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聖靈的奧秘  

      The Mystery of the Holy Spirit

      史普羅（R. C. Sproul）著               

    王之瑋譯   192頁          

    馬幣定價35

 

 你想更認識三一神中的這位聖靈嗎？ 

 史普羅是一位聖經教師，他探討了聖靈在我們生

命中的各個角色，因此對聖靈有深刻的認識。他能非

常精準地處理一些最複雜、最常見的議題。

本書從神學、歷史神學、解經三個層面，細膩且深刻

地剖析聖靈是三位一體神的第三位格。又透過輕鬆、

深入淺出的表達法，給予聖靈論精彩及清楚的解說。

2.    悔改真義

      The Doctrine of Repentance

   湯瑪士˙華森（Thomas Watson）著

   蔣黃心湄譯 158頁   

   馬幣定價：29

  

 在當今基督教的信仰中，極少提到“悔改”這個

字。在我們所處的世界中，一提到罪就會令人無法忍

受。“罪”在教會中只不過是一個社會學的名詞，大

家已經忽略了聖經對罪的教導。認識甚麼是“悔改”

，並且有實際悔改的行動，才是真正的基督教信仰。

自古以來，很少有人能像華森那樣，提供這方面的屬

靈指引。他的寫作樸實、坦率，對21世紀的讀者來

說，他的作品既清新又有力。 

 3.   司布真復興講壇

      Revival Year Sermons 

   司布真（C. H. Spurgeon）著   

   趙中輝譯  150頁    

   馬幣定價：23

 此書乃是英國“講壇王子”司布真在1859年造成

英國大復興的七篇講台信息。司布真講道的能力乃在

於他的神學，他在講台上一再重申“改革宗的信仰”

，強調因信稱義、神主權的恩典、神的揀選、基督永

約之血、聖靈的大能。他的號召力不是靠廣告宣傳或

個人的知名度，乃是靠純正的福音。今日我們是否覺

得傳道沒有果效？這本講道集將指出癥結所在。 

4.     羅馬人書註釋  

      Commentary on the Epistle of

      Paul the Apostle to the Romans

   加爾文（John Calvin）

   著趙中輝譯 379頁 
   馬幣定價：40

 加爾文是改革時期的偉大學者，他的註釋書以及

其他著述，曾在世上傳讀四百多年之久，在近代教會

中仍廣被使用，幫助主的子民解釋神的話語。神給加

爾文的特殊恩賜，乃是他熱誠傳福音的信仰，以及他

對聖經神學廣泛的理解。這種平衡乃在於他解釋聖經

時，精確地注意到聖經的字句與上下文的意義。他所

寫的聖經註釋，為人的信仰與生活擬定了詳細的真理

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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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啟示錄研究

      Studies in the Book of Revelation

   魏司道（J.G. Vos）著 

   趙中輝譯  420頁 

   馬幣定價：39

 啟示錄對許多研究聖經的人是個奧秘。由於這書

中充滿異象與表徵，尋求正確的解釋頗感困難。有關

啟示錄的註解實在是五花八門，令人眼花撩亂。但此

書確有它的信息，而且是滿有盼望、鼓勵、得勝世界

以及充滿基督徒真正的喜樂。作者以講道式的體裁解

說啟示錄全書，引人入勝，必能讓讀者手不釋卷。

6.   將人的心意奪回

      Every Thought Captive

      伯瑞特（Richard L. Pratt）著

   王志勇譯  182頁 
   馬幣定價：22

 本書是“范泰爾式”護教學的培訓手冊，內容深

入而淺出。學習護教學，可以增加傳福音的火熱。如

果聽福音的人所提出的問題得到正確的解答，他們的

疑惑就得以消除。建立在聖經基礎的護教學，可以增

強信徒的信心，還能使信徒抵擋諸多導致不信的引

誘。

7.   基督教與西方文化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Culture

   艾伯特˙甘霖（Albert. E. Greene）著

   趙中輝譯  284頁   
  馬幣定價：38

 甘霖教授從講述蘇格拉底開始，一直敘述到第二

十世紀，他以基督教的觀點精簡地介紹西方歷史上的

重要人物與運動，焦點集中在西方的基督教發展，以

及影響此一發展的各項思潮運動。本書所涵括的論題

包括：希臘與羅馬的哲學、舊約希伯來文化、從基督

至奧古斯丁的初代教會時期、中世紀經院哲學之興

衰、文藝復興、宗教改革、馬丁路德、加爾文、現代

科學的興起、啟蒙運動，以及現今二十世紀的哲學思

想。

8.    基督教要道初階 

      First Steps in Christian Doctrines

   魏廉森（G.I. Williamson）著

   黃漢森等譯 365頁   
  馬幣定價：43

 本書逐條講解《小要理問答》，是了解聖經核心

要義很重要的一本入門書，很適合做為主日學教材。

無數的信徒都坦誠：《小要理問答》是他們一生中所

讀過僅次於《聖經》的、最重要的一本書。書中107

個問答，概括了有關上帝的全面真理，讀者一旦記住

了，就永遠不會忘記。值得一生研讀、默想，是一本

極為精闢、簡明的基督教信仰宣言。

9.    基督的位格The Person of Christ

   伯特納（L. Boettner）著

   趙中輝譯  195頁   
  馬幣定價：23

 基督是全人類的中心人物，所以認識“祂是誰”

極為重要。“基督的位格”是整個基督論裡最基本、

最核心的教義。本書詳盡、清晰地根據聖經論述基督

的稱號、自有永有、道成肉身、神性、人性、行神

蹟、降卑、升高、外表、職份⋯⋯等等最重要的主

題，是認識基督必讀的入門書。

10.    字裡行間──細讀創世記

      Studies in the Book of Genesis

   魏司道（J. G. Vos）著

   趙中輝譯˙呂沛淵修訂   282頁  

  馬幣定價：39

 本書是以“神”作起始，而這位神是“無始無

終”的神，從這個出發點開始述說萬物的起源──萬

有的存在都源自這位全然公義聖潔的主宰。

 凡不持守神在創世記所啟示之真理的人，他就不

能有適當正確的神學；聖經其他各卷書，都以創世記

為根基。創世記是整本聖經架構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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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更寬廣的生命~ 加爾文著作文選

   加爾文（John Calvin）著

   陳佐人譯  240頁   

  馬幣定價：33

 加爾文此人，在許多宗教人士心中是一名宗教極

權主義者，以偏狹做作的教義、愚民政策、苦修主義

強加在信仰群體之中；此外，他身上還散發出一種莫

名的形而上焦慮，表現出來變成對於工作的狂熱。然

而，實情是否真是如此？到底是什麼樣的一股驅動

力，促使他走向撼動基督教信仰世界的宗教改革運

動？而隱藏在理性辯證思緒背後的，又是怎樣的心路

歷程？

12.      歷史的軌跡 ~二千年教會史

      The Church in History

   祁伯爾（B.K.Kuiper）著      520頁（平裝） 
  馬幣定價：68

 教會如何從使徒行傳中的一小群人演變成現今的

龐然體系？這一核心的小群如何繁衍成今日眾多的宗

派？而基督教又是怎樣深入西方的文化中？

 作者以簡潔的文筆敘述歷來教會的演變，使讀者

對二千年來的教會歷史一目了然；而人物的局部特寫

及精彩插圖更使全書生動易讀。

13.    婚姻靈修學Sacred Marriage

   蓋瑞．湯瑪斯著

   江淑敏譯  368頁   

  馬幣定價：43

 坊間許多書籍都在教你如何追求幸福婚姻的美

夢。但是，如果神在你婚姻中的最高旨意並非使你快

樂⋯⋯而是讓你成聖呢？如果婚姻的意義取決於你與

神的關係，更甚於你和配偶的感情呢？

 本書認為婚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一個潛在預言，

它能為你啟示基督的生命特質。作者從婚姻生活的體

驗中，為你揭開神無所不包的奇妙旨意。

14.      父母靈修學 Sacred Parenting

   蓋瑞．湯瑪斯著    352頁

   馬幣定價：43

 你相信親職教養是一個神聖的工作嗎？你知道在

神的心意中，並不是要你成為成功的父母、教養出完

美的孩子，而是希望你更像耶穌？《父母靈修學》幫

助你用一種全然不同的眼光來看“親職教養”這件

事，它讓你看見，神如何使用青少年的沉默不語、小

孩的無理取鬧和嬰兒的髒尿片考驗我們，為的是使我

們的性情能更像耶穌。

15.      一生的聖召~尋求生命的意義與目標

      The Call

   葛尼斯 （Os Guinness）著

   林以舜譯  400頁   
  馬幣定價：45

 “呼召”如何影響人對工作、職業，以及成功的概

念？“呼召”會不會淪為個人實踐其野心的藉口？“個

別的”呼召，和“集體的”呼召有何不同？這些環繞

著“呼召”的問題，完全沒有快速、容易的解答，也沒

有所謂的公式、步驟或課程來保證你絕對可以找到那一

位至聖者的計畫。然而，葛尼斯說道：“呼召並不如同

一般人所想像，它必須是從無知和困惑的瓦礫堆中挖掘

出。令人不舒服的是，它是朝著我們墮落的人性當面直

撲而來。而且，若缺乏神的呼召，人類真實的渴望與滿

足就沒有根基，也無法實現。”

16.    陪你入門~初信讀經手冊

      Basic Bible Studies

   薛華（Francis A. Schaeffer）著

   312頁  馬幣定價：30

 聖經最奇特之處，就是其所述說的真理前後一

貫。可是，今日的讀者因為無法瞭解聖經經文之間的

關係，以致不易明白其真理的合一性。

 《陪你入門》就是一本幫助讀者，有次序的透過

閱讀聖經，來明白聖經中的基本真理。作者為讀者選

出的經文都極具代表性，加上淺顯清晰的解釋，使讀

者更容易瞭解聖經基本真理的全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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