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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本或以上，折扣25% + 附赠1本文桥出版书籍
1本至3本，折扣20% + 附赠1本文桥出版书籍

零售
折扣

RM 136

21世纪教会成长学：以福音为中心的
城市教会新异象 

本书尝试在纷乱与极端的时代，为教会指
出下一个阶段成长与前进方向。作者发
现，社会上走极端的倾向，也同样侵蚀了
教会，今天的教会，不是太抗拒文化，就
是被文化牵着跑；不是太宗教，就是太世
俗；不是过度僵化，就是太有弹性而没有
原则。这种极端的教会观点，虽然可能带
来一时的复兴，时日一久却会发现，当中
的问题依然层出不穷，复兴难以持续。 RM 70

文化讲道学：向怀疑世代传讲基督

传道者应勇于厘清那影响人心的文化思潮，再透
过“以基督为中心的讲道”将破绽一语道破，让救
赎的种子深埋于文化土壤。本书认为，对人心讲道
和对文化讲道有所关联，因为文化叙述深刻影响个
人认同、良心和对现实的理解。今天的教会，不是
太抗拒文化，就是被文化牵着跑；教会的讲道，不
是太拼命正确解经，就是太热衷生活应用。然而“
讲解圣经”与“改变生命”，“接触文化”与“挑
战文化”，这些都不是相互对立的，而该在同一场
讲道中同时展现。教会不效法这世界，但本书要帮
助教会的心意能随之而更新变化，为要讲出神善良
纯全可喜悦的旨意。

RM 66

被钉十架的王：重新认识马可福音中
的耶稣 

真正的君王是谁？究竟是耶稣，还是我们自己。
本书沿着马可福音深入耶稣生平，不仅定位耶稣
君王的身分，借此凸显你我心中各式各样的假
王；更探讨耶稣被钉十架的目的，为每一个愿意
跟随祂的人，描绘生命的异象和愿景。
你是否受够了世上各式各样虚假的谎言？你是否
渴望挣脱种种捆绑你的思想和限制？ 被钉十架
的王 要告诉你，耶稣这位真正的君王，祂的福
音，将丰富我们的生命；祂的恩典，将启动我们
无比的未来。 RM 47

永不失败的神——士师记解密 

士师记详实记载了以色列的黑暗历史，但是神没有放
弃这个黑暗时代。神反倒使用一些出奇不意的人，
来进行祂的拯救计画：不被看好的左撇子以笏，只
手刺杀了伊矶伦王；妓女的儿子那弗他虽然是社会
的边缘人，却带领以色列民胜过仇敌亚扪人。士
师记让我们看见，神所使用的领袖不是完美无缺的
人，但正是这样一位不怕失败的神，充满怜悯和恒
久忍耐；即使祂的百姓偏行己路，行自己眼中看为
正的事情，祂却不放弃祂所爱的百姓，持续拣选他
们，透过他们来进行拯救。

RM 45

 挥霍的上帝：恢复基督教信仰的核心  

在这本书里，作者引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基督教寓
言故事，揭开一个关于盼望与救赎，令人意想不
到的启示。作者以知识份子的角度来切入基督信
仰，解开锁藏在平常熟悉的比喻背后，主耶稣寓
意的精髓。在这个比喻中，主耶稣表明了上帝挥
霍的恩典，是为了无宗教者和道德人士。这本书
将挑战所有敬虔和怀疑的  人，用全新的角度审
视基督信仰。

RM 45

挥霍的上帝小组讨论手册 （附DVD）
作者：提摩太·凯勒、山姆·沙玛斯、凯西·凯勒 
(Timothy Keller, Sam Shammas, Kathy Keller)

凯勒博士从耶稣比喻中的每个人物：无视教条的小
儿子、在意道德的大儿子，以及一位不吝惜给爱的
父亲身上，使你和你的小组或是教会获取新的洞
见。 挥霍的上帝小组讨论手册 包含了小组讨论与个
人反思所提出的疑问，并且有助于练习将耶稣比喻
中的真理应用在生活当中。本手册包括了含有六个
单元的DVD。第一单元是整整38分钟的影片，其余
五个单元则是节录完整影片中2-3分钟的重点部份，
配搭于小组讨论。

RM 47

山寨版的上帝 

许多人将信仰建立在成就、金钱、真爱与一心所
渴望拥有的人生之中，以为它们是快乐的要诀。
然而近期经济崩溃之状，无疑使人重新认识这些
汲汲所求。数百万人的财富、婚姻、事业和稳妥
的退休计画等，皆在短短的时间中消失殆尽。无
怪乎许多人会感到迷失、孤单、失落、愤恨；然
而事实是，这些美好的事物都是我们所创造的假
神，是一些无法满足我们真正需求的神。
唯独上帝是那位能完全满足我们各种渴望的神。
作者在本书中，揭露圣经如何道破我们在信仰和
心中欲望摆荡的真实景况。这般强而有力且激发
人心的信息，与提摩太．凯勒身为批判思想家 RM 47

工作魅力——连结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 
作者：提摩太·凯勒、凯萨琳·李芮·阿斯多夫 
(Timothy Keller, Katherine Leary Alsdorf)

麦克在纽约城里作保全……他现在已经六十多岁
了……他在这栋公寓里作了保全二十年，对待工作
的态度非常与众不同，对麦克来说，这并非只是一
份工作，他关心公寓里的住户，很骄傲地帮助他们
卸货、找停车位、欢迎客人等等。当人们问他……
为什么他能记住每个小孩的名字呢？……为什么
你在这份工作上那么尽心竭力呢？……他的回答
是：“我不知道……只是我需要在每天早上看着镜
中理直气壮的自己，如果我每天没有尽力的话，就
无法面对自己。”

RM 66

同祢患难与共 

上帝为何允许世界上有痛苦和苦难？这个问题一
直都困扰着信徒与非信徒。提摩太．凯勒的著作
在宗教和一般读者中畅销数百万册，现在，他也
要一探这个恒久的问题。他指出在痛苦和苦难的
背后有其意义和理由；他有力且开创性地论证表
达，这是人类经验的一个核心成分，我们只有在
理解与上帝的关系之后，才能真正地战胜它。

RM 54

祷告解密：经历与上帝一起的敬畏和亲
密 

祷告既是与上帝交谈，也是与祂相遇。这两个概念
既带给我们一个对祷告的定义，也会给我们一套深
化祷告生活的工具。传统形式的祷告──景仰、认
罪、感恩和恳求。是具体的实践，也是深刻的经
历。我们一定要认识在赞美祂荣耀时的惊叹、发现
祂恩典时的亲密，以及恳求祂帮助时的挣扎，这一
切都可以引领我们认识：祂同在时的属灵实际。所
以，祷告既是惊叹也是亲密，既是挣扎也是实际。
我们并非每次祷告时都会有这些，但这每一项都应
该是我们一生祷告的主要成分。

RM 54

婚姻解密：以上帝的智慧来面对委身
的复杂性  作者：提摩太·凯勒、凯西·凯勒 
(Timothy Keller, Kathy Keller)

现代的文化要人们去相信每个人都有一位灵魂伴
侣、浪漫是成功婚姻中最重要的部分、你的配偶
就是要来帮你实现你的潜能、婚姻并不代表永
久，只存于今夕、离婚后再重新开始，是解决看
起来棘手婚姻问题的最好办法。但这些当代的预
设都是错的。提摩太．凯勒带着与他结婚三十七
年的妻子凯西的洞见，表明婚姻是一种荣耀的关
系，但它很神秘也常常被误解。 婚姻解密 提供
了如何取得成功婚姻的指导，对任何想在今生更 RM 45

加拉太书点燃福音爆炸力 （繁/简）

 “加拉太书是颗炸弹！”为什么？因为它迫使我们
与“福音”面对面。基督徒很容易把“福音”当作
给未信者的东西，以为自己一旦信主了，就不再需
要认识福音。但保罗提出一项惊人的真理：福音是
基督徒生活的A到Z。福音不仅是“进入”神国的方
式，也是在神国“生活”的方式，是基督改变人、
教会以及群体的方式。我们也会看到保罗对加拉太
信徒说，他们一切所需、一切他们所需，就是福
音：神透过基督的生、死、复活，所要给他们的白
白恩典。换言之，保罗解决他们问题的方式，不是
要他们成为“更好的基督徒”，而是呼召他们活出

RM 34

士师记查经材料
——缺陷英雄与无瑕基督 
虽然士师记所展现的圣经，不是一系列的美好故
事，而是一段未经掩饰的历史，却关乎一群软弱
又真实的百姓，以及那位惟一刚强与信实的神。
这就是士师记要告诉我们的福音──神定意向
祂的百姓施行拯救，祂指派不同的士师，无论男
女，无论身分地位，透过他们，以色列民得以脱
离仇敌的欺压，也脱离自己创造出来的偶像。士
师记反覆传达，神永不止息爱着一群不可爱的百
姓，祂持续拯救百姓脱离自身的缺陷及失败所带
来的后果；祂的拯救暗示了将来必会被差派的那
一位──毫无瑕疵的救主。 RM 28

加拉太书查经材料：福音真重要 （繁/简）
每个查经小组都不尽相同，聚会地点从教会、家
里、咖啡馆到火车都有；聚会时间是悠闲的上午
茶时光，或是从忙碌的工作中挤出半小时的午休时
间。你的小组组员可能有初信者、老基督徒、非基
督徒，有妈妈带小孩、学生、生意人或青少年。这
就是我们设计“Good Book Guides”系列的目的，
希望能适用于各种不同的处境。我们设定每一课的
目标，要能揭示每一段经文的意义，并且看见它如
何与圣经的“大图像”相符。不仅如此，我们也需
要适切地将所发现的意义应用在生活中。

RM 60

耶稣之歌：一年的诗篇灵修日程 
作者：提摩太·凯勒、凯西·凯勒 (Timothy 
Keller, Kathy Keller)

诗篇被认为是圣经的诗歌集——耶稣对于有一百
五十篇的整卷诗篇，非常熟悉，并且倚靠这些诗
篇来面对每一种景况，包括祂的受难。
二十多年前，提摩太·凯勒开始了每月研读一
次整卷诗篇。基于他累积多年的研究和洞见，
以及记录于其祷告日志里的启示，凯勒撰写了 
耶稣之歌 一书。凯西·凯勒则是在长期卧病期
间，以研读诗篇来做为支持。他们将诗篇每节
的含意去芜存菁，邀请读者一同进入诗篇莫大
的智慧里。 RM 65

智慧之书：一年的箴言灵修日程 
作者：提摩太·凯勒、凯西·凯勒 (Timothy Keller, 
Kathy Keller)

箴言是上帝的智慧之书，讲述了如何活出一个人的
日常生活以及做出以上帝为中心的选择。在这一年
的灵修日程中，从箴言书不同的经文里，提摩太·
凯勒每天提供给读者一个既新鲜又发人深省的功课。
向来以学识渊博著称的凯勒，不仅是揭开箴言中丰
富的洞见与艺术般的诗体，也引领我们走向生命的
异象：道德、实际、公义。 智慧之书 是一本读者可
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来回味的，来跟上帝和他人
滋养更深、更满足的关系。此书跟凯勒的 耶稣之歌 
（以诗篇为主的灵修日程）一书是绝佳的配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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