」行列。然而，
「 中心 」人士可能只佔總會友人數的五分之一，他們其實是少數；而其他
信徒則是大多數的「 非中心 」人士。兩者之分別只是相對於「 中心 」的遠近
程度而已，也就是說，在教會中大部分人都是位處邊緣的。
「邊緣信徒」也可以指「不一樣」或「非主流」信徒。
「不一樣」不是指對立，
「 非主流 」也非離經叛道。筆者自願選擇以「 邊緣信徒 」的身分處身教會，
是因不認同部分傳統的習慣、抱持異於主流的神學理解、對信仰踐行有異
於主流的看法。
「 不一樣 」，就是不追求「 有崗位 」的事奉；「 非主流 」，就
是不隨意跟大隊以吃吃喝喝為首要任務、不視權威人士為絕對；不爭取位
列首排拍照，而沒有親自服事及聆聽有需要的肢體；堅持用十多小時預備
查經、挑戰亂引聖經的講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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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筆者對教會有很高的忠誠度，也曾位於「 中心 」，只是有時對教會
牧養和如何「 成為教會 」方面，有別於主流的看法。筆者也沒有打算離開
現處的教會；如非偶爾到外地公幹，則每星期天都準時參加崇拜，也恆
常奉獻，又與肢體保持深入的相交生活。雖然過去曾參與不少事奉，但
多是被邀請才承擔的，就連出任導師也自設期限，更反對一人身兼數個
崗位的事奉模式。
選擇做「 邊緣信徒 」，乃是筆者經過多年反省的結果。自十九歲始，我就
在一所教會做執事，一做便十多年。曾年少氣盛，恃才傲物，期間犯過
不少錯誤。現年紀漸長，見識較以前稍多，且經歷了上主更多恩典，也
學會在失敗中成長，因此對信仰有更深刻的思考。現在的我，並不認為
教會的成員必須承擔某些事奉，又或要有某種社會地位才成。同時，我
也不同意信徒與上主的關係，以事奉多寡為指標。其實能夠事奉上主是
恩典和禮物，絕不是交換而來。故過去十多年，我再沒興趣追求任何事
奉崗位，對由開會主導的事奉崗位反感，更不用說進入「 中心 」了。

最後，筆者想指出，選擇位處邊緣並非一件很難過的事，只是少了些飲飲
食食的分兒，以及少了幾張位列前排、發佈在面書（ Facebook ）的照片。
只要保持坦誠，繼續與其他肢體相交，朋友還是不少的，但必須花時間解
釋對事情的看法，以減少誤會，因大部分人還是喜歡「 統一 」，而視另類
為反叛。現處的位置是我自己選擇的，因不想妥協，但 不妥協不是

指敵對，反是一種顛覆的行為——向其他人示範另
一種可能。其實，這更是一種不分離的反饋，讓人知道教會生活不是
只有一種方式；在主裏，我們要尊重多元。

梅志榮
思道平台召集人（思道平台的使命是推動基督
徒以聖經、神學、理性思考，從而建立踐行信
仰的羣體）
。除此之外，還有多種身分：企業
的管理人、教授、生涯規劃教練及變革管理顧
問；喜歡閱讀不同類型的書籍；雖然不是腰纏
萬貫，還是要上班，但已用退休的心態過活
（即沒有野心，對得失不上心）
；願多與青年同
行，助其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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緣 」，相 對「 中 心 」而 言，另 一 種 認 知
觀 點 也。邊 緣 上 的 教 會，總 離 不 開「 中
央 」、「 核 心 」、「 主 流 」、「 既 得 利 益 者 」
諸如此類的前設。

「邊

客觀上，後君士坦丁的現代社會中，還有教會不位處
邊緣上嗎？不論普世，只談大中國邊陲的香港這政治
現實，此城中的教會，就全都是地理邊緣上的教會。
「 邊緣 」不是問題，關鍵是邊緣上的香港教會，就只有
一種角度自況與自我觀照嗎？
雨傘運動（ 後 ）佔領時期，香港社會分崩離析。危急存
亡之秋，香港仍然不乏打著「 政教分離 」旗幟的教會；
她們堅持與政治（ 中央 ）保持距離和互不干涉，希冀教
會能因而在中國邊陲明哲保身。這類邊緣上的教會，
奉「 順服掌權者 」
（ 羅十三章 ）的教導為金科玉律，經
常自我審查和自我修正。她們恐怕被看成中央眼中的
邊患，竟不知不覺地築起邊防的「 高牆（ 教會 ）」。表
態 邊 緣，實 情 高 牆。自 我 噤 聲，有 時 與 助 紂 為 虐 無
異。相關「 邊緣 」，實屬「 政教分離的自我邊緣化 」。
大是大非之際，亦有另一種「 邊緣觀 」
。個別教會或來
自四方八面的香港基督徒，上街抗爭。當中，有些響應
本土意識的非宗教號召，主張「 自己香港自己救 」
，激
化中港矛盾，顛覆中央由上而下的「 一國 」
（ 中心－邊
陲 ）思維。這類邊緣上的街頭教會，本身就是教會界的
偏鋒，強調「 同行 」
，常與建制外的羣眾風雨同路。她
們無懼被雙重邊緣化；即便如此，
「 教會 」也避免不了
落入為個別政客服務的試探！目下的本土式「 邊緣 」
，
會否瞹眛地變成「政（客）教（會）合一的去邊緣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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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向左，或向右，步履蹣跚，忐忑不安，香港教會還有第三條邊緣路可行
在其間嗎？
邊緣上的教會，當以邊緣上的耶穌馬首是瞻。往昔，羅馬帝國國勢如旭
日初升，東方邊陲任用大希律王為兒王帝，統轄猶大這藩屬國。適時，
耶穌誕生，引來東方博士（外國勢力），喚起民間的政治訴求，期待真「猶
太人之王 」
（ 太二 2 ）復辟。耶穌終其一生，未嘗稱帝，只在釘十字架之
際，被戲稱「 猶太人之王 」
（ 太二十七 37 ）。即便如此，正值壯年，耶穌
曾聚集成千上萬的羣眾論道（ 太十四 13 ～ 21 ），又在夾道歡呼的情勢下
騎驢進郇城（ 太二十一 1 ～ 11 ），也竟敢在聖殿推倒官商勾結的貿易場地
（ 太二十一 12 ～ 13 ）。政治姿態，甚囂塵上。看來，耶穌身處政治上的
邊陲，仍能掀起政治風波，可見他與「 政教分離 」扯不上關係。然而，他
又絕非政客，畢生以身教言教天國的福音為己任（ 可一 15、38 ～ 39 ）。
論耶穌的地緣關係，他來自地理上邊陲中的邊陲，常被輕視為「 加利利
人」
（ 太二十六 69 ）或「 拿撒勒人 」
（ 太二十六 71；約一 46 ）。耶穌來自
邊緣，也走向邊緣。他主動接觸文化上的邊緣族羣，如撒馬利亞人（ 約四
1 ～ 42 ）
；又服事經濟上的邊緣弱勢，好像乞丐（ 約九 1 ～ 8 ）、無家者（ 可
一 1 ～ 20 ）
；也經常與社會上的邊緣人士交往，尤其是稅吏和「 罪人 」
（太
九 10；路十五 1 ～ 2 ）。觀乎初期教會集體回憶中的耶穌，他常遊走於愛
與痛的邊緣，簡直是日後邊緣上的教會（ 太十八 17 ）之啟蒙者。

今時今日，位處邊陲的香港教會，也當無懼走向任何
邊緣，因我們的耶穌也在邊緣活過死過。那時，耶穌
在「中央」
、
「核心」
、
「主流」
、
「既得利益者」的縫隙
中，還「邊緣」風采！邊緣上的教會，當跟隨耶穌的
腳蹤行，在愛與痛之間，呈現邊緣的複雜面貌，轉述
邊緣的真正聲音，重申邊緣的人性尊嚴。
延伸閱讀
Meier, John P.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Volume One:
The Roots of the Problem and the Person. NY: Doubleday, 1991.
Meier, John P.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Volume Two:
Mentor, Message, and Miracles. NY: Doubleday, 1994.
Meier, John P.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Volume Three:
Companions and Competitors. NY: Doubleday, 2001.
Meier, John P. A Marginal Jew: Rethinking the Historical Jesus. Volume Four:
Law and Love. NY: Doubleday, 2009.

陳龍斌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德國海德堡大學神學博士；專研天啟主義、啟
示文學、耶穌運動、新約倫理等；傘城網上教
會（ Umbrella City Cyber Church ）創辦人之一。

關瑞文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行政）副院長、副教授
基道「實踐神學系列」主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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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神學的圈子裏，自上世紀中葉以來，神學的實踐性一再被重申。
這其實並不是甚麼新事物。遠自中世紀，已經有神學巨人，如董
思高（ John Duns Scotus ），他強調神學乃一門實踐科學（ practical
science ），其所關注的那一位乃生命之終極彼岸 —— 即上帝本身 —— 以
及人如何可以到達這彼岸。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早於幾百年前曾
如此說：「 真正的神學，是實踐的；思辨神學，是屬於地獄裏的魔鬼的。」
他還打趣地說了一個比方，說一個商人，如果只是坐下來精密計算今年他
可獲利多少，那只是紙上談兵，甚麼也沒有實踐過，到頭來他的生意只會
剩下一場空。當今實踐神學大師歐斯孟（ Richard R. Osmer ）於《 實踐神學
國際期刊》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ractical Theology）指出，近數十年來，
實踐神學這門學科有不少新的建樹，包括其在學術地位上，有不少進展。
他又強調，把實踐神學視為只關心技術研發，或把實踐神學視為應用神
學，是非常落伍的看法，是生於對神學傳統的無知和誤解。簡言之，他敬
告讀者，實踐神學，是重申神學的實踐性的學術學科。
把神學的學術性及實踐性重新關聯在一起，絕不是在真空裏發生的。這
種重申，其實是孕育於神學教育的改革史中。第一波改革，由尼布爾
（ Richard Niebuhr ）於 一 九 五 〇 年 代 展 開。 1 他 狠 批 士 來 馬 赫（ 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的神學教育模型，認為他基於十九世紀的德國大學教育
特殊處境，把神學一分為三，即哲學神學、歷史神學、實踐神學，這驅使
後來的神學教育變得支離破碎，科際間互相脫離，理論與實踐變成兩個不
同的領域。第二波改革，由費爾丁（ Charles R. Feilding ）2 於一九六〇年代
領頭。他認為要治療神學教育那種支離破碎的病症，必須把神學教育根
植在臨牀世界中。第三波改革，始於一九八〇年代法利（ Edward Farley ）
的反思討論。這一輪討論，參與者眾多，當中包括不少有名氣的神學

8

9

家，他們的討論非常豐富。其中霍夫（ Joseph C. Hough ）及科布（ John B.
Cobb ）3 就指出，神學教育必須朝向科際整合的方向改良，並且必須把神
學結合到在地實踐的事情。他們認為，神學教育的任務，就是要培育具
有兩重特質的實踐神學人 —— 即具信仰傳統視野的實踐基督信仰思考者
（ practical Christian thinker ）及善於在行動中思想的反思實踐者（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
這場神學教育的反思運動，喚起了神學人對實踐神學的重視，呼喚了神學
人回歸傳統去重新理解神學本身的實踐性。在英國，這個勢頭來得猛烈，
對神學教育的發展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例如，劍橋神學聯盟（ Cambridge
Theological Federation ）自二〇〇六年起，提供實踐神學專業博士課程，
我任教的神學院也在港協助其推展。在這勢頭下，很自然，愈來愈多專書
介紹何謂實踐神學、實踐神學在何種意義上是一門獨立學科、實踐神學如
何連結學術與實踐、實踐神學的方法論有何特色、實踐神學牽涉甚麼範圍
等等。本書就是對以上種種探討作出了整全的介紹，並且深入淺出，有案
例，也有概念闡釋。
環觀目下的香港教會和神學教育界，對實踐神學的認識仍然停留在很落後
的階段。不少神學教育工作者，仍然視實踐神學為技術應用層次的非學術
性科目，是一門低於聖經科或系統神學科的衍生性或下游學科。筆者盼望
藉著本書，能更新本土對實踐神學的了解。

註釋
1. H. Richard Niebuhr, The Purpose of the Church and Its Ministry: Reflections
on the Aims of Theological Education (New York: Harper, 1956).
2. Charles R. Feilding, Education for Ministry (Dayton, OH: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1966).
3. Joseph C. Hough and John B. Cobb, Christian Identity and Theological
Education (Chico, CA: Scholars, 1985).

實踐神學系列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保羅．巴拉德（ Paul Ballard ）、
約翰．普禮查特（ John Pritchard ）著
梁偉業 譯 ／ 2015 年 9 月出版

作者簡介
保羅．巴拉德（ Paul Ballard ），現已榮休，前
為卡地夫大學（ Cardiff University ）宗教及神學
研究學系教授，曾任教實踐神學科。
約翰．普禮查特（ John Pritchard ），曾任英國
牛津（ Oxford ）主教、賈羅（ Jarrow ）主教、坎
特伯里會吏長、達拉姆克蘭麥堂執事，於伯
明翰和坦頓（ Taunton ）的牧區服事，以及於
巴斯（ Bath ）和威爾斯（ Wells ）教區擔任教區
青年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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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疑惑

重 要 的 是，疑 惑 迫 使 人 確 認 自 己 向 來 所 信
的，真是顛撲不破的。如果沒有疑惑，人生
只是包裝整齊的一連串假設，未經測試，未
得肯定，不屬於自己，只屬於別人，而我們只是把這
些真理據為己有而已。
對真理照單全收，相較經過尋問而接受，其困難在於
我們不會甘心為它而死─我們真的不會。我們只會
茫然、漫不經心地在一堆走了樣的理念裏過日子。這
樣的信仰是外在的，不是內在的─一切只是奉行公
事。宏偉的殿宇一見罅隙，我們即時消失；城堡的牆
壁一現裂縫，我們馬上轉投較為輕鬆的處所。
相反地，疑惑為堅信之母，我們一旦徹底地對付了
它，所錘煉出來的乃是更堅固，而不是更軟弱的信仰
系統。我們深知所信的是真確的，因為這是親身的經
歷，不是從別人那裏聽來的。壓抑疑惑就是打擊思
想，阻止人去質問那無可質問的，只會令人變得更加
憤世嫉俗，故更加討厭幼稚的信仰。
真實的信仰是從疑惑開始的。
醫治被動不信之心的良方，就是熱切的疑惑。我們的
教會和國家，有太多人從不質疑政府是否守憲，教會
是否依循福音。結果我們的愛國之士其實並不愛國，
我們的信徒只是隨體制而行，不是跟從耶穌。而我們
製造這兩類人的速度是驚人的。
烏 納 穆 諾（ Miguel de Unamuno ）道：「 生 命 即 是 懷
疑；沒有懷疑的信仰，就是死的。」在這裏，死的不
是肉身，而是思想、心靈。更糟的是，未經考驗的信
仰叫人自滿，叫人脆弱得無法應付幻變的人生，叫人

10

變成各種偶像的門徒。假如我們還是以為上主是住在天上的老公公，那
麼因著太空探索竟然沒見其半點蛛絲馬迹而信仰動搖，也是意料中事；
要是我們的信仰從未經過內在真理的考驗，我們會容易被路上兜售各種
思想價值的人迷惑。縱使我們以為自己熱中追求真理，其實已經成為千
般謊話的消費者。
疑惑消除自滿，使人面向更闊、更好的解釋。這一切，比我們告訴孩子
經神話化了的解釋─在他們長大並能接受上主「 全然是靈 」之前─
更好，不管我們自己如何想像不到所說的是甚麼，怎麼可能這樣，又或
者在物質世界裏，上主所居的位置到底如何。

～

人生總有理性不能夠滿足我們這份覺醒之處：當事物完全不合理又完全
真實之時─即如愛與自願犧牲、信任與善良。數據無從解釋這些不能
解釋的事物。惟有當疑惑將心扉打開，使我們面對那無法理解的事；惟
有當疑惑叫我們熱熾追求真理；惟有當疑惑把我們從安逸之處趕出去；
惟有當它將那些與信仰不相配的迷思改正時，我們才開始呼吸到屬靈真
理的清新空氣。到時，我們就可以超越感官，進入奧祕之中，讓信仰把
眼不能見的、深具穿透力的真理，向我們展現。

摘自

當我們最渴求眼見時，正是信心發動的時候，因為在內心深處，我們堅
信著那些頭腦解不通的事物。但通往這樣的信仰道路只有一條，就是必
須穿越疑惑的黑夜。

卓滌娜︵
︶、羅雲．威廉斯︵
Joan
Chittister
︶：︽感恩︾，頁 13
。
16
Williams

當然，硬要解釋、講求「 實據 」的信，根本不是信；信是「 未見之事的實
底 」。可幸的是，人人都有少許的多馬成分─未摸過耶穌傷口也不信
祂已向門徒顯現。未曾親眼看見就不肯相信是人之常情；不管人家所說
的是多麼不合邏輯、多麼模糊，我們還是要親自看看其中到底有沒有某
些真理。這世界是自己來的麼？也許吧─但極不可能。我是獨自熬過
這場大病的麼？或者吧─但在最低落的時候，卻是外在於我的某種力
量扶持了我。我一生勞碌，苦不堪言？不盡如此。有時候，在低谷裏，
我經歷了非己有的平安與能力。莫非我從未體會上主同在麼？不是。其
實有時我是強烈意識到的。

11

Ro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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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大業

本書譯者，曾任社工、記者、大學行政，後赴英進修
政治學，輾轉投身基督教文字工作，現為自由譯者，
教會執事。

導讀

《 靈心明辨 —— 在日常生活中
體悟上帝的旨意 》

盧

雲離世至今已近二十載，但他不少作品仍然
不斷再版（ 部分更是暢銷書，獲許為經典 ），
證明不斷有新讀者加入。二十世紀六十年代
至今，是世界從「現代」走進「後現代」的時期，身處「現
代 」的天主教作家，對「 後現代 」基督新教徒竟有莫大
魅力與啟迪，這是昔日盧雲走在時代之先，還是今日
讀者的「 返祖 」現象？
我想到香港信徒接觸盧雲，與基道出版社大力推介不
無關係。查看基道書目，共有二十六本盧雲著作，其
中二十三本由基道出版 —— 當中十六本在九十年代出
版，包括名著《 負傷的治療者 》
（ The Wounded Healer ）
及《 羅馬城的小丑戲 》
（ Clowing in Rome ）
（ 許多人也是
從這兩本中譯作品認識盧雲 ），這在九十年代的香港，
應是相當斗膽之事。按我記憶中的八十年代香港基
督教教會，仍不大接受天主教著作，甚至以為異端；
此外備受靈恩運動與大型教會增長模式衝擊，基督教
出版業可謂如履薄冰（ 更遑論期間香港社會的政經風
潮 ）。盧雲作品並非直接回應香港足下議題，卻能擄去
不少信徒的心（ 雖然是不可告人的秘密，以至一種犯
禁 ），究竟原因何在？
可能在於它的出塵脫俗，又踏實誠懇。
盧 雲 著 作，不 論 長 短，都 不 會 提 供 現 成、俗 套 的 答
案 —— 卻也不會停駐在虛無縹緲的理論中。論說道

理，他肯定具備嘴巴與腦袋：曾在當世最高學府（ 耶
魯、哈佛 ）出任教授，幾本早期著作也充分顯示他的
學識。但他不甘廁身象牙塔內，非為自我實現，乃為
尋求上主旨意，跑到中南美洲住在窮人中間，學習解
放神學與社會行動（ 其時已投身神職多年 ）
；又毋忘繼
續反省，發現南美洲不是他踐行上主召命之地，其後
輾轉委身他生前的最後職事：在「 黎明之家 」全時間照
料殘障人士。
基督徒（ 我也不例外 ）常想確定上帝旨意，得以安身立
命，惟在追尋路上不無躁動與煩愁，有時寧可眼前只
得一條路，讓心可以稍息。盧雲的生命故事，教我們
既詫異又羡慕、既疑惑又心動。我們以為他是個大有
智慧的信心巨人，不斷作出明智抉擇，不料他看自己
不過是個滿心困惑的天路客、「 浪子回頭 」中的小兒子
和大兒子。「 有一道門為我打開。我走進去，眼前是
一百道關著的門。」盧雲在《 負傷的治療者 》序言引述
玻切瓦（Antonio Porchia）的話，可能是他心底的回響。
盧雲對自己生命的嚴格要求、對自己心理狀況那手術
刀一般鋒利與無情的剖析，成了我們的啟迪。有一
段 他 自 己 的 話（ 引 自《 浪 子 回 頭 》﹝The Return of the
Prodigal Son﹞序言 ），我認為是他著作魅力所在的最
佳闡釋：「 多年來我努力求見上帝一面 —— 藉著細察
人類經驗的多樣繽紛：孤單與相愛、憂愁與喜樂、怨
懟與感激、戰爭與和平。我務求明白人心的起伏，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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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著作精選

靈心明辨 ——
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 註：文中所有引述都由筆者翻譯。）

盧雲︵

換言之，是最純全的福音信息。

︶、克理斯坦森︵ Michael J. Christensen
︶、
Henri J. M. Nouwen
︶合著 ∕ 黃大業 譯 ∕ HK$98
Rebecca J. Laird

從盧雲第一本書，到他死後由別人
編纂他手稿而成的書（ 包括本書 ）
，
都是他以上一段話的演繹。如果
硬要用幾十字去描述盧雲著
作的主要信息，大抵是：我
們都是 上 帝所愛 的；上帝
曾經 道成 肉身，成為我 們
的榜樣；祂為我們設有具體
召命，值得我們捨棄地上一切
（ 哪怕要不斷「 往下移動 」）
，付
出生命所有去追尋、去實現。

萊爾德︵

明其中有一種饑渴，是惟獨那名為愛的上帝可以滿足
的。我嘗試去發掘這一切：飄忽以外的長存、短暫以
外的永恆、震懾恐懼以外的純全大愛、人類痛苦折磨
以外的神聖撫慰。我不斷嘗試指出：在我們存有的
必死 本 質以 外，有 一 種 比 我們 所 能
想 像 的 更 大、更 深、更 闊、更 美
的存在，而這種存在，是此時此
刻可以被看見、被聽到、被摸著
的 —— 只要你願意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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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書展
2015.7.15~21
香港會議展覽中心3G館
基道攤位3GB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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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奇文雲海設計顧問有限公司，為客戶提供全方位的視覺設計和品牌形象策劃服務。在廣告創意、企業品牌形象、
網站建構、創意產品開發、出版物及策劃、書籍裝幀、產品包裝等諸多領域，奇文雲海為眾多的客戶提供整合、深
入而有效的視覺規劃、設計、等方面的服務，多年來服務了多家國內外知名公司。秉承「專注視覺營銷，深度拓
展客戶」的服務理念。歡迎瀏覽 http://www.qwyh.com.cn，電郵 ad@qwyh.com、caoqi@qwyh.com（曹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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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盧雲（Henri J. M. Nouwen）
、克理斯坦森（Michael J. Christensen）
萊爾德（ Rebecca J. Laird ）合著／黃大業 譯／HK$98
在生命的不同景況，我們或許都曾問過這個問題：如何明白
上 帝 的 心 意、引 導、旨 意？這 問 題 看 似 平 常，實 則 極 難 回
答，畢竟，我們如何能確定那是上帝的心意、引導，而非人
的私心己意、雄心壯志？
本書談及明辨，它是一種屬靈恩賜和操練，定期操練心、操
練耳，以禱告的心，去學習閱讀日常生活中上帝那微妙、隱
約的徵兆，令我們可以探知、尋求、明白上帝要告訴我們的
事，體悟上帝的愛和引導，從而踐行個人召命及羣體使命。
但願這本書能帶領我們如盧雲般，在書本中，在大自然中，
在世事中，在人與人的相交中，以至在軟弱者、貧窮人當
中，看到上帝的引導和旨意。
作者簡介
盧雲（ Henri J. M. Nouwen, 1932 ～ 1996 ），著作超過四十本，當代著名
靈修大師；曾於美國聖母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任教多年；後來
在加拿大多倫多市的方舟團體（ L'Arche ）黎明之家（ Daybreak ）服事智
障人士達十年之久，直至離世。
克理斯坦森（ Michael J. Christensen ），德魯大學靈修學及宗教學副教
授；「 和 平 共 社 」
（ Communities of Shalom ）國 際 總 監；一 九 七 八 至
一九八一年間就讀於耶魯神學院，是盧雲的學生、朋友。
萊爾德（ Rebecca J. Laird ），波因特洛馬拿撒勒大學教牧學及實踐神學
副教授。

感恩
Uncommon Gratitude:
Alleluia for All That Is
羅雲．威廉斯（ Rowan Williams ）
、卓滌娜（ Joan Chittister ）合著
陳恩明 譯／HK$83

哈利路亞帶著「 讚美那永活的 」的意思，是我們的讚美和感
恩，也是人類喜樂的頂峯。
有些事物使我們自然發出感恩之聲：上主、和平、財富、生
命、信仰、合一。但跟這些共存的死亡、分裂、痛苦，甚或
罪人，卻使我們難以想到要開口讚美。
本書兩位作者盼望讓讀者看見，人一生就是學習頌唱哈利路
亞，力求在幽深的時刻裏辨認所隱藏的聖顏。找出哈利路亞
在人生中的意義，即是學習如何面對最叫人無法讚美的時刻。
書中的反思表明頌唱哈利路亞並非逃避現世之舉，而是叫人
看到另一個實在。
本書以哈利路亞召請讀者進入反思，以之為默觀基礎，為人
生世事最終的「 阿們 」，不管當前所付的是甚麼代價。作者邀
請我們從哈利路亞去看今生，既歡迎箇中的複雜性，也把它
放在更恆久的目光之下，以更遠大的眼光看人生。
作者簡介
羅雲．威廉斯（ Rowan Williams ）是英國聖公會坎特伯里前大主教、出
色的作家、學者和教師。曾參與許多神學、教會及教育工作。寫作
範圍廣泛，包括哲學、神學、靈修學及宗教美學。任職大主教後更專
注探討當代文化，以及不同宗教信仰者之間的問題。著作包括 Being
Christian、Choose Life、《 信為何物 》、《 神光之住處 》、《 復活的力量 》
及《 知識的傷痕 》等。
卓滌娜（ Joan Chittister ）是位本篤會的修女、講者。她長年關注靈修
學 的 課 題，曾 到 世 界 各 地 講 學。她 的 著 作 甚 豐，包 括 The Liturgical
Year: The Spiraling Adventure of the Spiritual Life、 The Breath of the Soul:
Reflections on Prayer、《 路得的故事 》及《 老得好優雅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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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03

聖經通識叢書

實踐神學系列
03

02

17

實踐神學導引：
服事中的神學思考

04

Practical Theology in Action:
Christian Thinking in the Service of Church and
Society (2nd Edition)

與人同在的彌賽亞君王 ——
（ 暫名 ）
馬太福音析讀（ 卷上、卷下 ）
黃漢輝 ／2015 年 10 月出版

保羅．巴拉德（Paul Ballard）
、約翰．普禮查特（John Pritchard）著
梁偉業 譯 ／2015 年 9 月出版
當我們在教會、社會中服事，是行無越思，三思後行？還是
行思坐想，邊行邊想，行先於思？或許，信仰的實踐、神學
的反思，總是遊走於思考與行動之間。
本書不但是實踐神學的經典教科書，更是致力於牧養關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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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驗學習、科
際整合、神學反省、行動靈性，以及如何在當代，特別是後
現代情景下從事宣教工作等等。書中穿插著日常生活的大小
故事和案例，讀者當更容易一步步領略服事情景中的各種神
學意涵。
作者簡介
保 羅．巴 拉 德（ Paul Ballard ），現 已 榮 休，前 為 卡 地 夫 大 學（ Cardiff
University ）宗教及神學研究學系教授，曾任教實踐神學科。
約翰．普禮查特（ John Pritchard ），曾任英國牛津（ Oxford ）主教、賈
羅（ Jarrow ）主教、坎特伯里會吏長、達拉姆克蘭麥堂執事，於伯明翰
和坦頓（ Taunton ）牧區服事，以及於巴斯（ Bath ）和威爾斯（ Wells ）教
區擔任教區青年幹事。

作者以兩個主題貫穿整卷馬太福音的信息，分別呈現於卷上
及卷下。作者在卷上以七章的篇幅探討「 以色列的彌賽亞 」
這主題，其內容由耶穌的家譜開始，並以彼得對耶穌作為彌
賽亞這身分的認信作結（ 一 1 ～ 十六 20 ）。作者嘗試闡明馬
太福音的耶穌，如何透過祂的事工及其五大講論中的三大講
論，說明自身乃是從以色列民族而生，並為這民族而來。
作者在卷下以五章的篇幅探討「 萬民的君王 」這主題，其內容
由耶穌教導門徒開始，並以耶穌升天前所頒布的大使命作結
（ 十六 21 ～ 二十八 20 ）。為了成就救恩，耶穌必然要走上十
架的道路。作者仔細分析將要離世的耶穌，是如何透過其餘
兩個講論，教導門徒並堅固他們的心，要他們承傳自己的事
工。最後，作者指出耶穌最後頒布的大使命如何與萬民息息
相關。
對現今信徒來說，耶穌的講論讓我們進一步明瞭上帝對祂子
民的要求，並提醒我們要將耶穌的教訓傳給萬民，使萬民作
祂的門徒，活出天父上帝的心意。
作者簡介
黃 漢 輝，德 國 奧 古 斯 塔 神 學 院（ Augustana-Hochschule﹝Augustana
Divinity School ﹞）神學博士，主修新約。現任神召神學院講師及署理
教務主任。著有 The Temple Incident in Mark 11,15~19 及與廖炳堂合編
《 聖靈與教會 —— 福音信仰和五旬宗的對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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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式風情
美食食譜

十二個本地農場的
永續生活實踐

八個知識分子追尋知識和
走向對話之途中的種種體驗

和平知識論
近田得米
香港永續生活新煮意
蘇文英、鄒崇銘 著
印象文字、香港公平貿易動力 ／HK108
作者走訪本地十二個農場，帶我們親睹綠油油田野間的永
續生活實踐，耳聞農夫道出香港農業的現況，再配以二十
個取材自農場食材及公平貿易食品的私房菜食譜，構成了
一趟刺激味蕾並充滿自然氣息的旅程，讓我們重新認識本
地農業的自然生態，展開這種生活模式的新想像。

從理性的暴力走向對話的可能
鄧紹光 主編／HK98
佔領運動前後，基督教知識界討論紛陳，逐漸出現一種定性
歸邊的局面，使得嚴肅的學問探索，變得情緒泛濫，甚至
最終敵影幢幢。究竟藉理性辯論而得的「真理」
，在本質上
是怎樣的一種知識？最終會否只淪為另一種理性的暴力？
本 書 八 位 作 者（ 鄧 紹 光、黃 伯 農、趙 崇 明、禤 智 偉、古
斌、羅秉祥、龔立人、陳韋安 ）將帶領讀者進入和平知識
論的探索，讓我們意識到，在日常生活中，其實我們總歸
是一個對話中的人，都在踐行著德性的生活。

神學及研經

01

教義短打 ——

02

聖經 10 個與上帝同行的屬靈操練

掌握基督教的基礎信仰
朱世平 著／基稻田／HK$84

陳健威 著／基稻田／HK$62

本書選取了九條教義常識問題，旨在將基督教教義的
神學道理和聖經根據作簡單易明的陳述，讓教會會眾
對此有一個扼要的認識和了解。

03

為基督的心鍛練 ——

本書選取了聖經中十個與上帝同行的屬靈操練，分為
「向內」和「向外」的屬靈操練，幫助信徒經歷上帝。
「向
內 」的屬靈操練是指內省的意思，
「 向外 」的屬靈操練
是指外向性發展的意思，也有些操練兼備兩者。本書
可供小組集體研習，或是作為個人靈命更新操練之用。

向上帝的心說話 ——
與 12 位聖經人物屬靈探尋
蔡錦圖 著／基稻田／HK$62

本書選取了十二個聖經人物，他們或是毫不起眼、沒
有名字的小人物，或是貴為君王尊貴之士，但他們對
於自身所遇的景況，卻都是無能為力。他們惟一可以
做的，就是放下一切，以敬虔的心靈，仰望那位創天
造地，卻同時與他們同行的主。他們的屬靈經歷，並
不是世外高人的奇異追求，而是在真實人生中，經歷
上帝的真實。

01

02

03

18

19

身為資訊科學家，本書作者之一基特博士（ Dr. Werner Gitt ）
將其三十多年來的研究，建立一套新的資訊理論─通用
資訊，設法解答人類最困難的問題：

化解創造與演化之爭

宇宙從何而來？

◆   

從資訊學解讀生命起源
Without Excuse:
The Sequel to In the Beginning Was Information

人從哪裏來？是演化來的？還是被創造的？

◆   

大自然及生物世界的背後有一位設計師嗎？

◆   

基特（ Werner Gitt ）、康普頓（ Robert W. Compton ）、
費南德玆（ Jorge A. Fernandez ）合著
蕭寧馨 譯／宇宙光 ／HK$137

這位設計師如何傳遞訊息給被造之物？

◆   

作者跳脫進化論的捆綁，挑戰讀者以邏輯思考來認識資訊的起

出版

源乃是上帝，以及祂的真理之言─聖經，令人耳目一新。

04

跟隨耶穌的腳蹤行——

05

以色列心靈之旅
蔡錦圖 著／基稻田／HK$225
本書按耶穌生平為基礎，以地域劃分，從耶穌誕生到傳
道的事迹，以及耶穌受難和復活升天的歷程，期望讀者
從歷史和地理的角度，理解耶穌的生平，讓有意踏足以
色列的讀者，可以藉此領略眼前景物的意義。作者期盼
把聖經與旅程結合 —— 閱讀聖經有關耶穌的經文，然後
行走在耶穌昔日行過的路上，不只是一次閱讀或旅行的
歷程，而是領略耶穌所行過的腳蹤，並且思考如何在生
命的歲月中，跟隨耶穌的腳蹤行。

加拉太書的見證
董俊蘭 著／台灣教會公報社／HK$134
保羅書信的目的在於回答教會提出的問題，加拉太書
談的是「 稱義 」
。加拉太書讓我們一探保羅神學殿堂的
深奧，看到他為了福音真理捨命拚戰的熱血，也見識
到他為真理辯護的精彩。本書的目的，是希望運用筆
者長時間鑽研保羅神學的成果，陪伴有興趣研究加拉
太書的基督徒，遨遊在保羅的神學花園。

06

神聖盟約 ——
聖約神學初探
Sacred Bond: Covenant Theology Explored
麥克．布朗（ Michael G. Brown ）
、
扎克．基利（ Zach Keele ）合著
王一、駱鴻銘 譯／改革宗／HK$108

04

05

06

聖約是聖經的架構，是上帝為聖經所選定的框架，貫
穿創世記至啟示錄的內容。本書正是基督徒認識聖約
的極佳入門書，其中介紹聖經裏的八個重要聖約：救
贖之約、行為之約、恩典之約、挪亞之約、亞伯拉罕
之約、摩西之約、大衞之約、新約，我們可從中看見
上帝在基督裏賜給我們的豐富恩典和憐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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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時報 》及亞馬遜書店
暢銷書作家 提姆．凱樂
最新 中譯 作品

在今天的世代，很多人以取悅他人、自我膨脹來達到個

忘我的自由

人的目的，然而使徒保羅卻呼籲我們，要在蒙上帝賜福

基督徒獲得真正喜樂的途徑
The Freedom of Self-Forgetfulness:
The Path to True Christian Joy

中，
「 忘記自己 」
，找到真正的自由、喜樂和安息。

提姆．凱樂（ Timothy Keller ）著／呂允智 譯 ／HK$45
更新傳道會 出版

事奉

07

我是牧人．就做牧人
蒲錦昌 著／崇基學院神學院／售價待定
作 者 以 牧 者 角 度 評 論 世 情，從 社 會、教 會、政 治 環
境、經濟現象至牧養關顧、閱讀興趣及靈修，反映了
他在牧職和信仰旅程中的點滴。作者深盼本書能鼓勵
更多牧者，以其牧職的熱情回應上主的呼召。

信徒生活

08

信心的探索
The Believing Heart: An Invitation to Story
Theology
宋泉盛 著／林弘宣 譯／台灣教會公報社／HK$74
當我們看不到世界和平、看不到人間有愛或社會有正義
時，我們仍然愈挫愈勇，不斷堅持我們的理想，我們靠
的是甚麼？答案是信心。藉著本書，作者帶領我們更深
地探索信心。
信心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行動。信心不是一個觀
念，而是一個運動。信心是在巴勒斯坦的基督徒所告白
的：效忠基督，愛自己的敵人，並且與困苦的人站在一
起。信心是相信上帝與遭遇困難、不公不義的人在一
起，上帝的恩典和我們的信仰是不可分割的，因為上帝
的恩典促使我們產生信仰，上帝的恩典培育並且給予我
們信仰的力量。

07

08

09

20

21

蘇老師愛讀書！我不愛
Miss Brooks Loves Books!
紐約時報

暢銷排行榜冠軍

美國比爾馬丁童書獎

(and I don't)

知名童書評論家——

（Bill Martin Jr. Picture Book Award）

柯倩華熱情推薦︰

獲獎作品

http://goo.gl/V9yOdW

米西超級討厭書。
雖然圖書館的蘇老師每次都費盡心思、穿上道具
服裝講故事，希望引起小朋友的興趣，米西還是
覺得聽這些故事很煩。
她告訴蘇老師：「 我永遠不會像你那樣愛上任
何一本書。」她甚至要媽媽搬到沒有圖書館的鎮
上。圖書週到了，蘇老師要每個小朋友選一個自
己最喜愛的故事，穿上道具服裝，跟大家分享。

「 蘇老師對孩子的包容，不僅基
於老師的愛心，更是對人與書
之間關係的尊重。母親的角色
戲分不多卻也是關鍵，她並不

蘇老師愛讀書！我不愛

是主導或替小孩解決問題，只
是以耐心和幽默感從旁協助，
讓小孩經歷自己摸索、思考、
尋找答案的過程。」

米西千挑萬選，選了一個大怪物尋找醜八怪新娘
的故事，她終於愛上一本有趣的書 ……

—— 柯倩華
（ 台灣兒童閱讀學會、豐子愷
兒童圖畫書獎組委會顧問 ）

Miss Brooks Loves Books!
(and I don't)

芭芭拉．波特納（ Barbara Bottner ）著
麥可．恩伯利（ Michael Emberley ）繪
柯倩華 譯 ／宇宙光／HK$101
出版

輔導

09

改革宗出版社最新聖經輔導小冊

10

別讓焦慮住我家
李賢國 著／傳愛家族／HK$65

罪惡篇

情緒篇

欺騙 ——
棄絕說謊

自我形象 ——
如何克服自卑感 ／HK$51

Deception: Letting Go of Lying

Self-Image: How to Overcome
Inferiority Judgments

自私 ——
從愛自己到愛鄰舍
Selfishness: From Loving Yourself
to Loving Your Neighbor

害怕 ——
掙脫惡懼的枷鎖 ／HK$54
Fear: Breaking Its Grip

操控 ——
如何回應別人的掌控

苦毒 ——
汙染之源 ／HK$58

Manipulation: Knowing How
to Respond

Bitterness: The Root That
Pollutes

評斷 ——
草率或公正

派羅 著 ／王之瑋 譯

Judgments: Rash or Righteous

傷痛 ——
學習接受生命中的損失

派羅（ Lou Priolo ）著
王之瑋 譯
以上每本HK$51

焦慮，是父母普遍共有的情緒。過度焦慮，不但會影響
孩子的成長，也會破壞家庭氣氛。本書幫助你不受焦慮
控制，做個沉穩有智慧的父母。

11

心的歸屬——
附讓你心滿意足的 6 堂課
李賢國 著／傳愛家族／HK$54

「我好空虛！為甚麼沒有人愛我？人生的意義是甚麼？……」
會 產 生 這 些 疑 惑，是 因 為 人 們 心 中 最 重 要 的 心 理 需
求 ——「 歸屬 」沒有得到滿足。本書將引導你探索內心
需求，並尋得讓你心滿意足的答案。

Grief: Learning to Live with Loss

艾瑞奇（Howard Eyrich）著
王之瑋 譯 ／HK$62

10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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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克阿瑟註釋聖經
The Chinese MacArthur
Study Bible
作者：約翰．麥克阿瑟
（ John MacArthur ）
出版：方舟機構
定價：HK$360

The MacArthur Study Bible 中 文
版，在《 和合本聖經 》經文以外
還包括作者精闢導論、各卷序言
和 神 學 概 覽、註 釋、串 珠 和 旁
註、五百多個主題索引、四個年
代表及兩個合參。

亞當與耶穌基督兩個家
譜的奧秘

拿細耳人的祕密

作者：汪川生
出版：道聲
定價：HK$104

作者：金聖坤（ Sueng-Kon Kim ）
譯者：徐國明
出版：道聲
定價：HK$101

家譜總是給人沉悶、可以不讀的
感覺。但作者透過對亞當、馬太
和路加的家譜作出深入研究，讓
我們更加明白上帝的旨意。

神計畫中的教會

夢與靈修 —

The Church in God’s Program

重新聽見「 被遺忘的上帝
話語 」
Vom spirituellen Umgang mit
Träumen

作者：施如柏（ Robert L. Saucy ）
譯者：蔡明慎、王乃賢、許真
出版：舉手網絡
定價：HK$144

本書可說是教會論的教科書。在
以聖經為本的基礎上，在教義與
教會實踐方面提供系統的分析和
教導，並引導我們進一步參與神
計畫中的教會。

作者：古倫神父（ Anselm Grün ）
譯者：吳信如、范瑞薇
出版：南與北文化
定價：HK$93

古倫神父從聖經話語、靈修教
父與心理學觀點探討夢境，讓
我們相信上帝會在夢中與我們
說話，卻又不會迷失在「 解夢 」
的迷霧當中。

The Secret of the Nazarites

一羣上帝所揀選分別為聖的族
類，因著參孫的經歷，彰顯出上
帝奇妙的作為。作者呼籲我們追
求聖潔的生活，順服上帝。

發現聖經故事的力量：
讓人欣然認識神的福音
佈道法
Telling The Gospel Through
Story: Evangelism That Keeps
Hearers Wanting More
作者：盧慈莉（ Christine Dillon ）
譯者：劉如菁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119

本書介紹以故事分享福音的佈
道法，在忠於聖經及以基督為
中心的前提下，靈活運用聖經
故 事，掌 握 合 適 的 時 間 與 內
容，在不斷練習和嘗試中發現
上帝話語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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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出好問題：讓青少年
愛上查經的提問法
作者：洪中夫
出版：校園書房
定價：HK$90
後現代青少年創意查經系列新
作，繼《 讓查經動起來 》後，以
人物為焦點的提問技巧，捕捉
經文情境，突破傳統歸納式查
經法的困境，建立動態的小組
查經方案。

謀殺耶穌：關於耶穌之
死的真實歷史
Killing Jesus: A History
作者：比爾．歐萊里（Bill O'Reilly）
馬丁．道格（Martin Dugard）
譯者：陳維真
出版：台灣商務印書館
定價：HK$107
本書是一本關於耶穌生平與當
時的猶太地區的歷史小說，深
入剖析兩千年前羅馬帝國下，
猶太族羣的思維，重現耶穌的
時代背景和受難歷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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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規踰矩 ——
信仰追尋的好些感想／不敢想
The Orthodox Heretic: And
Other Impossible Tales
作者：羅林斯（ Peter Rollins ）
譯者：屏采
出版：明風
定價：HK$68

面對一種有規有矩的生活掙扎，
我們是否變得循規蹈矩，但求平
安度日？作者透過三十三篇小篇
章及釋義，挑戰我們活出顛覆的
天國生活，一起循規踰矩！

店長推介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我不是耶穌的粉絲：你
是在崇拜偶像，還是在
追尋信仰？
Not a Fan: Becoming a
Completely Committed
Follower of Jesus
作者：凱爾．艾德曼
（ Kyle Idleman ）
譯者：童貴珊
出版：橡實文化
定價：HK$126

「 你是在崇拜偶像，還是在追尋
信仰？」作者開宗明義指出信徒
的粉絲心態，探索何謂真正的跟
隨，叫我們重新定義與耶穌的關
係，並不退縮地回應呼召。

耶穌憑什麼：為什麼認
識耶穌就能改變生命？

自 戀 時 代：現 代 人，
你為何這麼愛自己？

Jesus Is: Find a New Way to
Be Human

The Narcissism Epidemic:
Living in the Age of
Entitlement

作者：猶達．史密斯（Judah Smith）
譯者：朱怡康
出版：啟示
定價：HK$ 100

我 們 認 識 耶 穌 嗎？ 祂 究 竟 是
誰？作 者 用 詼 諧 有 趣 的 表 達，
擺脫刻板的印象，讓耶穌真正
成為生命的亮點。

作 者：珍．圖溫吉（Jean M. Twenge）
基斯．坎貝爾
（ W. Keith Campbell ）
譯者：吳緯彊
出版：八旗文化
定價：HK$127

自戀狂潮已經開始隨著教育、
媒體和網路襲捲全球，形成一
個前所未見的「 自戀時代 」。自
戀文化為何會蔚然成風？本書
將進行引人深思的敏銳分析，
同時提出有效的對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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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究

01 Simply Good News: Why the Gospel Is News and What Makes It Good
N. T. Wright / HarperOne / HK$225
繼 Simply Christian 及 Simply Jesus 後，作者嘗試從福音書重新闡釋這個發生在二千年前的好消
息。提到好消息，相信基督徒必定想到「 信耶穌得永生 」，但這是否僅限於此？本書將帶我們
回到公元一世紀的羅馬帝國時期，敍述耶穌所宣講的「 天國的福音 」，如何改變民眾的思想行
為；同時，這信息對於現今的人們也有更深更廣的意義。

02 Strong As Death Is Love: The Song of Songs, Ruth, Esther, Jonah, and Daniel, A Translation
with Commentary

Robert Alter / W. W. Norton / HK$295
作為希伯來文學及比較文學的學者，作者這次重譯了五卷波斯時期的書卷，分別為雅歌、路得
記、以斯帖記、約拿書及但以理書。除此之外，作者亦於經文以外加上註解，方便當代讀者掌
握和理解經文的真義。

Jesus and Magic: Freeing the Gospel Stories from Modern Misconceptions

Richard A. Horsley / Cascade Books / HK$297

The Divine in Acts and in Ancient Historiography

Scott Shauf / Fortress / HK$441

The Church in Act: Lutheran Liturgical Theology in Ecumenical Conversation

Maxwell E. Johnson / Fortress / HK$261

Power and Politics in the Book of Judges: Men and Women of Valor

John C. Yoder / Fortress / HK$396

Experiencing the New Birth: Studies in John 3

Martyn Lloyd-Jones / Crossway / HK$270
His Mission: Jesus in the Gospel of Luke

Edited by D. A. Carson & Kathleen B. Nielson / Crossway / HK$153
The Scripture Cannot Be Broken: Twentieth Century Writings on the Doctrine of Inerrancy

Edited by John MacArthur / Crossway / HK$225

英文新書資訊
推介書籍基道書樓有售
The Bible in the University

David Lyle Jeffrey & C. Stephen Evans / Zondervan / HK$297
Canon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Craig Bartholomew, Scott Hahn, Robin Parry, Christopher Seitz & Al Wolters /
Zondervan / HK$333
How Jesus Became God: The Exaltation of a Jewish Preacher from Galilee

Bart D. Ehrman / HarperOne / HK$144

Paul and the Trinity: Persons, Relations, and the Pauline Letters

Wesley Hill / Eerdmans / HK$234

A Week in the Life of a Roman Centurion

Gary M. Burge / IVP / HK$144

Matthew (Teach the Text Commentary Series)

Jeannine K. Brown / Baker / HK$360

This Strange and Sacred Scripture: Wrestling with the Old Testament and Its Oddities

Matthew Richard Schlimm / Baker / HK$207

2 Corinthians (Baker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George H. Guthrie / Baker / HK$450
信 徒 生 活 ／靈 命 塑 造

03 Simplify: Ten Practices to Unclutter Your Soul
Bill Hybels / Tyndale / HK$230
忙碌，彷彿已成為現代都市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活在香港，有時甚至連玩樂也顯得「 疲於奔
命 」。作者在本書嘗試回應現今過度忙碌的美國社會，提出「 簡約 」的生活原則，並透過十個簡
約生活的操練，梳理和掃除生活中各樣繁複的枝節，以活出喜樂自在的人生。

Believing God

Beth Moore / B&H / HK$153
Looking Up: Trusting God With Your Every Need

Beth Moore / Thomas Nelson / HK$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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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fe-Changing Love: Moving God's Love from Your Head to Your Heart

John Ortberg / Zondervan / HK$144

The Faith: What Christians Believe, Why They Believe It, and Why It Matters

Charles W. Colson & Harold Fickett / Zondervan / HK$144

A Trip around the Sun: Turning Your Everyday Life into the Adventure of a Lifetime

Mark Batterson, Richard Foth & Susanna Foth Aughtmon / Baker / HK$135
教 牧 ／宣 教

04 Seeking Allah, Finding Jesus: A Devout Muslim Encounters Christianity
Nabeel Qureshi / Zondervan / HK$153
作者出生自傳統穆斯林家庭，成長過程中一直熱心追隨原生信仰。因緣際會，他認識到基督教
信仰，最後更成為基督徒。書中多著墨於作者信仰轉變的經歷，同時也不諱言面對家人的內心
掙扎。

The Collected Sermons of Walter Brueggemann, Volume 2

Walter Brueggemann / WJK / HK$315

Our Global Families: Christians Embracing Common Identity in a Changing World

Todd M. Johnson & Cindy M. Wu / Baker / HK$207
神 學 ／護 教

Pathways in Theodic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oblem of Evil

Mark S. M. Scott / Fortress / HK$396

A Textual History of Christian-Muslim Relations: Seventh-Fifteenth Centuries

Charles Tieszen / Fortress / HK$396

Bonhoeffer's Seminary Vision: A Case for Costly Discipleship and Life Together

Paul R. House / Crossway / HK$162

God's Love Compels Us: Taking the Gospel to the World

Edited by D. A. Carson & Kathleen B. Nielson / Crossway / HK$135
The Incarnation of God: The Mystery of the Gospel as the Foundation of Evangelical Theology

John C. Clark & Marcus Peter Johnson / Crossway / HK$198

Luther on the Christian Life: Cross and Freedom

Carl R. Trueman / Crossway / HK$162

One God in Three Persons: Unity of Essence, Distinction of Persons, Implications for Life

Edited by Bruce A. Ware & John Starke / Crossway / HK$198
What Does the Bible Really Teach about Homosexuality?

Kevin DeYoung / Crossway / HK$117

Perspectives on Israel and the Church: 4 Views

Edited by Chad Brand / B&H / HK$270

Cross: Unrivaled Christ, Unstoppable Gospel, Unreached Peoples, Unending Joy

John Piper & David Mathis / B&H / HK$207

Outline of Christian Doctrine: An Evangelical Dogmatics

Wilfried Harle / Eerdmans / HK$450

Evangelical, Catholic, and Reformed: Essays on Barth and Other Themes

George Hunsinger / Eerdmans / HK$306

Creation and Humanity: A Constructive Christian Theology for the Pluralistic World,
Volume 3

Veli-Matti Karkkainen / Eerdmans / HK$360

Beyond the Abortion Wars: A Way Forward for a New Generation

Charles C. Camosy / Eerdmans / HK$198

Political Agape: Christian Love and Liberal Democracy

Timothy P. Jackson / Eerdmans / HK$360

The God We Worship: An Exploration of Liturgical Theology

Nicholas Wolterstorff / Eerdmans / HK$180

Leisure and Spirituality: Biblical,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01
02
03

Paul Heintzman / Baker / HK$225
04

Reading Barth with Charity: A Hermeneutical Proposal

George Hunsinger / Baker / HK$225

Traces of the Trinity: Signs of God in Creation and Human Experience

Peter J. Leithart / Brazos / HK$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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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書
1. 壞鬼比喻：馬太福音篇──糾正
新約比喻的常見詮釋
曾思瀚 ／基道
2. 世界在等待的門徒
斯托得 ／校園書房
3. 禱告不是偽術──返璞歸真的祈禱
侯活士 ／基道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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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Purpose Driven Life: What on
Earth Am I Here For?
Rick Warren ／Zondervan

2. Heaven is for Real: A Little
Boy's Astounding Story of His
Trip to Heaven and Back
Todd Burpo, Lynn Vincent
Thomas Nelson

3. Mission Drift: The Unspoken
Crisis Facing Leaders, Charities,
and Churches
Peter Greer, Christ Horst
Baker Publishing

5. 2014香港教會普查簡報
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4. Spiritual Danger of Doing Good

6. 為甚麼要我信耶穌？
溫偉耀 ／明風

5. Mere Christianity

7. 標杆人生
華理克 ／基督使者協會

6. Streams in the Desert: 366
Daily Devotional Readings

Peter Greer, Anna Haggard
Bethany House Publishers
C. S. Lewis ／HarperCollins

8. 給我作見證的就是這經：聖經研
究導引
周永健 主編 ／基道、中神
9. 歸心祈禱的操練——與上帝親密
同行40天
大衛．邁思勤 ／基道
10. 上帝與人間的苦難
溫偉耀 ／明風

Lettie B. Cowman, Jim Reimann
Zondervan

7. Jesus Calling: Enjoying Peace
in His Presence

1. 耶穌基督 DVD
永生之道
2. 八福臨門 7 DVD
影音使團
3. 重投豐盛 CD
角聲使團
4. 靠主愛誇勝 CD
基恩敬拜
5. 讚美的孩子最喜樂 CD+DVD
讚美之泉
6. 天路歷程 DVD
永生之道
7. 好心情 CD
泥土音樂
8. 讚美操 7 CD+DVD
讚美工作室
9. 天愛 5 CD
英皇娛樂
10. 獻給祢 Live 2 CD
同心圓

Sarah Young ／Thomas Nelson

8. Run with the Horses: The Quest
for Life at Its Best
Eugene H. Peterson ／IVP

9. The Inner Voice of Love: A
Journey Through Anguish to
Freedom
Henri J. M. Nouwen ／Image Books

10. Let Your Life Speak: Listening
for the Voice of Vocation
Parker J. Palmer ／Jossey-B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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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工 分 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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鄧紹光
基道文字事工董事會主席

在政治中的出版

26

27

國聖經學者包衡（ Richard Bauckham ）有一本書，
叫《 政 治 中 的 聖 經 》
（ The Bible in Politics ）。筆 者
借用這個書名，表示基道文字事工的出版，也是
在政治之中來進行的。

英

聖經是在特定的政治處境之中寫成的，它自身也在處理以
色列民及教會羣體的政治生活。同樣，基道文字事工的出
版，特別在這幾年間，都是在意識到教會羣體自身內外的
政治處境之中來從事出版的。
在政治之中的出版，是無可避免的。但是這並不表示我們
的出版是為了特定的政治立場服務，無論是左也好是右也
好，是激進也好是建制也好。無疑，基道文字事工的眾多
作者，自有不同的政治立場，可是這並不決定他們作品的
出版與否。
基道文字事工首要關注的是基督信仰。教會羣體一直活在
特定的政治處境之中，而無可避免地與其互動。是以，
二千年來教會就因著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不同，而
作出不同的回應，而出現不同的「 神學的政治 」的反思。
政治涉及的是如何安排羣體的生活，以及所根據的價值規
範，凡是人類羣體，無論大小，都不可避免。因此，不單
社會、社區，就是任何宗教羣體，都具有來自這羣體的政
治向度。基督信仰的羣體也不例外。
由此而言，教會論本身就是政治的，雖然在討論之中不一
定用上「 政治 」這個詞語。特別當我們了解到教會羣體是
上帝在基督裏藉著聖靈所建立和構成的，是三一上帝拯救
墮落世界的已然未然／既濟未濟的成果，那就更顯出政治
只分為三一上帝拯救的政治與人類墮落的政治。
教會羣體份屬活在三一上帝那拯救的政治底下，可是由於
其未然／未濟的狀態，難以完全避免世界的試探而失腳。
這使得信仰羣體的內外生活，如何持續地處在三一上帝那
拯救的政治底下，異常重要。
基道出版社的 Re 叢書，其中的 Re：教會重塑系列，就針
對教會自身內部的更新，而 Re：教會倫理系列，就既涉
及教會內在的倫理生活，也觸及教會外在的倫理生活。即
將出版的「 神學與公共系列 」，更是正面探討教會羣體所
相信的，具有怎樣的公共向度，以及如何在後及非基督教
社會之中參與公共事務，作出見證。
當 然，基 道 文 字 事 工 底 下 的 印 象 文 字，其 中 的 value in
press 已出 版 了一 段日 子，則是 基道 文 字 事工 本 身的 嘗
試。作者羣主要從社會科學的角度，為我們剖析教會羣體
所處的世界的種種面向和現象，具有他山攻錯的作用。
此時此刻的香港，在政治之中的出版，別有深意。從後九七
到後雨傘，甚至後普選，社會與教會的政治意識，從來沒
有這麼強烈。但是問題不能只滿足於政治之醒覺，而忽略
了基督信仰的醒覺更有優先性。缺乏了後者，前者便由世
界的信仰所引領，成了非基督信仰的政治，而非三一上帝
拯救政治底下的踐行。基道文字事工這些年來努力的，不
過是無用的僕人，以耶穌基督為主，作祂所喜悅的工。

讓文字

透見

迹
痕
的
生命

敞開心扉的 軌迹
靈心明辨
在日常生活中體悟上帝的旨意
Discernment: Reading the Signs of Daily Life
盧雲（ Henri J. M. Nouwen ）、
克理斯坦森（ Michael J. Christensen ）、

轉化觀念的 可能

萊爾德（ Rebecca J. Laird ）合著 ／HK$98
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時在基督教坊「 有 SAY 廣場 」
舉行分享會，由彭順強博士主講。活動期間本書更
會以優惠價發售！

和平知識論
感恩
Uncommon Gratitude: Alleluia for All That Is

從理性的暴力走向對話的可能
鄧紹光 主編／印象文字 ／HK$98

羅雲．威廉斯（ Rowan Williams ）、
卓滌娜（ Joan Chittister ）合著
陳恩明 譯 ／HK$83

聖經不是從天掉下來的？

歸饗地土的 路徑
近田得米
香港永續生活新煮意

A High View of Scripture?
The Authority of the Bible and the Formation of
the New Testament Canon
阿勒特（ Craig D. Allert ）著 ／曾景恒 譯
印象文字／HK$108

蘇文英、鄒崇銘 合著
印象文字、香港公平貿易動力／HK$108
本書作者將會在七月十七日下午八時在基督教坊
「 有 SAY 廣場 」舉行分享會，萬勿錯過近距離與作者
交流的機會！活動期間本書更會以優惠價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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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RS

/ 共讀材料 /

香港在地農業讀本
追尋生態、適切、低投入、社區農業
鄒崇銘、姚松炎 主編／土地教育基金／HK$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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