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1 月)  

 書名:《情緒逼人來》    圖書編號: CW 023 

作者: 蘇穎睿     

出版社: 學生福音團契出版社 

 

    

「這是一本從聖經角度看處理情緒的研經書。作者擅長帶領查經，能生動活潑地將

神的真理帶進人的生命裡。藉聖經的指引，本書能鼓勵和幫助我們在教會及小組中建

立支持系統，好成為醫治的群體。」(陳兆儀女士)(學生福音團契出版負責編輯) 

   「有些牧者向我表示，近年本港信徒受情緒或家庭問題困擾，人數越來越多，

牧者經常作出轉介，甚至感到教牧有進修專業輔導必要。我很欣賞這些牧者的謙虛，

但不能百分百認同這種事事訴諸專業輔導的看法。其實聖經的教導也有針對許多生活

化的問題，而教會和肢體相交更能為信徒提供獨特的、有別於專業介入的輔導。牧者

和信徒不妨閱讀蘇穎睿牧師的《情緒逼人來》，蘇牧師在這本書內結合他多年牧會的

經驗，及他在聖經得著的睿見，為不少情緒問題提供了具參考價值的灼見，可讀性極

高。我誠意推薦。」(梁林天慧女士)(浸會愛群社會服務處總幹事) 

「我欣賞蘇牧師在書中真誠地將自己內心的掙扎公諸於世，並以身作則讓我們

看到，他如何靠著聖經那權威的話語去克服自己的軟弱。 

本書談及「失去」幾章，特別適合時代的需要。倘若讀者正面對離異、傷痛、

孤單、內疚及抑鬱等掙扎，極需鼓勵及支持，本章便正是為你而寫。 

有關「抑鬱」一章亦寫得異常出色，其中有臨牀診治原則，亦有關乎先知以利

亞的人物性格研讀，並詳列以利亞在其中得醫治的過程。」(黃偉康博士)(臨床心理學

家)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2 月)  

書名:《10 大讀通舊約錦囊—拒絕迷妄與曲解》     

圖書編號: CX 048 

作者: 黃福光    

譯者：朱世平、胡榮鳯    

出版社: 基稻田出版社 

 

「拜讀本書就像一位私人導師指導您閱讀、了解和詮釋舊約。黃福光博士一步步帶

領讀者進行歸納及主題式研經、認識不同的讀經策略，以及使用各種書籍及網上工具。

黃博士以牧者心腸和富幽默感的方式，探討有關舊約權威和應用的議題。他作為良師

的風範，在他清晰和生動的教導中表露無遺。這是一本可讀性極高的書，是每位認真

研讀舊約的信徒的優秀資源。」(顏麗鈴博士)(美國貝勒大學喬治卓爾神學院 基督教

典籍副教授) 

「這是一本深入淺出、實用而可讀性高的好書。黃福光博士深厚的舊約學問，不經

意地展現於其所提出的十個閱讀要訣。讀者若能細嚼此書，並忠實地練習有關閱讀法

則，必能掌握黃博士閱讀舊約聖經的「拉比心法」，可嫻熟地打開舊約的經卷，汲取

神話語的豐富。」 (曹偉彤博士)(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長兼教務長) 

「黃福光博士是舊約的專家，也是一位深受學生愛戴的良師，他為很多神學生在舊

約詮釋上「打通了經脈」。這本書實有讀「通」的感覺，他幫助讀者處理在釋經和應

用上最關鍵的問題，過程深入淺出，明快又清楚，若你希望明白舊約信息的話，我高

度推薦本書。」(梁廷益牧師)(沙田浸信會主任牧師)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3 月)  

書名:《耶穌會怎麼做？》     

圖書編號: S 082  作者: 徐白瑞  譯者：黃耀禮 & 傅湘雯 

出版社: 道聲出版社 

What Would Jesus Do Today? 耶穌會怎麼做？ 

想知道耶穌會怎麼做？先知道耶穌曾經怎麼做！ 
WWJD 運動，跨越三世紀持續蔓延中…… 
WWJD 源自十九世紀的一本書，由二十世紀的一群年輕人發起， 

  即將由二十中世 紀的一個人發揚光大。 
 
十九世紀，一本書 
   1896 年，雪爾頓(Charles Sheldon)寫了一本小說《跟隨祂的腳蹤行》(In His 

Steps)，描述一位工人被裁員後，窮苦潦倒，淪為流浪漢。他沿街叩門尋求幫助，卻
無人伸出援手。 

  有個禮拜日，饑寒交迫之際，他來到一間教會。那教會正在作禮拜。他在台下坐
了一段時間之後，掙扎著走到講台旁，懇切地向牧師與滿堂虔誠的紳士名媛提出一個
問題：「你們口口聲聲說跟隨主，可是卻沒有一個人肯伸出援手幫助一位可憐的流浪
漢，請問，『跟隨耶穌的腳蹤行』對你們的意義是什麼呢？」 

  數日後，這位流浪漢過世了。這件事帶給這間教會極大震憾，有一群基督徒於是
立志要在生活中活出耶穌的樣式。 

 
二十世紀，一群年輕人 
   1989 年，這個故事深深觸動一群教會青年心，流浪漢的問題在他們心中縈繞不

去。他們立志要時時問自己：「耶穌會怎麼做？」(What Would Jesus Do？)他們相
信，如果每次作決定前都問自己這個問題，世界會變得更美好。因此，他們戴上印有
WWJD 的腕帶，藉此時時提醒自己。 
這些腕帶引起人們好奇，他們的心志吸引人們跟隨。WWJD 運動已影響了全球數

千萬人。 
 
二十一世紀，一個人 
    二十一世紀，有一個人加入了這個運動，並將之發揚光大，這個人就是---你！ 
本書特點：集五大優點的靈修書 
‧ 聚焦福音書中的耶穌，深刻探究祂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 
‧ 將聖經經文實際應用在生活中 
‧ 一日一小篇，第七日回顧 + 禱告 
‧ 每日記錄你的心情和夢想，留下生命成長的軌跡 
‧ 經文索引，快速瀏覽耶穌生平：主題索引，針對需要尋找指引。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4 月)  

書名:《標竿人生—姊妹篇》     
圖書編號: L 208  作者：白蘭素登，譯者：吳麗恆 
出版社: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白蘭素登(馬鞍峰教會的女傳員)認為，許多姊妹都知道神為她們的生活，預備了 5
項目的----敬拜、相交、作門徒、事奉及傳福音。雖然如此，但她們仍感困惑，會問：
「在工作死線、換尿布、忙亂的工作、洗衣服及生活日程之間，我怎樣活出那些目的
呢？我的人生目的與日常生活有何關連呢？」 

   神會使用妳的過去及現在，希望及夢想，巨大的創傷甚或微小的煩惱，以完成
合祂心意的人生目的。《標竿人生---姊妹篇》幫助妳發現，妳的生命角色、想望及生
活經驗，如何引導妳向人生使命邁進。就像一塊塊的踏腳石，讓妳逐步渡過生命河流。
在妳的靈命成長及人格發展的旅程上，提供奏效的生活原則，讓妳整裝待發，經驗滿
有目的的人生。 

   本書提供實用的生活指南，並載有多位姊妹得著生命改變的故事。每章均有名
人名句、經文、「旅程默想」及「天路客指南」，帶妳進入精彩的旅程。書末亦附有「小
組討論指引」，特為姊妹作退修或小組討論而設。《標竿人生---姊妹篇》全面關顧妳的
需要，願妳成為神親自模造的女人。」  (出版社推介內容) 

  「這本書幫助姊妹們在尋找人生目的的路途上，檢視角色的優先；在愛、服侍和
降服神的功課上，進深的學習；在忙碌的生活裏，尋求神的同行與平安；從「每天目
的」進到「神的最終異象」，向著成長的目的前行，以能更有效地為主所用，實在是
姊妹們靈程上的良伴。」 (羅麗雯)(婚姻與家庭輔導教牧學博士，香港教會更新運動
特約輔導員) 

  「無論我們自覺一無是處，或自以為已賺得全世界，對人生目的的想望，總存在
我們的心裏。」作者一開始就說對了，沒有召命，我活不下去，但還是走得力竭筋疲；
本以為這書是為寫評介而讀，卻讀出了神對我的提醒。」 (劉倩怡)(前電台電視主持、
真証傳播副總幹事，現自資出版刊物) 

「好一本《標竿人生---姊妹篇》的著作，充分描繪了作者如何作為一個女性，在尋
索人生目的，以致邁向達成上帝託付的一個歷程。書中每章真實的經歷、生命的反省
及具體的指引，確能幫助女性找回自己的使命，對於牧養女性，確是一本值得閱讀及
查考的工具。」(鄧美琴)(香港浸信會第一位女牧師) 

「沒有目的的人生是空虛、沉悶，但要尋得人生目的卻又談何容易呢？作者是兩個
孩子的母親，經歷失婚、生活壓力，陋習纏身，也許是許多婦女的寫照。但她卻在中
年過後，尋得人生目的，帶來極大的喜樂和滿足。她將經過寫成一步步實際可行的步
驟，令人嚮往神為我們所預備精采的終極目的。」 (陳帆)(醫生)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5 月)  

書名:《虎媽出籠啦！：一位虎媽的心路歷程》     
圖書編號: F 089  作者：一葦(E.Way)，譯者：任維真 
出版社: 台北市道聲出版社 
 
   

「本書是寫給每位做父母的， 
特別是視子女教育為第一要務的華人及亞裔父母。」 

父母對兒女的愛無庸置疑，華人父母對投注大量的時間、金錢及心力，為孩子們
提供最好的教育環境和機會，更是極甘心樂意、在所不惜，因為我們深信學業上優秀
的表現，就是以後生活成功的保證，這也是我們表達愛的方式。但這是孩子們所想要
的嗎？還是父母們將自己的期待放在孩子身上了呢？ 

作者以她與子女間的教養衝突，回溯到自身的成長背景，找出導致衝突的緣由，
更打破綑綁自己多年的枷鎖，勇敢走出拘禁心靈的牢籠，修復了與子女、與自己、與
神之間的親密關係。 

這不是一本親子教育指南，但提供一個借鏡，讓父母看清自己教育孩子的方式和
真正的目標動機。希望父母們在瞭解隱藏在動機後面的真正緣由後，能夠學著更自由
和全然地接納欣賞、尊重信任並無條件地愛你的兒女。 

「父母總認為對孩子的付出是一種莫大的犧牲，求好心切並萬般期待，卻沒想到
可能給孩子帶來極大的壓力和傷害。孩子們無法感受到父母的愛，是因為父母把他們
「商品化」了，總是在挑毛病，老想改造他們。父母似乎只在乎考試成績如何，卻不
願了解他們內心的感受與想法。 

當孩子們受到負面的壓力，無論是來自父母家人、老師同學、學校社會或是自己，
就會產生如：霸凌、打架、鬧事、成癮、焦慮、暴怒、抑鬱、自卑、自虐、說謊、失
眠、翹課、蹺家、放縱、結交損友等等身心上的問題，引發不當的行為表現。 

父母需要學著從兒女的角度來辨識，什麼對他們而言才是最終的好處，以及如何
支持兒女完成屬於他們的理想目標。父母若想多瞭解孩子，除了要設法多溝通外，更
應該先從瞭解自己開始。當父母能誠實面對自己，才有機會和孩子建立安全穩固並相
互信任的關係，孩子們也才能敞開心胸，毫無顧忌地，和父母溝通他們內心的真正需
要和想法。」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6 月)  

書名:《屬靈富爸爸—父親培育兒子之道》     
圖書編號: F 085  作者：區祥江 
出版社: 天道書樓有限公司 
 
   

 

「《屬靈富爸爸》是本優秀作品，它從不同層面申述了為父之難，特別是在中國
文化背景底下當一位父親的困惑，作者尤其關注香港華裔基督徒男性如何育養兒子，
使他們的心靈能健康成長。我謹向所有堂會牧者及同工推介本書----好好牧養弟兄當
個好父親，悉心培育他們的兒子，不負上帝所託。」        Dr. Jack Balswick 

 
    「本書內容十分豐富，所採用的文獻又新又有份量，誠如祥江的指導老師 Dr. Jack 
Balswick 所言，這是近年難得一見的佳作。但願本書的出版可以幫助教會大力發展男
士事工，尤其是父子關係的更新與發展。」                   曾立煌先生 

 
    「寫給基督徒父親看的書，有時候不是偏重聖經觀念的闡釋，就是偏重近代社會
科學的理論，祥江兄卻四平八穩地抓緊了兩方面的真知灼見，叫我們從現實生活的變
幻中看見靈活落實聖經真理的可行性。」                       陳恩明牧師 
   

  「如果你是社工、輔導員或教育工作者，本書給你提供有關男性運動 / 角色發
展的認識。如果你是教牧，它給你提供探討教會中男性事工的意念和工具。如果你是
女性，你會從中更多明白男性在角色轉變中的失落、掙扎和需要，使你對他們多點體
諒。如果你為人父，關心為父的角色對兒子的影響，它挑戰你去反省在家庭中為父的
角色，與你一同探討培育情感成熟孩子的原則和模式。 

  
     它雖不是直接去處理婚姻與家庭的問題，但它的內容之重要性，對於一個基督
化家庭的建立卻是有決定性的影響。重要的是作者從信仰的角度去探討和討論「為父」
這個問題。明白男性角色的轉變，和男性為父的秘訣，是幸福家庭的柱石。」                                                
                                                               譚秀薇女士          
                                      (現任中國神學研究輔導科副教授及統籌)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7 月)  

書名：《各領風騷》     
圖書編號：C 112  作者：張振華 
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本書希望從舊約人物的事蹟中聚焦於信仰，而單非德行。因為聖經本身是一部
信仰典籍，而非道德經書。閱讀舊約最重要讀到上帝對人的評價，上帝以祂的尺度來
定出成王敗寇。聚焦信仰的意思就是邀請讀者相信這些上帝的評價，就是信徒生活的
價值觀，要有勇氣委身於上帝的要求，才有穩定的世界和價值。」                                                   
                                                      黃偉濱先生(此書製作)  
 

「《各領風騷》是張振華牧師繼《明年在耶路撒冷再相見》後的另一著作。本書分
兩部份共三十三篇文章，其中二十二篇有關舊約人物，十一篇有關舊約研究。正如張
牧師在序言中所說，寫作本書的目的是要將舊約普及化地推介給讀者，希望引導讀者
從經文注解的背後，看見信仰的寶藏。為此，張牧師採用了現代人的思維和詞彙寫成
本書，讓讀者分享到在他筆下舊約中的人和事是可以如此生活化和道地化；同時，又
沒有忘記反省其中對今日信徒的信仰意義。」                                                            
                                                              曹瑞雲 監督 
 

「對一般信徒而言，能搬字過紙式的看過舊約一遍，已不容易做到；喜歡閱讀舊約，
並切慕鑽研舊約的人，更難找到。信徒因陌生而害怕閱讀舊約，已是不爭的事實。面
對這樣情況，張牧師竭力以他對舊約的認識和對現代信徒所面對的處境寫了這書。 

 
    從書名《各領風騷》已略知其內容輕鬆有趣，作者對舊約人物有深邃的認識，並
能以一輕鬆幽默的文筆描繪，是這書的一個特色。作者常以一個與華人教會稍為不同
的角度看舊約人物，過往教會教導舊約時，十分著重道德行為，把舊約人物看為信徒
道德的典範，而不是從信仰的角度作出評價。此書把這種對聖經人物看得絕對好的心
態來了一個當頭棒喝。 

 
    此書的第二部份是介紹研究舊約的學者人物，與第一部份十分不同；然而，卻與
書名十分相符；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領風騷數百年。這部份是作者從神學院唸神學的
經歷和對閱讀舊約學者著作的看法，是作者研究舊約的心路歷程，又是他對現代學者
的了解和評價。我深信這本書對有志深入了解舊約，但又怕舊約太沉重的信徒，一定
有幫助。」                                               
                                                           戴浩輝 副監督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8 月)  

書名：《上帝在職場》 圖書編號：S 209   
作者：坎恩‧柯斯塔(Ken Costa)，譯者：許惠珺 
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本書所分享實際且足以改變生命的步驟，使你能在職場中活出信仰並且榮耀神。」 
                                      華理克(Rick Warren)《標竿人生》作者 
 
 
  「作者在書中分享個人豐富而負責的工作經驗，叫人看見能夠改變生命的福音如何
在職場上動工。書中充滿明智的決定和樂觀的態度，總而言之，這是一本很有智慧的
書，讀來愉快，獲益良多。」                
                                               羅雲‧威廉斯(Rowan Willams) 

坎特伯里樞機主教(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沒有人比本書作者更有資格寫這樣的一本書，多年來的奮鬥讓他高升到金融業的
龍頭地位，一路走來啓發許多基督徒在職場上活出自己的信仰。我和作者結識於劍橋
大學，兩人都在此信主，成為知交。我很高興他終於願意把他的智慧和經驗付諸於文
字。」               

                   甘力克(Nicky Gumbel) 
倫敦聖三一布普頓堂(Holy Trinity Brompton) 主任牧師 

 

  「本書針對職場提出許多智慧以及實際的忠告，將會大大啓發你和挑戰你。」                 
  史帝夫‧查克(Steve Chalke) 

「全球綠洲與信心事工」(Oasis Global & Faithworks) 創辦人 
 

  「作者是當代的一位傑出金融家，他將熱忱、創意、領導能力和策略性的思考能力
帶入職場，他這些特質眾所皆知。他也是一位非常敬虔的基督徒，書中幾乎每一頁都
能感受到他真誠的信仰，忠實記載他個人在野心、金錢、人際關係、成功和失敗等方
面的掙扎。在職場上將信仰和工作結合，對人人都是個挑戰，我深信本書可以改變你
的工作態度。」                 

Lord Griffiths of Fforestrach 
高盛國際銀行(Goldman Sachs International) 副總裁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9 月)  

書名：《你信什麼？——基督宗教與佛教的生命對話》 
圖書編號：T 103  
作者：古倫神父、昭慧法師；譯者：吳信如 
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兩大宗教的相遇，不只是對話，更是扶持與行動！ 
在華人世界中，佛教與基督宗教始終是人們信仰的兩大主流。 

   在日常生活中，兩個宗教的「民間對話」早已是一種共處的必然。 

 
基督宗教的古倫神父與佛教昭慧法師的一場精彩對話，不只是宗教，也是
西方與東方的文化對遇。在兩造的對話中，他們各自使用淺近的方式，表
述了彼此的核心教義，也各自介紹了兩種宗教靈修方法與目的。此外，更
真誠地討論兩大宗教的倫理思想與道德價值，甚至涉及許多「敏感」議題：
例如「愛」與「性」的差異與連結，或對婚姻、離婚、同性戀、墮胎及兩
性平權的看法。 
 
而他們最深切的共同關懷就是：這兩大宗教的信仰力量，如何透過更深的
瞭解、尊重與自主，使其能夠在合作中發揮「大於二」的效果，為受造物
的未來而努力，這是兩大宗教不可忽視的責任與便命。」 

 
吳信如企劃、總編輯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10 月)  

書名：《認識信義宗教會》  
圖書編號：H 21 
作者：蕭克諧 
出版社：道聲出版社 
 
 

    

    
 
「本書雖小，但內容廣泛。它不獨介紹信義宗教會的特點，也介紹她的起源；
不獨談到普世信義宗教會的發展，更特別提到華人信義宗教會的發展；不獨討
論信義宗教會的信仰，也討論她的國際組織——世界信義宗聯會。由於本書是
為華人的需要而寫，因此特別注重 150 年來華人信義宗教會的歷史，以及半個
多世紀以來與世界信義宗聯會的關係。這些歷史都是從沒有人寫過的。 

 

本書初版面世適逢世界信義宗聯會成立 50 週年並在香港舉行第九屆大會，對於
想要更全面認識信義宗的信徒來說，本書實不能錯過！作者蕭克諧博士是華人教
會著名的學者和牧者，長久以來均致力神學教育及文字事奉。」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11 月) 

  
書名：《先是猶太人 – 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聖經及歷史論據》(上冊) 
圖書編號：K 092 
編輯：戴路．博克與米切．基里沙 
翻譯：王大民 
出版社：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出版社 
 
 
 
 
 
    「『先是猶太人』是圍繞著羅馬書 1:16 的聖經指令上加以建構，撰寫成一本分析
猶太人佈道在聖經、神學、歷史和實踐的論據。這部作品(中文版共分上下冊)結集了
多位北美的重要神學家的研究成果，裡面包含著廣泛的神學角度，能夠給予神學牧師、
牧者、宣教士、佈道者作為一本通用的教科書和實用資源。 
 
    這本書作為上冊，探討聖經方面的論據，文章包括：保羅對『先是猶太人』的含
義、以色列在神救贖計劃中的角色、使徒行傳中的猶太佈道、耶穌給猶太領袖的責備
對佈道的關係、以及聖靈在佈道中的工作等等。」                                               

編輯 
 
 
    「對以色列人，不論是住在以色列或被分散在全世界的，都有一個為他們預備的
福音：彌賽亞仍然尋找所有聽從在舊約聖經的應許的以色列人(這些應許在新約聖經裡
被重新堅立)。縱然不少以色列人放棄了他們的盼望，但神並沒有放棄他們，他亦宣告
了他永不會放棄猶太人或外邦人，會等待他們接受福音，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
拯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人(希利尼)人。 
 
    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基礎，讓讀者不單可以從傑出作者群中得著幫助，更可以直接
從聖經中得到益處。」 

華達‧凱撒教授 (Walter C. Kaiser Jr.) 
 
 
    「《先是猶太人》是我所見最有份量和最全面探討向猶太人傳福音之重要性的文
集。本書可讀性高，不但能加深信徒對猶太宣教的認識，也能消除一些不必要的誤解。
我衷心向每一位關心上帝計劃的信徒推薦。」 

楊詠嫦博士 
播道神學院院長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宗教教育部：每月一書(2019 年 12 月)  
書名：《先是猶太人 – 向猶太人傳福音的聖經及歷史論據》(下冊) 
圖書編號：K 093 
編輯：戴路．博克與米切．基里沙 
翻譯：王大民 
出版社：選民事工差會香港分會出版社 
 
 
 
 
「『先是猶太人』是圍繞著羅馬書 1:16 的聖經指令上加以建構，撰寫成一本分析猶
太人佈道在聖經、神學、歷史和實踐的論據。這部作品(中文版共分上下冊)結集了多
位北美的重要神學家的研究成果，裡面包含著廣泛的神學角度，能夠給予神學牧師、
牧者、宣教士、佈道者作為一本通用的教科書和實用資源。 
這本書作為下冊，特別探討神學和實踐的論據，內容包括：以色列的未來、納粹大屠
殺的影響、改革宗和時代論的觀點、以及舊約彌賽亞預言的重要程度等等。」 

編輯 
 
「縱然不少以色列人放棄了他們的盼望，但神並沒有放棄他們，他亦宣告了他永不會
放棄猶太人或外邦人，會等待他們接受福音，因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拯救一切相信
的人，先是猶太人，後是外邦(希利尼)人。這本書提供了一個基礎，讓讀者不單可以
從傑出作者群中得著幫助，更可以直接從聖經中得到益處。」 

華達‧凱撒教授 
Walter C. Kaiser Jr. 

 
「《先是猶太人》讓華人信徒能更具體關注向猶太人傳福音的事工。本書結集聖經學
者、神學家及資深宣教士的文章，從三個角度探討向猶太人傳福音的重要性。第一部
份(上冊)，幾位知名聖經學者，仔細討論聖經中有關猶太人歸主篇幅；上帝在末世要
向猶太人施恩之情，躍然紙上。(下冊)第二部份，幾位神學家從不同神學立場出發，
探討向猶太人傳福音的逼切性，見證在福音派的不同神學傳統，具有共同的抱負，要
向猶太人傳福音。第三部份，幾位熟悉猶太宣教事工的專家回顧教會歷史，並展望廿
一世紀猶太事工的發展，高瞻遠矚。」 

楊詠嫦博士 
播道神學院院長 

 
 

 

(上述圖書已放在「喜悅之家」。 
還有其他書籍，歡迎大家隨時到「喜悅之家」閱讀或借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