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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線“B”-閱讀屬靈書 書籍介紹                    29/5/2012 

一．個人靈命進階十段概覽 

委身層 分段 Ａ．聖經閱讀 Ｂ．屬靈閱覽類別 Ｃ．建立屬靈習慣 

1 － － 福音性材料 － 

2 

第一段 新約： 

四福音＋使徒

行傳 
閱
讀
書 
> 
300 
頁 
或 
影 
音 
> 
10 
小 
時 

人物見証 

(分類碼:19) 

．每週一次教會崇拜 

．掌握如何在聚會中領唱及分

享一首詩歌 

第二段 舊約： 

摩西五經 

靈命造就 或 

靈修／禱告 

(16&27) 

．每天一刻靈修 

．掌握一種個人查經方法(如:

六何法、歸納式查經等) 

3 

第三段 新約： 

保羅書信 差傳宣教(29) 

．恆常參與一個牧區 

．可簡單分享福音內容作個人

佈道 

第四段 舊約： 

歷史書 
團契／小組 

(14) 

．每月實行十一奉獻 

．可簡單分享讀經/靈修的體會

和得著 

第五段 新約： 

其他書信＋啟

示錄 

信徒生活／ 

個人成長 

(17&32) 

．恆常參加一項事奉 

．掌握禁食的意義及方法，並

曾作實踐 

第六段 舊約： 

詩歌智慧書 

神學教義／ 

福音護教 

(06&07) 

．每年帶領一人歸主 

．掌握如何領小組４ｗ，並曾

作實踐 

4 

第七段 新約： 

全卷一次 

閱
讀
書 
> 
450 
頁 
或 
影 
音 
> 
15 
小 
時 

教會歷史(08) 

．每年完成一項靈命操練功課 

．曾參加短宣，建立持久關心

差傳的行動 

第八段 舊約： 

先知書 
道德倫理(12) 

．掌握如何作個人退修，並曾

作實踐 

第九段 新約： 

全卷兩次 

解經、研經法

／釋經學(34) 

．深入研讀、查考一卷聖經經

卷 

第十段 舊約： 

全卷一次 
專題探討 

(如:聖靈探討 

、當代敬拜) 

．研究一個信仰專題(如:十一

奉獻、三一神觀、末世探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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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階段屬靈閱讀書目/影音材料推介一覽 

階段 主題 書籍／影音名單（舉例） 
第一段 人物見証 暗室之后、約翰衛斯理傳、劍橋七傑、慕安得烈小傳、宋尚節傳-

失而復得的日記、伴我同行-程文輝、深入非洲三萬里—李文斯頓

傳、向你致敬—前線醫療工作者及家眷(VCD)、一起走過非典的

日子、… 
第二段 靈命造就  

或 
靈修／禱告 

靠聖靈成事、敬虔的操練、基督徒得勝的生活、住在基督裡、轉

化生命的友誼、成長路上、… 
隱密處的靈交、渴慕神、繁忙人的屬靈操練、禱告真諦、一生渴

慕主、屬靈操練之旅、如何明白神的引領、… 
第三段 差傳／宣教 差傳點點心、無心插柳、你也能參與宣教、誰來關心、殉道士的

血、小村的故事、基督的園丁、宣教千里、顛狂為上帝、… 
第四段 團契／小組 直奔標竿、團契生活、團契狂想曲、樂在其中、突破小組框框、

小組 DNA、組員手冊、你也能帶領小組、... 
第五段 信徒生活 

或  
 

個人成長 

黑白分明、愛上星期一、布衣神僕、基督徒看『錢』、『權勢』、過

猶不及、美麗無罪、消費主義、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憑誰意

行?、擁抱耶穌的心、俗世同流、新人新心新標竿..、上帝@工作、... 
活出獨一無二的你、情緒有益、態度—決定你的高度、男人本色、

追求成長、有話問上帝、與奧客共舞、上帝愛你這麼多、過猶不

及、與智慧飛翔、屬靈品格的建立、與神同行單身路、… 
第六段 神學教義  

或 
福音護教 

平信徒神學初階、今日基督教教義、基要信仰概論、哲理精研、

信仰疑惑四百問、殊途同歸？、… 
神學的哲學基礎、後現代拜物教、神學探討入門、… 

第七段 教會歷史 基督教發長史、教會歷史、福臨中華、基督教史話、前車可鑑、

初期基督教簡史、天國龍城、… 
第八段 道德倫理 黑白分明、公理婆理話倫理、好在倫理、是非黑白、新約倫理叢

談、彩虹的兩端－性傾向歧視立法爭論二百天、生死男女、基督

教倫理學、亂中尋序、生活兩難的取捨、… 
第九段 解經／研經書

及方法 
實用釋經法、釋經學原理、舊約精覽、釋經學、基道釋經手冊、

輕輕鬆鬆讀舊約(CD)、歡喜讀舊約、新約速讀手冊、各釋經書、… 
第十段 專題探討 例 1 

(如:聖靈探討) 
聖靈、活在聖靈中、狂飈後的微聲、近代靈恩運動、聖靈古今論、

認識聖靈的能力、靈風愛火、靈恩運動的反思、… 
專題探討 例 2 
(如:當代敬拜) 

當代聖樂與崇拜、敬拜的真義、崇拜多面體、樂在敬拜的生活、

崇拜與聖樂、… 
專題探討 例 3 
(如:家庭、婚姻) 

為青少年立界線、為孩子立界線、為婚姻立界線、孩子如何栽培

父母、教仔俱樂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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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段閱覽材料介紹：人物見証(分類碼:19)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約翰衛斯理傳 林輔華著、文藝、153 頁、19.1、**** 

約翰衛斯理不僅是循道衛理公會的創辦者，他領導的靈性復興運動，直至今天，仍深深影響世界。本書是
介紹衛斯理生平較詳盡的一本。 

□ 暗室之后 蔡蘇娟著、晨星、207 頁、19.19、*** 

這本書見證基督，唯有她足夠拯救這個苦難的時代；它在這充滿罪惡底汙臭之世界裡，發出信心的芬芳；
它並準確的表明，在基督裡的信心，足夠戰勝人生途程中之一切變化和不利的環境。疾病的打擊、苦痛的
逼迫、和文盲所造的不幸之狀態，這一切在她權柄之前，全都望風而逃，好像黑暗在中午的日光下完全消
散了一般。著者使我們感覺到一個民族心弦的顫動，並盡了最大力量，說明基督足夠拯救那偉大而有需要
的民族。在苦難的洪爐中，蔡小姐發現了鍛煉心靈的秘訣，在暗室疾病中，她竟找到了世上的光。願她在
本書中所作的見證，所敘述的工作，和所發出的呼聲，得到許多人的閱讀和迅速的接受，願億萬的中國人，
閱讀此書之後，能尋到那照亮蔡小姐心靈的亮光，這光雖在蔡小姐受苦的暗室中，仍能使她的信心火熱。 

□ 劍橋七傑 蒲樂克著、校園、104 頁、19.33、*** 

「劍橋七傑」的委身，是神的工作！透過他們首先興起慕廸的敬虔運動和屬靈復興，繼而激起普世宣教運
動。劍橋大學七個剛畢業未幾的年青人，1885 年接受內地會的差派到中國。他們的行動大大震撼那個年代，
影響力不單在英國，且伸展至美國、加拿大、歐洲，激勵更多有學問的弟兄姊妹踏上宣教路。他們都是劍
橋大學的高材生，各方面都有卓越的表現。有的是全國著名的運動能手，有的是貴族，有的晉身為軍官，
但至終他們放下了世上的享受，今生的名利，美好的前途，而踏上一條艱辛的路──往遙遠的中國開荒佈道。
縱然有人懷疑，有人諷剌：究竟他們怎樣和艱難的中文奮鬥，究竟在一個與基督教文化斷絕的國家，每天
接觸著無知，迷信，拜偶像的人群，他們的虔誠能持續多久？但至終他們沒有一個人退後。 

□ 慕安得烈小傳 蔡麗安著、以琳書房、206 頁、19.03、**** 

"但願我生命的每一刻，不會浪擲于神臨在的亮光和喜樂之外，也無時無刻不將我自己交托，作為祂的器皿，
充滿祂的靈和祂的愛。"是的，慕氏的一生，誠如他自己所願的，是靜水、是急湍，沁入人的思想，解了人
的困惑和飢渴；是一片湛藍的浩瀚大洋，涵蘊著人生豐富的智慧和寶藏，他在世八十八年，寫下二百四十
冊動人心弦的書籍和數不清的單張，並以十五種不同的語言發行世界各地。 

□ 宋尚節傳-失而復得的日記 利未著、宣道、450 頁、19.142、*** 

當你打開這本靈程實錄時，會看到：捨棄榮華，決不後退的非凡心志；四出佈道，不辭辛勞的瘦弱身影；
痛斥罪惡，使人悔改的生動講章；靠著聖靈，顯明治病趕鬼的大能；無數信徒得救重生，振奮人心的見證
事蹟……二十世紀上半葉，著名的奮興佈道家宋尚節為主奮戰，足跡遍及中國大陸及東南亞等地，為華人
教會帶來前所未有的復興，其影響力延續至今。本書摘錄整理自他四十多本失而復得的日記、許多珍貴的
資料及老照片，帶我們進入宋尚節那短暫卻為主燒盡的一生──深夜蒙主呼召、入精神病院、拋世上的尊
榮於太平洋、主領無數激動人心的奮興會、硝煙中南下北上、飽受疾病無情的煎熬……他生命中的軟弱與
失敗、剛強與得勝，一一展現人前。主僕人在世時大聲疾呼，曾使無數人悔改得重生；如今，他仍藉本書
向你發出呼喊，要你徹底認罪、復興成聖 

□ 伴我同行 程文輝著、浸信會、401 頁、19.20、** 

「伴我同行」是程文輝的自傳。在書中程文輝導出怎樣以虔誠的宗教信仰，勇敢接受生活的挑戰，克服重
重困難，打破偏見，先後在廣州、澳門和香港完成學業。她立志奉獻自己，終生為失明者服務。在美國一
所盲人訓練學院畢業後，她回到香港，在社會福利署工作，三十年來不斷為失明者謀取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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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文輝說：「只要 我們找到生命的信念，抱著一個有建設性而積極的人生觀，無論在甚麼景況下，我們都
可以活出一個有意義、充實和豐盛的人生。」她的話不但能激勵失明人，同樣也可激勵健全的人和在尋覓
人生目標的年輕人。 

□ 深入非洲三萬里—李文斯頓傳 張文亮著、校園、360 頁、19.146、** 

他是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探險家。不同於其他的探險家，他的探險不是為了征服未知之地，不是為了證明
自己的好勝心，不是為了顯明自己多偉大，探險祇是為了一個職責，將上帝救贖的真理，帶給非洲人。三
十七年之久，行走非洲三萬里，任何危險的時刻，他從未對任何人─包括食人族與奴隸販子─發射過一粒子
彈。他祇將自己的安危放在上帝的手中，他的一生，就是非洲人的祝福。就醫學而言─他是進入非洲內陸的
第一位醫生，就地理而言─他是畫出非洲內陸河川、山脈的第一人，就政治而言─他是終止非洲人被販賣為
奴的關鍵者，就探險而言─他是打開外界進入非洲內陸的先鋒，就科學而言─他是詳細記載中非洲動物與植
物的先河。後世的人，稱他是「非洲之父」。非洲地圖上，仍有三十幾個地方，以他的名字命名，他深得非
洲土著的敬愛，至今，非洲人仍稱他是：「非洲人的朋友」。 

□ 一起走過非典的日子 一群曾在烏溪沙青年新村隔離的醫療人員著、一點文化、218 頁、

19.147、*** 

這是一本見証分享集，記錄了香港醫療界的弟兄姊妹迎抗ＳＡＲＳ的痕跡，當中有血有淚，但亦充滿生命
的美善與堅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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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段閱覽材料介紹：靈命造就 或 靈修／禱告(分類碼:16&27)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靠聖靈成事 陶恕著、宣道、155頁、16.1、*** 
陶恕博士的作品極有深度，能一針見血的指出時代需要、教會偏差，以及信徒靈性的疾病，並給予正確的
真理教導，所以他的書風行各地教會，為傳道人和一般信徒喜愛閱讀。如果教會內的事工，單是依賴人的
才智與經驗，而漠視了聖靈真正的恩賜和恩典時，教會就不能提升到她原有的身分上。作者強調教會就是
基督在地上真正的身體，信徒要靠著聖靈的大能，才能結出屬靈的果子，榮耀基督。 

□ 渴慕神 陶恕著、宣道、115頁、16.05、*** 

本書針對的問題是教會工作日趨機械化，而基督徒真實的心靈崇拜，卻呈現低潮；現代基督徒只接受一套
正確的教理，但在個人生活中卻沒有傾向主自己，這樣的信仰是無生命的。本書對今日信徒是個很有效的
提醒，觸發我們懂得如何認識及欣賞到神的寶貴，以至對神產生飢渴和切慕的心。 

□ 敬虔的操練 畢哲思著、宣道、195頁、16.23、**** 
很多愛主的基督徒都渴望能活出一個敬虔的生命，可惜肯付上代價的人卻是太少。作者在本書中指出一個
敬虔的生命是需要操練的，信徒必須將生命中的雜質除去，才能追求過一個新人的生活。他清楚列出敬虔
的生命所擁有的各項特質，如仁愛、喜樂、和平等，並教導我們如何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 隱密處的靈交 G.H.Knight 著、晨星、111 頁、16.49、** 
書中用個人的經驗述說在隱密處與神靈交的效益。讓讀者清楚知道信徒屬靈生活中為甚麼有這樣多的失敗
與困難，同時又可以徹底明瞭怎樣才能過著得勝的生活。若每日活用書中的教訓，必會得著屬靈最大的福
祉。 

□ 轉化生命的友誼 詹姆斯．侯士庭著、中國教會研究中心、289頁、27.12、*** 
作者是學者和好牧人的代表，本書集結了挑戰、睿智和敬虔的深度，此時問世是最合宜了。作者在書中對
禱告的爭論作深入探索，並展現其淵博的洞見，幫助人衝破禱告的迷失，是關心禱告的人要注意的。（Richard 
C. Halverson）認識本書作者的人，很容易被他敏銳的頭腦、淵博的學識、廣闊的胸襟、毫不隱藏的誠實、
深厚的愛和溫柔的靈所吸引。他把自己所教導的基督徒屬靈觀，很切實地活出來。 

□ 你也能忙中取靜 海波斯著、校園、199頁、27.11、*** 
工作、上學、教會服事、交朋友、與鄰居互動、休閒活動都佔滿了我們的時間表，因此我們幾乎都找不到
學習向上帝禱告的時間，甚至忙到沒時間禱告。 
我們都知道，禱告是一門易學難精的功課，偏偏在講求績效的今天，成為基督徒失落的藝術，安靜禱告成
了有心無力的犧牲品，因為沒有花時間去學習。 
作者海波斯(Bill Hybels)以牧養上萬會眾的經驗，深知大部分人的時間都被效率充斥。然而他決心：再忙也
要學習禱告，並且他真的為此付上代價。 
在本書裡，海波斯牧師分享他學習禱告的心得。從這些實用而有系統的經驗與概念，基督徒一定能學會持
之以恆的禱告生活。讓我們放慢腳步，在禱告中，享受與神同在的喜樂，天天向上帝支取力量，生命得以
天天長進。 

□ 住在基督裡 慕安得烈著、校園、198頁、16.198、** 
基督徒在世上時刻過著「住在基督裏」的生活是否可能呢？基督徒是否常陷於軟弱、失敗、罪惡中難以自
拔？本書將告訴你如何活出積極、得勝、聖潔、更新的生命，並指引信徒如何體嚐「住在基督裏」的甘甜
和豐盛。 

□ 一生渴慕神 傅士德著、校園、464頁、16.193、**** 
《一生渴慕神》介紹了二十六位基督教靈修史上重要的靈修大師，按照彼此觀點的相似性，區分成七條靈
修路徑。他們每一個人，都在處理內在的渴慕上有過獨特貢獻，透過他們，我們將學會許多引導這份渴慕
的方法。把渴慕對向神，讓祂來幫助我們，妥善地使用這股內在的力量，在世上發揮無窮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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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屬靈操練之旅 傅士德等編、天道、460頁、16.194、**** 
資深屬靈導師傅士德博士，會帶領你與古今中外五十二位富生命影響力的聖徒相遇，細讀他們的著作精華，
並以聖經回應，從中學習寶貴的功課。他們的生命不一定完美，與你的教會背景可能亦有分別，但總能在
其中有所學習，深化與神的關係，也在其中提昇你的辨別能力，幫助你在這多變的時代，成為更能見證主
更有影響力的門徒。 

□ 禱告真諦 傅士德等編、天道、350頁、- 
作者透過本書分享禱告的不同性質，讓讀者更多了解上帝在我們中間所做的事，以致在實踐禱告時能更有
意向。本書內容豐富，研究深入，且能即時加以運用。 

□ 如何明白神的引領 劉志雄著、天道、460頁、- 
神的道路最美、最善，尋求明白神的引導是每位屬神的百姓必須學習的功課，劉志雄長老以其紮實的神學
背景、豐富的屬靈經驗和許多基督徒的心得見證，他歸納出要行走在其間有五步驟：1、遵守聖經的原則；
2、順服聖靈的感動；3、參考智者的意見；4、自己謹慎作決定；5、仰望神的帶領及介入。如果你要學習
明白神的引領，本書是你最好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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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段閱覽材料介紹：差傳／宣教 (分類碼:29)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差傳點點心 朱昌錂著、中福團、75 頁、29.4、**** 
不少差傳的問題看來很複雜，似乎涉及許多大道理。其實歸根究底都是與宣教的基本觀念大有關係。如果
從聖經、歷史、文化人類學的一些基本觀念去處理，便能夠將連連緊扣的環結一一解除，從複雜的表象中
得釋放，輕鬆愉快在宣教的路上，不斷經歷主基督拯救萬族萬民的多姿多采。本書十三篇短文，八篇短歌，
帶領讀者回到基本的觀念，去解釋看似複雜的宣教課題，讀來如同享受作者烘焙出爐的差傳一點點心。 

□ 無心插柳 朱昌錂著、中福團、207頁、29.39、**** 
本書就是與你分享一個小故事。從兩個人的禱告開始，生發一圈又一圈的漣漪，散發基督的馨香，漫溢在
主給我們的界限地土。這個小故事講述一小群的人，因經歷了主耶穌基督的大愛和救贖，在某個處境下，
對神的心意有新的看見，結果用摸着石頭過河的方式去差傳。他們經歷福音在萬民異族間顯出的能力；他
們流淚撒種，帶着禾捆而回，到處傳遞宣教星星之火的異象；他們走過許多崎嶇路，學了許多功課，付了
不少高昂受學費；他們認識自己力量微小，一無可誇。 這個故事，叫做「無心插柳」，因為工作開展了一
段日子，才聽到有名望的前輩告訴他們，他們是差會的事奉，這叫做差傳事工。 

□ 小村的故事 林鏡初著、宣道、175頁、29.03、*** 
本書輯錄了三十六封泰北的來信，透過一對宣教士夫婦宣教的體驗和經歷，道出神的工人在異鄉的甘與苦、
樂與悲；藉著他們的分享和見證，我們不但對泰北的需要有較深認識，更與他們一同經歷那「活」的信仰。 

□ 基督的園丁 路得塔可著、台福傳播、333頁、29.38、*** 
婦女在現代宣教運動中的角色是顥著的，甚至到二十世紀初，女宣教士與男宣教士的比例，已超過二比一，
而她們的事蹟卻常被歷史學家遺忘。本書就是記錄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一群基督忠心的女園丁，在
地極的某個角落，默默耕耘的事蹟。 

□ 宣教千里 龍蕭念全等著、宣道、174頁、29.34、*** 
一直以來，你我總覺得宣教是項偉大的工程，不是我等凡夫俗子可做到的。宣教？請差遣他人吧！本書正
要告訴我們：宣教士也是普通人，當身處異地，在生活、文化、風土人情上，他們都面對不少衝擊。本書
紀錄了—眾宣教老兵新丁履行大使命的感受，當中沒有可歌可泣的場面，有的卻是他們真情的流露，箇中
有笑、有淚、有掙扎、有失落。整個的歷程也許不易，但事後回望，他們都心懷感恩，覺得滿有祝福。 

□ 顛狂為上帝 朱昌錂著、中福團、92頁、29.35、*** 
作者把從事宣教事工應有的熱誠、異象、經驗和聖經的原則，輕鬆卻嚴謹的融合在一起，內容實際又生動，
是對差傳一個很好的再思。 

□ 征途—宣教士點將錄 差聯編著、差聯、158 頁、29.43、*** 
宣教士穿上聖靈所賜的全副軍裝，為主的大使命踏上征途。戴德生、艾偉德、伊理奧、羅海倫……這些昔
日偉大的宣教士屢受磨練，就像走過荒涼野地，有些甚至客死異鄉，但無論哪一個，都忠於主的託付，為
以後的宣教士立下楷模。 

□ 我是宣教士？短宣體驗與短期宣教士 盧家駇牧師著、差聯、92 頁、29.42、*** 
本書精要地談到短宣體驗的利弊和意義，並給與清晰的指引，也談及短期宣教士的身份界定，實用性高，
是各位推動和參與短宣者不可或缺的好書。本書可作短宣隊出發前的導讀手冊和小組討論材料。 

□ 起來，接棒！ 魏德凱夫婦著、校園、157 頁、29.45、*** 
1947 年，作者魏德凱坐船到達中國大陸，從此展開他的宣教生涯。由於四川省後來被共產黨接管，再加上
一些困難，魏德凱全家離開中國大陸。後來上帝帶領他們從事台灣的福音工作，成為內地會和協同會
（T.E.A.M.）差派來華的宣教士，直到 1995 年退休為止。退休回美國後，作者經常在南加州橘郡的華人教
會講道，推動基督徒參與普世宣教，並挑戰新一代的基督徒「起來，接棒！」將福音傳到世界的每個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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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段閱覽材料介紹：團契／小組 (分類碼:14)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直奔標竿 華理克著、道聲、424頁、-、**** 
本書被稱為「廿世紀教會經典之作」，確有其因，作者以屬靈目標推動教會的追求路線，成了廿世紀頂意義
重大的教會增長試驗。 

□ 樂在其中 鄧敏著、証主、155頁、14.22、*** 
一個團契能否積極成長的關鍵，是在乎每一位成員。本書的重點並不在於教導如何帶領團契活動，而是著
重建立「我」，當「我」能健康地與別人相處，坦誠溝通，彼此接納，相愛互動時，整個團體便能產生積極
的動力。本書除了有論述部份，也有研討、回應、練習和實踐，可激發讀者研討與分享，促進彼此深度的
了解和接納。 

□ 突破小組框框 梁廷益著、沙浸、235頁、14.56、** 
作者不但深入介紹了細胞小組的運作、各事奉崗位的角色及工作範籌外，且透過不同向度的介紹引領組員
投身小組生活，以致組員的屬靈生命能獲得適切的栽培和成長。此書不單只是作為小組組員的手冊，更適
合任何有興趣了解細胞小組生活的朋友閱讀。 

□ 從 200到 2000 組員手冊 梁廷益著、沙浸、290頁、14.48、*** 
本書是沙田浸信會的教會增長實錄，清楚介紹了教會自小組化後得以不斷發展、信眾增添的理念、教會架
構、各部事工、人手安排等，是為有意投入沙浸的信徒編寫的教會指南、也是以小組模式運作的教會非常
有用的參照。 

□ 你也能帶領小組 Steve Barker 著、校園、166頁、14.27、*** 
「小組」在校園福音事工上扮演著十分重要的角色，它提供成長階段所需要的關懷與支持。美國校園基督
徒團契（IVCF）自 1940 年開始在各地協助學生建立團契和小組，不但資料齊全而且經驗豐富，本書是他們
訓練小組長的指導手冊。 
造就（Nurture），敬拜（Worship），使命（Mission），分享（Community）是小組生活的四個要素，缺一不可，
本書按部就班的將小組的異象建造完成，其中的步驟、法則、策略......一概條理分明的展現在讀者眼前，的
確是帶領小組的導引指南。 

□ 小組全攻略 多納休著、天道、309 頁、14.58、**** 
這是一本詳盡，隨時可用的小組領袖案頭書，適合小組領袖，教牧同工，信徒領袖，教育及輔導人員，讓你

掌握：小組的組成和價值觀、聚會的準備和參與、領袖的要求和責任、小組內的門徒訓練、小組的哲學和架

構…。 

□ 神、經、遊戲  鍾樹森牧師著、德慧文化、256 頁、14.57、**** 
本書於 2011 年獲得第五屆基督教「教會事工 I (教材及課程)」組金書獎。「學得更真」及「講得更深」是本著

遊戲與教育的基本理念，既學術性、本土化與簡易清晰的文字，令人一看隨手可用的一本很優質的工具書，

亦可解決現時很繁忙生活沒有空間思考遊戲的人所值得擁有的一本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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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段閱覽材料介紹：信徒生活/個人成長 (分類碼:17&32)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活出獨一無二的你 黎艾理著、証主、275頁、17.99、*** 
「尋找生命意義、發掘屬靈恩賜、活出獨一無二的你。」時間正在流逝，你想過一個怎樣的人生？本書的
作者黎艾理牧師透過 21 天的研習，引領讀者明白你的存在不是一樁意外，乃是神的奇妙創造及計劃，祂
要你活出獨一無二的你！為了活出這個「真我」，他勉勵讀者作出三大抉擇：1. 把生命全然交上，2. 用智
慧管理你獨特的恩賜及 3.用心服侍別人，讓你得著滿有喜樂、豐盛和價值的人生。 

□ 布衣神僕 陳天賜著、更新資源、396頁、32.38、**** 
作者曾因教會的需要及聖靈帶領，於數年前的一段時間投身作為投資銀行家及中介人士，經歷一般牧者所
沒有經歷過罕有的社會經驗。書裏面分享不少真實的見證及例子，有血有肉，也闡釋了不同的屬靈素質和
職份。 

□ 憑誰意行？ 梁家麟著、基道、133頁、16.191、*** 
尋求探問神的指引是好的，但不見得人凡事都問神，卻往往只在重要關頭，非常抉擇時才向神靠。這是不
負責任的表現，還是自甘為木偶的心態？人必須正視和反思自己的責任和角色。 

□ 愛上星期一 貝克特著、校園、224頁、32.36、** 
一改過去咬牙撐到週五，只盼週末來到的生活態度，一位成功的俄亥俄州製造業總經理發現，他的工作可
以充滿意義和目的。關鍵就在於他能把工作和信仰結合，結果兩者都增長、互相並進，使得他更期盼星期
一的來到。 本書融合了生活的所有層面：工作、信仰、價值觀、真理、品格，和喜樂。這本集大成的書
也為所有熱愛工作或嘗試熱愛工作的人，帶來了實際可行的原則。 

□ 與奧客共舞 約翰．湯森德著、台福傳播、118頁、17.98、** 
無可否認的，無論我們怎麼努力，沒有一個人可以避免生活中的麻煩人物。有些人不論何時何地，就是會
使我們的生活更困擾，製造衝突並帶來壓力。這些麻煩人物有時甚至不知道他自己已經為別人帶來無比的
困擾，包括你我在內。為什麼老是那樣討人厭？同時你卻那麼輕易地任麻煩人物擺佈。湯森德博士要你直
接負起責任，停止對麻煩人物一點都起不了作用的應付方法。接著作者提供一套嶄新的處理策略，包括對
麻煩人物所應採取更健康的態度、自我約束以及口語的演練等原則，這些原則可以協助你居於更有利的位
置處理這些「麻煩製造者」。你無法避免生活中那些製造困擾的麻煩人物，但是當有效而深入地了解他們
後，你會發現你逐漸變為上帝創造你時要你扮演的角色。 

□ 教會以外的信仰 蘇穎睿/蘇劉君玉著、全心、149頁、09.45、**** 
本書是作者牧會的主日學材料，不同的生活課題，以查經的方式帶出在生活層面如何把信仰活出來。 

□ 態度—決定你的高度 施以諾著、橄欖基金會、253頁、17.81、*** 
態度決定了您的高度！您相信嗎？本書內容共分五方面來與您分享以下三個座右銘：面對壞事的態度，決
定您心情的高度、做人的態度，決定您名聲的高度、做事的態度，決定了您成就的高度。 

□ 與神同行單身路 韋諾文著、美地、289頁、16.187、** 
作為單身基督徒，我們可以怎樣面對每一天呢？本書乃特為單身的男女而編撰，但對於非單身者也頗為適
用。作者透過九十篇靈修文章，讓我們知道我們在單身路上並非孤單獨行；我們在每天的生活中，仍是可
以向神支取力量，使我們得以從生活的壓力中釋放出來，並與耶穌基督建立甜美的關係。準備好了嗎？現
在就讓我們一起開始這九十天靈命更新的旅程吧！ 

□ 有話問蒼天 楊腓力著、天道、343頁、16.157、*** 
作者楊腓力說：「我們常以為痛苦的問題是我們要向上帝問的問題，但沒有想過，這個問題也是祂要問我
們的。我們怎樣回應受苦人？」本書另有五章新資料提供實際建議如何幫助受苦者，每一章有討論指引，
為個人和小組提供討論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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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 海波斯著、道聲、264頁、16.197、*** 
如何成為有感染力的基督徒，把福音傳給周遭人？說難不難，說簡單也不簡單，但看你想不想運用以下公
式：活出基督徒特質+靠近人+清楚傳達=最大影響力，這個公式的意思很簡單：活出基督徒特質，靠近傳
福音的對象，把福音講清楚，就會對人的生命產生最大影響力。本書詳盡說明上述公式，是柳溪教會改變
人生命的實戰經驗。 

□ 基督徒看『錢』 傅士德著、基道、151頁、32.27 
作者在本書中詳細分析金錢與基督徒的關係，以幫助信徒建立正確的金錢觀念，並懂得如何運用它。書後
的閱讀指引，有助更深入思考。 

□ 基督徒看『權勢』 傅士德著、基道、162頁、32.28 
權力影響著我們與人的交往，既能破壞也能創造。作者在書中闡明兩者的關係，使我們避免用權力來支配、
擺布別人，而是以權力去引導和釋放人。書後的閱讀指引，有助深入思考，並以行動來對問題作出回應。 

□ 美麗無罪 嘉倫．李霍普/倩妮雅．希格斯著、學生福音團契、290頁、32.91 
美國一項調查顯示，百分之四十八的婦女對自己身體感到「整體地不滿」，其餘的人討厭自己外表的某些
部分。與此同時，很多女信徒卻被教導：外表並不重要；內在美才是一切。事實上，很少女性知道聖經對
美麗的真正看法，因此當親友或我們自己面對由外表帶來的困擾時，我們都很迷惘。本書探討多項研究，
鑽研聖經對美麗問題所展現的寬度，也聆聽女士於許多難題上的掙扎；使外表成為我們生活裡其中一個最
重要的屬靈課題。 

□ 基督徒看消費主義 巴塞洛繆．莫里茨主編、基道、189頁、32.92 
消費主義不只是一種生活方式，愈來愈多人認同它是一個思考框架，人們在其中找到自己在社會中的身分
和歸屬感。它更在我們身處的文化中佔主導優勢，影響我們家庭和工作的每一範疇。本書作者各自從一己
專長，以聖經、哲學、倫理，社會學及經濟角度，分析消費主義在今天的影響力，幫助我們跳出主流文化，
反省基督信仰的異象，並帶著使命去回應冷漠的時代精神。 

□ 擁抱耶穌的心 路卡杜著、校園、228頁、32.98 
「認識耶穌」和「看起來像耶穌」之間，其實有著天淵之別。前者容易，只要略有智能，加上些許的努力
即可達到；後者不易，因為攸關了個人操練、持續立志與靈裡的渴望。 
本書為我們指出靈命成熟之路，提供了可以每日實踐的門徒操練。作者路卡杜以牧者心、作家情分享了自
己在禱告中、在高爾夫賽程中、在異象持守中、在......中，為要更像耶穌的掙扎。作者在每一章中以一個
身體部位為主角，為我們設立了一些「學像耶穌」的簡單目標。 

□ 上帝@工作 韋真爾著、雅歌、219頁、32.75 
本書作者闡釋了宗教改革家根據聖經所教導的觀念，認為「聖召」的重點並非每個人應該如何運用時間，
或蒙召步入哪種生涯，而是上帝要在對世人的呼召中成就哪些工作，以及祂要透過對世人的呼召完成哪些
旨意。作者告訴我們，不管上帝賜下什麼工作或使命，祂自己都在其中動工──無論是職場、家庭、教會
或社會。當我們明白這些耗費大部分時間心力的「俗務」，其實正是上帝所隱身的場所，我們的觀點及生
活態度、方式都會大為不同。  

□ 情緒有益 李兆康/區祥江著、突破、256頁、17.63 
情緒的英文〝Emotion〞可以拆開為 E-motion，即〝Energy in motion〞。換言之，情緒即是能量。這份能量
既能載舟，亦能覆舟。若能夠把情緒的正面功能融入生活中，生命就更豐盛。本書就是要幫助讀者如何掌
握共舞情緒十大祕訣和釋放情緒五大能源。 

□ 男人本色 曾立煌著、基道、199頁、17.43 
閱讀此書你可一邊了解自己或身旁男士，一邊探討男人成長的掙扎。讓男與女之間多加一份體諒和關懷，
幫助自己或身旁的他面對成長的危機。本書更展示男性創生發展的藍圖，以耶穌基督的完美典範為男性設
定了台階，為二十一世紀基督徒漢子確立尊榮的形象與壯闊的內涵。本書不單適合男性閱讀，也適合關懷
身旁男性的女性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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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求成長 梁家麟著、學生福音團契、178頁、16.172 
我相信，靈性追求是一個不斷進深的歷程。更高與更深的分野在哪裡？更高指的是我們的屬靈地位，是人
所擁有的屬靈資歷與成就；而更深則是指我們對上帝的經歷和對信仰的認識。前者是獲得的，後者是發現
的。 

□ 過猶不及 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著、台福傳播中心、414頁、32.93 
想要擁有一個平衡健全的生活，明確的界線是很重要的。界線是個人產權的分界線，指出你應該為哪些東
西負責。本書針對各種界線的難題，以合乎聖經的教導為基礎，給予解答，引導我們如何向父母`配偶、
子女、朋友、同事，甚至自己設立健全的界線。  

□ 與智慧飛翔 李錦洪著、學生福音團契、178頁、32.95 
本書結集了作者在《時代論壇》的專欄文章，作者以細緻的筆觸分享他的生活態度，對傳播事業與管理的
心得，對世情的觀察，對人情的欣賞。 
從事出版傳媒工作的李錦洪，對人生體會、世界局勢的洞察力、人性的解讀，甚有深度。他的文字有如城
市中的清泉，閱讀此書後，可讓乾涸的生命、焦灼的心靈有所歇息。 

□ 屬靈品格的建立 郭鴻標著、基道、204頁、9.48 
基督徒今天面對愈來愈多的挑戰，有時候在壓迫的生活裏迷失自己，盲目地隨波逐流，失卻屬靈的香氣。
雖然其中不乏追求生命更新、重整的人，但他們若只是陶醉於心靈的治療，沒有正視生命的弱點，很可能
是迴避問題，在屬靈上停滯不前。我們靠著上帝的救恩，改變了生命，更要建立屬靈的品格，這樣生命才
可以更新變化，將最好的獻上事奉上帝。 

□ 上帝愛你這麼多 

□ 俗世同流 

□ 新人．新心．新標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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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段閱覽材料介紹：神學教義或福音護教類(分類碼:06&07)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神學的哲學基礎 楊慶球著、天道、240頁、6.116、**** 
本書涵蓋古今主要哲學課題，包括宇宙論和形上學、知識論、語言和真理、道德哲學和苦罪問題。楊博士
以生動的例子來闡釋，更附以中國文化的相關思想，讀起來叫人趣味盎然。本書更在各課題上與基督教對
照，彼此互為詮釋，並在書末附以原典翻譯的選讀。能以穿梭於古今中外，並神學與哲學之間，此書實為
不可多得之作。它既有深度和闊度，也能深入淺出，叫人易於把握，正好和他的俗世尋真彼此配合，繪畫
一個全面的神哲學圖畫，好使讀者能翱翔於其中，也為有志念哲學和神學者提供入門的必讀書。 

□ 今日基督教教義 麥格夫著、基道、161頁、6.1、** 
當代福音派神學家麥格夫以深入淺出的手法，闡釋基督教教義及它的重要性。他說：「關懷教義，是關懷
基督徒生命基礎的可靠性。」教義仍是基督徒的生活座標，與生活息息相關，而不只一組枯燥難明的字句。
這是信徒深化信仰的必然讀物。 

□ 後現代拜物教 駱穎佳著、學生福音團契、164頁、6.115、*** 
消費主義、資本主義、物質主義，許多人一聽見就感到莫測高深，認定那些只是搞學術的術語，跟自己無
關。但消費主義已成為今日社會的主流價值，它建構我們的世界觀，打造我們的文化身分，鑄造我們的身
體形態，甚至建立一種新的宗教意識。本書以深入淺出的手法，不但解構全球化的消費現象，及其衍生的
種種問題，亦從神學角度進行批判，令我們對消費文化有更整全的認識。 

□ 哲理縱橫 梁燕城著、宣道、196頁、07.04、*** 
梁燕城博士從東、西方哲學入手，探討人生所遇的問題，助人尋找人生真正的意義。 

□ 基督、聖靈與救贖—基督教要義導覽 陳若愚著、基道書樓、378 頁、26.121、**** 
基督、聖靈與救贖，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本書嘗試透過聖經、歷史以及當代教會處境，探討三一上帝藉
著基督和聖靈所帶給我們「末世」的救恩。 

□ 會遇系統神學 楊慶球著、中神、344 頁、06.122、**** 
這是一本深入淺出的系統神學入門書，沒有傳統系統神學書的 "過度長盡" 帶出的繁瑣和沉悶。反之，它
是簡潔而流暢，並且分題清晰，易於閱讀。 

□ 異端辨惑  蘇穎智牧師著、天道、322 頁、27.83、*** 
我們只要看到各種異端邪說的衝激如何影響現代這個時代，便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充滿著假先知、假基督
的時代。其實我們可以不讓他們影響我們，反而可以利用這些現象去建立其他人。聖經告訴我們，當我們
遇見這些現象的時候，便已是末世將要來臨的時候，雖然沒有人知道主何時再來：但祂卻叫我們要儆醒，
祂要我們知道這些預兆，要我們有一個儆覺性，知道祂來的日子已然臨近。本書幫助我們了解不同異端的
成因、發展、影響、謬誤及如何回應，使信徒在末世將臨的日子，不單可不被迷惑，更可有效地將陷在迷
惑中的人帶出來。 

□ 中國民間信仰揭秘 馬國楝教士、短宣中心、182 頁、07.82、*** 
作者將他們多年傳福音的心得和考究，寫成此書，對教會探討現代普羅大眾的思想形態有極大的幫助。他
們以通俗易明的文字，將繁亂的中國民間信仰簡明地剖白出來。作者的寫作目標在於裝備信徒，使他們在
面對各種流行的信仰和習俗時，知所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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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段閱覽材料介紹：教會歷史類 (分類碼:08)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基督教發展史 比爾．奧斯丁著、種籽、586頁、8.24、*** 
在本書內，重要的歷史事件和地方，埃及被組織得清晰可讀。事實上，基督教二千年歷史所涵蓋的資料實
如恆河砂數，令人容易混淆，但比爾‧奧斯丁卻巧妙地把這些資料連貫為清晰及有條不紊的討論課題。在
奧斯丁優美的文筆和生動的故事中，過去重要人物──活現紙上，教人更易理解明白他們一生以及當時代
的歷史意義。 

□ 教會歷史 谷勒本著、道聲、568頁、8.06、** 
此書初出版於一九三三年，其主要目的是要作為大學和神學院的教科書之用，批評家，大學，神學院，學
院，以及宣教師學校，都很誠懇地接受此書的英文原本。深望中文譯本也能有同樣的結果。此書曾獲得一
般人的稱譽，說它對於各會各派，持論公允，記載事實絕不牽強附會，希望此書也可蒙東方一切基督徒的
稱許。 

□ 福臨中華 梁家麟著、天道、192頁、8.08、**** 
作者寫出一八○七至一九五七年間的中國教會史。他認為教會歷史雖有獨特的信仰和神學意義，但必須接
受史學方法的規範。本書實為可讀性甚高的通俗史著。 

□ 溯源追本 吳國傑著、基道、238 頁、08.37、**** 
全書共分六部分。第一至四部，簡要介紹與現代教會息息相關的歷史議題，諸如各主要教義的歷史緣由，
現今基督教會普遍持守的主要禮儀、節期與傳統的歷史演變，以及巡覽當今各主要宗派的起源與擴展，認
識其來華、來港經過。第五部分「華人教會」聚焦於中國和香港的教會群體，扼要講論其關鍵發展。最後，
第六部分「現代議題」，嘗試藉歷史回顧為流行議題引入亮光，展示教會歷史研究的具體會研習歷史的實
用性與重要性。 

□ 前車可鑑 薜華著、宣道、252頁、8.11、*** 
本書是薛華博士的護教巨著。作者由羅馬帝國敗亡開始，經過中古時代、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
直至現今科學時代，透過各時代的文學、藝術、神學、哲學、社會等特徵，檢討西方文化衰落的原因，並
指出惟有重新肯定和接受聖經真理，人類的命運才有轉機。 

□ 初期基督教簡史 布恆瑞著、真道、208頁、8.05、*** 
初期基督教會史是整個基督教會的信仰關鍵，也是信徒對教義認識的基礎。本書簡潔清晰地闡述了初期基
督教的開始、演變和發展，同時還介紹當時的一些重要人物、地點和學術思想等，所涵括的範圍甚為廣泛。
本書深入淺出，實在是一本能夠幫助信徒的歷史參考書。 

□ 天國龍城－香港聖公會聖三一堂史(1890-2009) 邢福增、劉紹麟、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

究社、368 頁、8.36、*** 
聖三一堂的故事，篇篇訴說上主的僕人如何在這裡開基立業，頁頁見證九龍城區以至整個香港社會在時代
巨輪下的變遷及教會的回應。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吳國傑&startnu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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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段閱覽材料介紹：倫理道德 (分類碼：12)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黑白分明 羅秉祥著、宣道、264頁、12.01、**** 
作者研究倫理學多年，對哲學及神學造詣亦深。本書結集了作者重要的專文二十三篇。全書主要分為理論
基礎及實際應用兩大類，立論清晰，深入淺出，所探討的倫理問題又充滿時代氣息，容易引起讀者的共鳴。
作者期望本書能幫助讀者懂得如何作獨立思考及判斷，關注個人生活及社會道德問題，從而提高一般讀者
對基督教倫理學的興趣和認識。 

□ 公理婆理話倫理 羅秉祥著、更新資源、376頁、12.13、**** 
基督教倫理學有其方向和原則，自古到今信徒派別和神學思想常存不同，再加上落實到生活的層面上時，
更引起激烈的爭論。隨著社會的發展，地球村的出現，進一步衝激著各基督派別的思想，作為基督徒要如
何面對呢？ 

□ 壁壘分明 張慕皚、蕭壽華等著、宣道、214頁、37.16、**** 
面對著社會、道德、政治、經濟、文化所帶來的問題，我們作為社會的一分子，除了要站穩立場，堅守所
信外，還要有回應時代的勇氣。本書是《紛擾世情中的信仰立場》的姊妹作，書中提供的正是基督教信仰
應有的立場。在這個無絕對標準的世代，要實踐真理一點也不易，不過我們若能堅守，必能作鹽作光。 

□ 是與非以外—基督教的倫理想像 龔立人著、基道、252 頁、12.18、*** 
現實生活及具體生命充滿模稜兩可的矛盾、左右為難的張力，這並非「是非題」、「選擇題」可以涵蓋的。
本書嘗試從想像辨識來理解基督教倫理，即從「敍事」和「想像」，將信仰傳統與當下場景作出關聯，並
打破個人倫理與社會倫的二分、倫理學與神學的對立。作者特別強調，基督教的道德想像對於「倫理的兩
難」尤其重要，因為它使我們走出二元對立的思維困境。這是一本深富人味、親切誠摯的基督教倫理著作。 

□ 彩虹的兩端－性傾向歧視立法爭論二百天 葉敬德著、基道、169頁、12.14、** 
本書收集了二十多篇最近期在基督教刊物上所載有關對性傾向歧視法的文章，共分五大部分，其中有談及
對於這法例的取向，教會可如何面對；另有收集了反對立法的意見，包括維護家庭聯盟，性文化學會等的
立場；更有從教牧、道德倫理等角提出的聲音，而且支持和反對立法的意見也兼容並蓄；最後更有提出支
持和反對以外的第三條路線，以另一種取向來面對這複雜的立法問題，盼望讀者能整合出自己的見解。 

□ 和平的國度—基督教倫理獻議 侯活士著、基道、254 頁、12.17、*** 
當你習慣地以對與錯、好與壞的思維理解基督教倫理時，侯活士的《和平的國度》想必令你失望。但倘若
你願意不在「假設受控制」（對與錯、好與壞）的環境下面對生活，這書必會為你帶來驚喜，因你會欣賞
到侯活士所分享的和平之德性，竟是如此重要。 

□ 是非曲直 關啟文著、宣道、203 頁、12.15、*** 
人權與同性戀都是當代重要的社會和政治倫理問題。本書將它們相提並論，因為同性戀者的權利或人權應
有多少，正是激烈爭論中的問題。然而本書卻認為對這等問題通常有的兩套標準答案：自由主義和道德主
義，皆失諸偏頗。本書嘗試摸索出第三條路，調和兩個極端，從而顯出一個獨特的信仰立場。 

□ 好在倫理 徐濟時著、天道、205頁、12.16、**** 

□ 生死男女 羅秉祥著、突破、237頁、-、*** 

□ 亂中尋序 許立中著、突破、141頁、-、**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張慕皚&startnum=1
http://www.hkbookcity.com/searchbook2.php?key=author&keyword=%20蕭壽華等人&startnum=1
http://www.logos.com.hk/acms/content.asp?site=logos&op=search&type=product&match=exact&field=author&text=%u9F94%u7ACB%u4EBA%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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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段閱覽材料介紹：解經、研經法／釋經學 (分類碼:34)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實用釋經法 賴若瀚著、証主、533頁、2.14、**** 
本書把個人研經應注意遵守之處展列讀者面前，使讀者能正確的解釋聖經。 

□ 談情說理話新約 吳惠儀著、更新資源、373頁、13.40、**** 
作者是神學院的新約講師，對新約尤有心得；此書讓我們能對新約有個全面的掌握，對日後逐卷研讀
大有幫助。 

□ 恩怨情仇論舊約 李思敬著、更新資源、363頁、13.39、**** 
作者是公認的華人舊約權威，他對舊約有精闢心得，叫讀者能發現神藉舊約傳遞的信息，在今時今日
也同樣重要。 

□ 認識解經原理 陳濟民著、校園、133 頁、02.177、*** 
本書是作者多年研經的心得，可使讀者在靈修及研經上獲益，且在系統性的思考上更加全備。本書是
神學生必讀解經書之一，深入淺出，簡單實用，讓讀者掌握如何打開經文，明白真理。 

□ 舊約精覽 詹遜著、宣道、528頁、2.13、**** 
本書採用一章介紹一卷書，扼要地把人物、時間、地'方主題等串連起來，使讀者一目了然，容易明
白其中的複雜關係。 

□ 輕輕鬆鬆話舊約(CD) 李思敬主講、真証傳播、12小時、2.107、**** 
有些基督徒信主後研讀聖經，只停留對新約的查考，對舊約則望而卻步，覺得很深難以明白。很願意
介紹這套 CD，盼望能幫助我們對舊約有更好的了解，消除對舊約的恐懼感，繼而引發我們研讀舊約
的興趣。 

□ 歡喜讀舊約 楊腓力著、校園、246 頁、2.124、** 
作者運用了深邃的情感、敏銳的洞察力，和獨特的見解，分享了自己讀舊約中幾卷書的精采心得，也
描繪了從逃避舊約到愛上舊約的心路歷程。當書中的文字跳入腦海裡，將不難窺見在舊約的每卷書背
後，藏著上帝凝望人們的眼神，處處流露出祂的深情與智慧。像父母，像情人，從亙古到永遠，祂愛
的眼神未曾挪移。鮮活兼具感性與理性的文字，將引導你──打開心扉，跳出舊約的框框，讓心情和
態度歸零，把舊約讀到心的深處。 

□ 釋經學 曾霖芳著、種籽、228頁、2.17、** 

□ 基道釋經手冊 威廉．克萊因等著、基道、702 頁、5.04 
本書為各地華人頂尖學者推薦！被指為當代最全面的釋經學導論，探討釋經學的理論、歷史、方法和
應用。持守福音派信仰的立場，廣泛介紹傳統和近代的釋經思想。詳盡提供聖經不同文體的釋經原則
與方法，討論聖經在當代的應用。全書超過 1,600 個註釋，附有詳盡的釋經學書目，並在例證上作出
本土化的說明，增加介紹中文聖經譯本的一節，以及補充中文參考書目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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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段閱覽材料介紹：例一 聖靈探討(分類碼:6)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聖靈  
這本書的起頭，是作者個人部份的心路歷程。在他過去多年的佈道生涯中，他對聖靈的工作漸漸有較
清楚的認識。作者有系統地研究聖經究竟怎樣教我們有關聖靈的位格和祂的工作。本書使你對聖靈的
職份有新的認識，同時也幫助你瞭解今日世上一些靈恩派的運動。 

□ 活在聖靈中 
今天，教會裡流傳著許多關於聖靈的錯誤觀念、偏見和狹隘觀點，以致一些信徒只顧強調聖靈的工作，
而另一些卻對聖靈冷漠，消滅祂的感動。巴刻以他對聖經的深入研究，從神學的立場闡釋及辨明聖靈
在教會和信徒當中的真正工作，藉此增加我們對聖靈的認識，好讓我們能活在祂的管治下，享受與神
同行的喜樂。 

□ 狂飈後的微聲 楊牧谷著、卓越書樓、259頁、33.02 

□ 近代靈恩運動 張慕皚著、建道神學院、164頁、6.112 
對近代靈恩運動的成因、型態、缺失及對其之期望有詳細說明。 

□ 聖靈古今論 陳濟民/賴建國著、華神、506頁、6.06 
本書集合十餘位海內外神學家的心血而成，『古今中外』是它的特色。『古』：本書嘗試闡述新、舊約
聖經中的聖靈，與教會歷史裡聖靈的工作(包括早期教父和約翰歐文)。『今』：本書回應今日教會所關
切的議題(如聖靈的預言、聖經無誤、基督徒生活、聖靈的恩賜、講道的及宣教中扮演的角色)。『中』：
本書討論包括從華人教會的經驗看靈恩問題，真耶穌教會在中國大環境中的發展與其聖靈觀。『外』：
本書有幾篇文章探討西方神學家對先知的恩賜、先知之言的默示與無誤等等議題的看法，以及本世紀
中西方教會的靈恩經驗。 

□ 認識聖靈的能力 大衛．豪爾著、校園、99頁、6.27 
為盼望經歷聖靈能力的人而寫。 

□ 靈風愛火 潘嘉樂著、基道、333頁、6.109 
作者潘嘉樂被喻為開放的福音派學者，對聖經及神學有高深造詣；在本書中，他以專題形式有系統而
全面地處理聖靈的神學，以聖經神學、歷史神學及今日教會實況展現聖靈的作為。透過本書，讀者可
重新探索聖靈論和其中的意義，豐富對聖靈的認識。 

□ 靈恩運動的反思 廖炳堂主編、建道神學院、256頁、6.111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在 2006 至 2007 年度的公開普及神學講座，以「近代靈恩運動的反思」為主題，和
宣道會北角堂合辦了一系列六講的聚會。《靈恩運動的反思》這文集便是上述研討聚會的結晶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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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段閱覽材料介紹：例二 當代敬拜(分類碼:20)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當代聖樂與崇拜 赫士德著、校園、576頁、20.112 
本書根據聖經原則、教會歷史源流、音樂發展史等不同的角度，討論聖樂事工與教會崇拜和復興之關
係，作者針對現代教會音樂中最令人爭議的「敬拜讚美詩歌」，有中肯的看法。他對此新風格的詩歌，
是否真的是教會不可或缺的「法寶」，發出令人深省的見解。 

□ 敬拜的真義 陶恕著、宣道、109頁、20.16 
《敬拜的真義》填補了教會的缺漏，陶恕對當代近乎娛樂鬧劇的崇拜提出指控，並疾呼要重拾那份純
淨：以心靈和真理、以歌頌和渴慕、以謙卑和摯愛來敬拜神。在這十篇當頭棒喝的文章裡，陶恕強調
神聖崇拜的權能，譴責基督徒在崇拜中攙雜他物，取代真正崇拜內涵的行徑。若要達至神創造的原意，
我們整個生命和態度便要直接向神敬拜。真的，活潑的崇拜正是教會所需的。打從使徒保羅起，基督
教會所發生的每一件偉大事蹟，都是那些心底燃燒著對神崇敬火焰人所做成的。在《敬拜的真義》一
書中，陶恕就重燃這火焰。 

□ 崇拜多面體 陳康著、基道、211頁、20.35 
陳康博士在崇拜學與聖樂上知識豐富。書中文章以簡潔的手法將聖經對崇拜的理解、當代崇拜學者的
睿見、近代屬靈偉人的思想、最新教會普查資料、崇拜程序處理等觀點共冶一爐，精短易讀，資料豐
富，實用性高，擴闊對崇拜學的認知。處理的問題有宏觀的，也有微觀的；有原則性的，亦有應用性
的，幅度甚廣。教會進行「崇拜更新」時更當熟讀，從中獲取更新方向，製定崇拜禮儀規模，在傳統
理念中添加新元素。 

□ 樂在敬拜的生活 唐慕華著、校園、188頁、20.36 
敬拜的真諦，不只是唱唱詩歌跳跳舞，而是獻上生命中的每一天來榮耀上帝，敬拜確實是塑造成熟的
基督徒靈命，不可或缺的一環。合神心意的敬拜，不僅使我們自然流露對上帝的愛慕，也讓我們更認
識上帝，預備順服祂的計畫。 本書以詩篇九十六篇為骨幹，深層探討今日我們應當如何敬拜永活的
真神，帶領你看見神對未來的應許，並且重新享受敬拜生活。 

□ 崇拜與聖樂 陳康著、基道、289頁、20.3 
《崇拜與聖樂──理論與實踐全方位透視》的理論篇，原為作者所任教的崇拜與聖樂課程而撰寫，目
的是為同學提供一「度身訂做」的課本。但其討論內容也適合任何有興趣探討崇拜與聖樂的讀者。為
展示崇拜學不單是純理念的課題，本書的第二部分加上實踐篇，希望透過範例，讓讀者明白如何把理
論付諸實踐。此外，第三部分附書目簡介，為有志研究崇拜與聖樂的讀者，提供一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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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段閱覽材料介紹：例三 家庭、婚姻(分類碼:18/24) 
（名稱、作者、出版社、頁數、圖書館編碼、推介指數及簡介） 

 

□ 為青少年立界線 約翰．湯森德著、台福傳播中心、317頁、18.49 
湯森德博士以智慧、同理心、聖經的原則，教導你如何指引你的小孩安然度過青春期，完成這個極富
挑戰性的任務。他將告訴你：如何處理你家青少年小孩失敬的態度與棘手的行為、如何設立合理的界
線與實際的後果、如何有愛心去建立規則、如何有策略性地去正視各種大小不同的問題；從這本書，
你將會學到無論是父母或小孩都很需要的一種簡單的技巧：知道甚麼時候說好！以及怎樣說不！也就
是：如何去和你的青少年小孩確實執行你所設立的健全、有愛心的界線。 

□ 為孩子立界線 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著、台福傳播中心、265頁、18.47 
許多父母問作者：在養育子女方面如何運用「界線」的原則？父母所關心的，不只是把孩子養得活潑
可愛，也希望他們能負責任。作父母的不只是要「亡羊補牢」的方法，也要我們提出「防患於末然」
之道，幫助他們跟孩子設立界線。這本書是為他們而寫的，它應用《過猶不及》一書的原則，針對養
育子女來闡述。 

□ 為婚姻立界線 亨利．克勞德/約翰．湯森德著、台福傳播中心、267頁、24.82 
在二人合為一體的過程中，常可見裂痕產生。這也就是為何界限的原則—我們定義與維持個體性、個
人自由及價值的方式—是如此重要；同樣地，假如你希望你們的婚姻關係能夠滋長，《為婚姻立界線》
一書的內容提供了關鍵之道。 

□ 孩子如何栽培父母 艾倫德著、基道、260頁、18.48 
通往認識我們自己和上帝的大門，往往在與倚靠我們照顧的人的關係中找到。在地上的所有關係中，
與我們孩子的關係要求我們變得高尚和作出最深刻的 牲。我們從中認識自己，我們願意付出甚麼，
又不願意付出甚麼。孩子的感覺、反應、說話，往往是最敏銳、最真實、最直接的。上帝在我們孩子
的生命中，寫下我們對他需要有的認識。 
為你的孩子感謝上帝，因為他們令你成長，在屬靈上變成熟。你不應只讓關心怎樣糾正、改變或輔導
你的孩子充塞你所有心思，而應該為了他們給你的教導感謝上帝。放下為人父母者的自大與傲慢，反
過來，學習聆聽你的家庭，讓孩子養育、提攜引導你成長。 

□ 教仔俱樂部 香港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組著、明窗、238頁、18.46 
提到“教仔”，好像離不開吵吵鬧鬧、哭哭啼啼。其實“教仔”也可以輕輕鬆鬆、快快樂樂，而又能
令子女健康成長；問題只在於是否“教得其法”！本書集合數位資深臨床心理學家的教仔心得，透過
日常生活的例子，娓娓這出為人父母之道及子女成長的各階段特徵和需要，是各父母及關心兒童成長
人士的必備讀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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