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聖經註釋叢書麥

麥種聖經註釋(出版年:2009–2020)旨在出版最高素質的聖經成就，無論聖經
經文本身或相關學術著作，每位作者都展現專業水平，註釋書體現作者其
廣泛的閱讀及成熟的思考。
整體而言，本系列精神在於它的博採眾長，每位作者自各種來源蒐集釋經
的洞見，並將這些洞見融合入註釋書中。
本系列講求論調上的和平共處，以公平眼光總結評論有影響力的觀點，同
時捍衛自己的觀點。撰寫者與最重要的當代爭議互動，但避免身陷不當的
論點細節，他們的理想為結合嚴謹的解經與闡述，同時留意聖經神學與聖
經在當代的適切性，並不將註釋書與講章混為一談。

種
A Kernel of Wheat Christian Ministries.

1



目錄

1. 路得記
2. 約伯記
3. 詩篇上下
4. 箴言上下
5. 以賽亞書上下
6. 新約引用舊約上下
7. 馬太福音
8. 約翰福音
9. 使徒行傳
10.耶穌的神蹟
11.耶穌的比喻

麥種聖經註釋

12.羅馬書上下
13.歌林多前書
14.加拉太書
15.以弗所書
16.腓立比書
17.哥羅西書腓利門書
18.提摩太與提多書
19.希伯來書
20.約翰書信
21.啟示錄

2

(出版年區間：2009-2020)



「本註釋書的導論討論全書統一性、神學、正典地位、文本等議
題，非常廣泛而有助益。整個註釋部分顯露了精心的學養、生動
的寫作風格、與持平的判斷。哈伯德留意到路得記的所有方
面。」——朗文

「哈伯德的《路得記》，是如何撰寫註釋書的楷模。他仔細而清
晰，戮力於兼顧細節與大畫面。讀者若對路得記有問題，這是第
一本應該求助的註釋書。」——馬狄生

本卷出自「新國際舊約聖經註釋」系列。哈伯德指出路得記的作者如何藉著

出色的文學技巧，使用路德與拿俄米的故事，來傳達重要的神學主題。哈伯

德擷取了晚近最佳的研究成果，仔細而嚴密地探究此故事豐富的文學、文法、

與神學層面。在這整本書中，哈伯德都敏銳地留意路得記作者的文學天賦，

他條理清晰而連貫地解釋路得記神學主題的成果，使得本註釋書成為想要探

討路得記動人故事之人的無價工具。

路得記

作者：哈伯德(Robert L. Hubbard, Jr.)

克萊蒙研究院博士，自1995-2012年擔任芝加哥
北園神學院聖經文學教授，退休後繼續教授舊約
聖經課程。先前任教於丹佛神學院並擔任美國海
軍與海軍後備隊的軍牧（1974-2000）。
除此書外，尚著有合著《約書亞記》、《基道釋
經手冊》，擔任「新國際舊約聖經註釋」總編輯。
也是美國行道會按立的牧師。 3



約伯記

夏德黎以透徹的導論開始，論述書名、正典中的地位、文本、語言、古近東與舊

約聖經的平行文獻、作者、日期、文學特色、詩歌、結構和文體、以及信息等問

題。註釋部分，夏德黎運用他對古近東同源語言的知識，展現出廣博的研究，提

供詳細、逐節的詮釋，把每一段經文與整卷書的整體信息連在一起。

這本約伯記註釋依循新國際舊約聖經註釋系列的傳統，基於徹底的學術研究，提

供最新的福音派註釋。這卷書的語言、文本、與神學不單是舊約聖經最引人入勝

的部分，也是最難以掌握的部分，夏德黎小心謹慎地探討它。

作者：夏德黎（John E. Hartley）
布蘭戴斯大學博士，阿蘇薩太平洋神學院傑出舊約教授，為該神學研究院創校者之一，
在該校任教四十餘年，自1983年迄今，任聖經研究系的系主任。
除本書外，尚著有《利未記》、《創世記》等書，為《舊約神學辭典》、《新國際舊約
神學與解經辭典》、《國際標準聖經百科全書》等工具書撰稿，並擔任《新國際舊約神
學與解經辭典》的諮詢編輯。

「一般來說，他小心處經文、語法、觀點和論據，使每本書成為保守
派研究約伯記的最佳作品」——史瑞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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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上下

自1992年於三一福音

神學院神學研究博士班

擔任班主任，舊約聖經

與閃語教授。

此外也在許多改革宗教

會講道逾二十年之久。

著作有《救贖進程》、

《先知書概論》，亦擔

任五大冊之《舊約神學

與解經學辭典》主編。

本卷原著屬於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之修訂版，出版於2008年，

主要增訂在於連接每篇詩篇與前後詩篇之間的關係，讓詩篇不再各自零星，

而能連貫起來，看出一脈相承的題旨。

導論部分，作者探討詩篇這卷書的文體類型、寫作手法、形成歷史、文學技

巧、標題、神學等與詩篇研讀息息相關的論題，與當代文獻進行必要的互動。

隨後，逐篇逐段解釋詩篇，說明其文體類型、結構、意義、與信息。

全書另含二十三個專題附記，討論重要的論題，如雅威是我的救贖者、雅威

勢神聖的戰士、雅威大能的作為、讚美雅威、錫安神學、具有彌賽亞特色的

君王、約櫃和聖殿、罪與赦免、詩篇中的咒詛詩等。

在保守福音派的詩篇註釋當中，這是最好的一本，比這個範圍裏面的其他書

籍更有深度，年代也更新，集學術、信息、與靈修於一身。

「如果一位牧師或平信徒只想擁有一本詩篇註釋，那就是這一

本了！」——朗文

作者：范甘麥倫

(Willem A. VanGemern)

• 威斯康辛大學哲學博
士學位，主修希伯來
文與舊約聖經，也曾
在耶路撒冷的希伯來
大學從事研究工作。

• 曾在改革宗神學院、

日內瓦學院、威斯康
辛大學、西敏斯特神
學院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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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上下

華爾基為舊約聖經多卷

書撰寫註釋，合著有《

聖經希伯來文句法》，

亦為《舊約神學辭典》

主編之一。

歷時二十五年的編寫，這本萬眾期待的註釋書，必要成為未來研讀箴言的

權威著作。

華爾基的箴言註釋，建基於近代強化聖經解釋的新文學鑑別學，展現了舊

約聖經這卷書對基督徒信仰和生活所具深遠而持續的相關性。全面性的導

論涵蓋了關於文體、文本、結構、作者、神學的議題。而詳盡的註釋本身，

闡明箴言一書是「神學作品」。

華爾基筆法易讀——甚至從他對希伯來文的直譯都可以看出——不論教師

、牧者、神學生、或一般讀者都可以理解這部學術著作。

「華爾基寫了一本鉅著，重現箴言一書與智慧在教會釋經和神學傳

統中的重要地位。」——《協和期刊》

「若是致力研讀箴言一書的學生只能選一本參考書的話，那就應當

選擇華爾基這本偉大的註釋書。」——《克里斯韋爾神學評論》

作者：華爾基

（Bruce K. Waltke）

• 達拉斯神學院神學博士，

哈佛大學哲學博士

• 曾任教於威斯敏斯特神學

院、改革宗神學院，現為

維真學院聖經研究榮休教

授、諾克斯神學院舊約聖

經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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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上下

歐思沃參與《新國家

版》與《新普及譯本》

的翻譯，著有11本書，

也在學術期刊和一般

雜誌發表許多文章。

〈導論〉談論了以賽亞書的背景、寫作的統一性、寫作日期和作者身份、正

典性、希伯來文文本、神學及詮釋問題，並為深入研究這卷書提供了精選的

參考書目。毆思沃也詳盡探討了以賽亞書中的若干重要議題。雖然毆思沃與

盛行的學術研究互動，但他極力捍衛這卷先知書的統一性，且令人信服地主

張整卷書都是主前八世紀的以賽亞寫的。

本註釋基於毆思沃對希伯來文文本的翻譯，結合神學和文學的敏感度、語言

學和歷史的專業知識，忠實、準確、清晰地詮釋了古代背景下的以賽亞書，

也闡述了它今日帶給我們的信息。

「一部出色、保守的以賽亞書註釋。這部作品猶如珍寶。它為我

們理解舊約聖經這卷書的文本和信息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福音派神學協會期刊》

「充分探討那些賦予以賽亞書統一性之主題的關聯與發展。結合

鑑別學與福音派的真知灼見促使人更好地理解聖經先知書的複雜

性質。」——克里曼茲

作者：歐思沃

（John N. Oswalt）

布蘭戴斯大學博士，
曾任衛斯理聖經神學

院舊約研究教授、阿
斯伯里學院院長、三
一福音神學院舊約教
授，目前是阿斯伯里
神學院舊約傑出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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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引用舊約上下

現任韋斯敏斯特神學院

新約聖經與聖經神學教

授。

著有啟示錄與帖撒羅尼

迦前後書的註釋書，以

及《新約聖經神學》等。

這是一部獨一無二的新約聖經註釋書，因為它特別關注新約聖經作者對舊約

聖經經文的使用。真是一個寶庫。撰稿們均為資深的福音派學者。附錄中的

索引具有極寶貴的價值，有效地將讀者引到任何特別感興趣的經文的討論。

舊約聖經經文索引提供了一個近乎完全的清單，列出新約聖經中出現的舊約

聖經經文。

當你讀到新約聖經經文索引之時，立刻可以分辨出哪段經文最多倚賴舊約聖

經的權柄。本書無疑為讀者帶來一種全新的體認：關於聖經的整體性、新約

聖經作者們的神學洞見，以及他們對舊約聖經經文與主題的適切用法。

「這確實是一種全新的註釋書！我們第一次擁有一部關於新約

聖經每卷書如何引用、引喻並呼應舊約聖經的連續性解經著

作。」—— 包衡

作者： 卡森

(D. A. Carson)

芝加哥三一神學院新約
研究教授，對於聖經學

術研究的進展和教會基
督徒的信仰都有實質的
貢獻，為二十世紀末期
迄今最受人尊敬的福音
派學者。

作者： 畢爾
（G. K. Be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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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多年以來，這都是福音派最佳的馬太福音註釋書。在研讀、教導、

傳講馬太福音時，它值得佔有重要的參考地位。」——魏敬石

作者： 卡森 (D. A. Carson)

芝加哥三一神學院新約研究教授，對於聖經
學術研究的進展和教會基督徒的信仰都有實
質的貢獻，為二十世紀末期迄今最受人尊敬
的福音派學者。
撰寫或編輯的書已超過四十五本，如「卡森
解經講道系列」、《約翰福音》、《神的全
權與人的責任》、《認識新興教會》，他與
畢爾合編的《新約引用舊約》。

本書不僅幫助讀者明白馬太在經文中的原意，也處理一般基督徒關注的各種議

題——歷史的（如：與其他福音書的「差異」）、神學的（如：我們還需要順

服律 法嗎？）、與實行的（如：離婚後可否再婚？）。作者把聖經的經文當作

神的話處理，但不會訴諸於不自然的調和、或敬虔卻貧乏的詮釋。

舊版在Bestcommentaries網站名列馬太福音注釋書第一名，中文版根據

2010年修訂版翻譯。全新修訂本包括下列 特色：全面的導論、最新的簡明書

目、詳細的綱要、逐段逐節充滿洞察力的注釋、每段開頭的綜覽、文本問題與

特殊問題的附加註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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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福音
1992年榮獲「今日基督教」雜誌評選「書評家首選註釋書」

作者： 卡森 (D. A. Carson)

芝加哥三一神學院新約研究教授，對於聖經
學術研究的進展和教會基督徒的信仰都有實
質的貢獻，為二十世紀末期迄今最受人尊敬
的福音派學者。
撰寫或編輯的書已超過四十五本，如「卡森
解經講道系列」、《約翰福音》、《神的全
權與人的責任》、《認識新興教會》，他與
畢爾合編的《新約引用舊約》。

這是普受敬重的福音派學者卡森博士的成名作，是現有約翰福音註釋中最優秀

的一本。卡森治學的嚴謹、廣博的學識，加上牧者的心腸、實行的應用，使這

本書成為約翰福音研究的一個里程碑。

澳洲墨爾本維多利亞聖經學院新約講師柯魯斯於2004年出版一本約翰福音註

釋書，在序言中提及他在寫作過程中參考許多極具份量的約翰福音註釋書，卻

一再發現卡森的這一本對於一般人所提有關約翰福音議題作了最佳的解答。

丹佛神學院傑出新約教授布魯姆伯格於2004年指出：過去二十多年來，福音

派所出版的約翰福音註釋書，只有一本是真正值得認真評論的，那就是卡森所

撰寫的這一本。這幾年來，雖然出版了幾本相當不錯的約翰福音註釋書，卻都

只能作為卡森這一本的增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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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註釋書作者而言，使徒行傳是一項艱鉅的挑戰，我們必須感謝博克為

此書寫出如此詳盡、容易掌握的註釋書。博克令人信服地主張，使徒行傳

的焦點是神和神的作為，而非僅僅以人為本的書；他反覆申明，使徒行傳

的故事是神採取行動來拯救和救贖人的故事。他特別的強項在於仔細留意

詞語和句法在解經上的成效，審慎精確的概述涵蓋英、法、和德語系學者

廣泛的學術觀點——對於只讀英語的人尤其有價值。

這本註釋書條理分明，很容易探究某特定部分或討論的重點。對於牧師、

學生和教授來說，它將是非常有價值的。」——沃爾頓

「無疑會成為使徒行傳的標準作品。」——史特勞斯

「使徒行傳最好的註釋書。」——凱文‧德揚

使徒行傳

博克（Darrell L. Bock）

亞伯丁大學博士，達拉斯神學院文化參與執行主任，

新約聖經研究部門的資深研究教授。曾任福音派神學

協主席，《今日基督教》雜誌特約編輯。

因其路加福音、使徒行傳的註釋、歷史的耶穌研究、

與聖經神學蜚聲國際，躋身德國杜平根大學洪堡學者。

除本書外，亦有《主耶穌的畫像》、《路加福音》、

《路加神學》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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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書的開始，博克簡要地概述每一卷福音書，綜覽其結構、論題、作者、

背景、和日期。然後，他仔細審查對觀福音一起描繪的耶穌。但是，博克

沒有試圖調和其中的記述，他保持那些敘事的情節，允許事件重複發生。

本書就這樣吸引讀者，去欣賞每一事件在該福音書與其他福音書的平行經

文裡所作的貢獻。接下來，博克詳細地分析了第四卷福音書所描繪的耶穌。

在結束的時候，他為在四卷福音書裡找到的主要神學論題作了總結，從而

將它們聯合起來，成為主耶穌的一幅連貫的畫像。

「本書推動學生進入四卷正典福音書的文本；捍衛它們的歷史可

靠性；基本上，將約翰福音與對觀福音分開詮釋，有時也指出它

們之間的分別；並且盡可能調和它們所有的內容。倘若教導耶穌

生平這類課程的老師想要一本融合了這些方法的課本，很可能就

從本書找到他們所需要的。」—— 甘德里

主耶穌的畫像

博克（Darrell L. Bock）

亞伯丁大學博士，達拉斯神學院文化參與執行主任，

新約聖經研究部門的資深研究教授。曾任福音派神學

協主席，《今日基督教》雜誌特約編輯。

因其路加福音、使徒行傳的註釋、歷史的耶穌研究、

與聖經神學蜚聲國際，躋身德國杜平根大學洪堡學者。

除本書外，亦有《主耶穌的畫像》、《路加福音》、

《路加神學》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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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耶穌的比喻

在這本書中，斯諾德格拉斯以概覽比喻詮釋的主要議題開始。他針對耶穌的比喻，

提出一個嶄新的、功能更佳的分類系統，並提供如何詮釋比喻的指引，同時導覽

了其他出於舊約聖經、猶太文學著作和希羅世界中的比喻——這些比喻在學者們

的討論中經常受到忽略。接下來的章節則按主題將篇幅較長、較為重要的耶穌比

喻進行分類，並針對每一個比喻做全面性的探討，包括比喻的背景，以及對我們

今天的意義。

作者：斯諾德格拉斯（Klyne R. Snodgrass）

三一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哲學博士，自1974年迄今一直
任教於北園神學院，於1988至1993年任教務長，目前為新約研究布蘭德教席。
除本書外，尚著有《以弗所書》（國際釋經應用系列）等書。

榮獲《今日基督教》2009年聖經研究類最佳書籍獎

「本書將成為研究耶穌和比喻的學術標竿。精華之作！」——《抉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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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上下

穆爾出版了多本重要的

神學作品與聖經註釋書，

本書為其代表作，此外

尚有歌羅西書與腓利門

書、雅各書等註釋書，

以及《21世紀新約導

論》、《被提》等。

本卷原著屬於New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作者根據希臘文重新翻譯羅馬書經文，聚焦於神學意義與當代應用，為保

羅這卷最具影響力的書信提供了非常出色而詳細的分析、解釋，呈現細緻

的學術涵養與實行的關注，對於精細的神學議題有敏銳感，也熟悉羅馬書

的詮釋歷史。

「羅馬書註釋的寫作沒有窮盡。這是目前英語世界最好的一本。

它的導論篇幅不大，但穆爾在解經部分表現出非凡的見地。重要

性不亞於此的是，它是第一本從保羅新觀點挑出有用的東西、卻

對其解經與神學立場提出有力批判的註釋書。」—卡森

作者：穆爾

（Douglas J. Moo）

聖安德魯斯大學獲
得博士，自2000年
起任惠頓研究院新

約聖經教授，之前
在三一福音神學院
任教二十餘年。

14



「一本詳盡而完整的註釋書，提供了審慎的評論和有用的資料。

它值得被評為最好的哥林多前書註釋之一。 」——狄瑟頓

「這是一本極出色的註釋袙。依循福音派學術最優良的傳統，

費依寫了這個世代中對哥林多前書最詳盡的英文註釋書。」

——《聖經文學期刊》

費依的《哥林多前書》註釋的初版發行於1987年，立即成了對這本新約聖經

書卷最重要的註釋書之一。其中的論述和實用性充分地滿足了學者、牧者、

和平信徒的需要。儘管年代已久，仍是二十一世紀重要的註釋書。

2014年出版此修訂版，納入過去二十五年來對哥林多前書的許多學術研究。

費依也去除了「章和節」的說法——那不存在於保羅所處的第一世紀——把

「要找的經節」改為放在括弧裡。

費依為哥林多前書提供了易懂的解說，清楚地描述了保羅論點的意義和它們

在神學上重大的相關性。書中較偏學術性的層次——包含費依自己與其他註

釋者之間的大互動——是在註腳的部分裡。

歌林多前書

作者：戈登．費依（Gordon D. Fee）
南加大博士，先後任教於數所大學或神學院，
包括戈登…康威爾神學院、維真學院，自1990
至2013年，擔任新國際新約聖經註釋總編輯。
除本書外，尚著有《腓立比書註釋》、《教牧
書信簡釋》、《保羅神學：聖靈論》、《保羅
神學：基督論》等重要著作。 15



作者：穆爾（Douglas J. Moo）
自聖安德魯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2000年起任惠頓研究院新約聖經布蘭查教席。
出版多本重要的神學作品與聖經註釋書，
如《羅馬書》、《加拉太書》。

「必定會成為這個領域中的標準作品」——魏斯特鴻

「目前最有助益、最紮實可靠的加拉太書註釋」——金世潤

本卷出自「貝克新約聖經註釋」系列。穆爾這位享有盛譽的新約聖經學

者和教師，為加拉太書提供了一本有分量又易於理解的註釋。

穆爾以廣泛的研究、逐章深思熟慮的解經，帶領讀者觸及了加拉太書的

方方面面——社會的、歷史的和神學的——幫助讀者更好地理解這卷書

的含義和重要性。

這本加拉太書註釋的特點是，作者對希臘文文本作了詳盡而出色的探討，

既有學術深度，又具備牧者的敏感度和可讀性。因此，對於教授、學生

和牧師來說，本書是一本很有用的工具書。

加拉太書

16



以弗所書

以弗所書全面性地論述了神的旨意，蘊含重大的主題，強調合一、真理、與愛，

而且深深關注神的子民應當活出神在基督裡的新人當過的生活；這卷書已經證明

是既鼓舞人心，又是深切的挑戰。

歐白恩博士以謹慎小心且尋根究柢的解經而廣受敬重，出於多年擔任宣教士、講

道者、大學講師、副院長、與學者的經歷來寫作。他博覽群籍，且與他不贊同的

那些人進行深思熟慮的互動，使得這本書對於學者和牧者都很有幫助。

他處理聖經經文的手法既新鮮又深具洞察力，既有豐富的資訊又能造就人，極度

以福音為中心，同時卻又極令人感動地努力解決其細節。

作者：歐白恩 ( Peter T. O'Brien )

曼徹斯特大學博士，曾在印度宣教十年。目前擔任澳洲慕爾神學院的新約資深研
究員，於1985-2000年兼任該院副院長。自1994年起也在三一福音神學院兼課，
現為特任新約教授。

「以弗所書最好的英語註釋書」——卡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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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韓森（G. Walter Hansen）

三一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多倫多大學威克里夫

學院神學博，有四十年的事奉經驗，曾在克里夫

蘭牧會八年，在新加坡三一神學院任教六年。

自1995年起，韓森在富樂神學院教授新約聖經課

程，並擔任環球研究機構主任。除本書外，韓森

博士著有多本作品與端文，如《加拉太書簡釋》。

韓森為腓立比書的經文提供了豐富的詮釋、睿智和成熟的應用。這樣做的時候，

他強調了福音興旺過程中的夥伴關係——群體的社會層面和集體層面。

在精選的參考書目之後，韓森的導論詳細解釋了腓立比教會的歷史背景，這封

信的性質和寫作原因，扼要地介紹了兩個關鍵的論題——基督的福音和基督的

群體。註釋部分本身按照這些論題討論腓立比書，考慮了保羅的問候語、福音

事工的報告、命令信徒的行事為人要與基督的福音相稱、表揚兩位與基督相似

的僕人，並且披露了保羅個人的經歷。在註釋中，韓森以與眾不同的方法揭示

並強調整卷腓立比書討論的夥伴關係、公民身份、和友誼等論題。

「腓立比書有多樣化的論題和情感，需要一位能確實掌握其內容和溫
馨激勵讀者的註釋學者。韓森博士即使在解釋眾所周知的複雜問題時，
他的作品仍然有令人欽佩的清晰和簡潔，這是非常有幫助的。
他能呈現如此多的素質，或許是因為韓森本身不僅曾經擔任牧師和神
學院的教授，還在華人文化背景當過宣教士的緣故。許多牧師、學生、
和學者嘗試在閱讀保羅的這封信，試圖思考保羅的想法時，這本註釋
肯定會成為他們必讀的參考資料。」——卡森

腓立比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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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羅西書與腓利門書

「給牧師們的一本出色的註釋」——史瑞納

「歌羅西書與腓利門書的一本『優先的』註釋」——布魯姆伯格

「本書必然成為歌羅西書研究新的優質標準」——斯托姆斯

作者：穆爾（Douglas J. Moo）

自聖安德魯斯大學獲得博士學位。
2000年起任惠頓研究院新約聖經布蘭查教席。
出版多本重要的神學作品與聖經註釋書，
如《羅馬書》、《加拉太書》。

如先前的作品，在本書中，著名的釋經學者穆爾展現出同樣傑出的解經與健

全的實踐洞見，不單正確解釋歌羅西書與腓利門書的意義，也將那意義有力

地應用於二十一世紀的讀者。穆爾既與這兩封書信的希臘文經文互動，並向

當代受眾清楚解釋中英文經文。

資訊豐富、福音派立場、方法敏銳、展現了在優秀學術與教牧關懷之間的小

心平衡，必為廣泛讀者——從教師和學生，到牧師和聖職人員，到學者與

一般信徒——提供真知灼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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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摩太書與提多書信

「一 位與提摩太和提多書信相戀逾四分之一世紀的學者的成熟作品，
可以認為是基於這三封書信的英文經文撰寫的最傑出且最有 用的註
釋書。……一位熟知當代討論、但除了經文本身之外不受制於任何權
威的學者，仔細概述基本的資料，也不時照射出嶄新的亮光。」
——馬歇爾

作者： 唐書禮( Philip H. Towner)

亞伯丁大學新約解經學博士，現任美國聖經公
會奈達聖經學術學社社長，曾任教於台北中華
福音神學院、聖約神學院。
為提摩太與提多書信的權威，曾協助馬歇爾博
士撰寫 ICC 系列的《教牧書信註釋》，也曾獨
力為 IVPNTC 系列的這三卷書部分撰寫一本註
釋書（1994）。

在這本清晰、教牧導向的註釋書中，讀者將會發現與作者身分、寫作日期與

目的等相關的有用背景，以及這三封書信的神學主題概覽。導論之後是逐段

解釋這三封書信對於第一世紀讀者的意義，同時也藉著其中的信息向今天的

讀者說話。

作者從政治的、社會的、宗教的、以及教會的背景重新看這三封書信。同時

特別注意文本互涉，探究舊約聖經對於保羅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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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在嚴謹的學術研究和清晰的思想這方面，只有極少數的聖經註釋書作者從我所

得的敬重會超過歐白恩，他的希伯來書註釋不負所望。歐白恩精湛地與近代學術

接軌，一再以準確的解經投入困難經文的討論中，清楚地解釋作者用語的內容及

含義。在過去二十年來，由於對希伯來書的研究顯著增加，新約聖經中這個最難

解的書卷出現許多好的註釋書，造福教會。但是牧者們必定會歡迎這本書，發現

它有豐富的神學、一貫的造就、和格外有幫助。我很樂意推薦它。」——格思里

作者：歐白恩 ( Peter T. O'Brien )

曼徹斯特大學博士，曾在印度宣教十年。目前擔任澳洲慕爾神學院的新約資深研
究員，於1985-2000年兼任該院副院長。自1994年起也在三一福音神學院兼課，
現為特任新約教授。
被普世公認為保羅監獄書信—以弗所書、腓立比書、以及歌羅西書和腓利門書的
專家，他為其中每一卷書都出版了有份量的註釋書。

「歐白恩的希伯來書註釋對這封書信的研究現況作了平衡且包羅萬象的評估，具有
許多清新的洞見。這本註釋書不論在細節或整體結構上都很清楚。」——艾林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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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翰書信

「就著約翰書信而言，這將是我第一本求助的註釋，也是我推薦的第
一本書。」——詹姆斯•漢密爾頓

作者：亞伯勒 (Robert W. Yarbrough)

亞伯丁大學博士，曾先後任教於三一福音神學
院、惠頓學院、自由大學、聖約神學院，現為
聖約神學院新約聖經教授。
1990年起參與東歐神學教育，自1995年起也
參與非洲的神學教育。
為「貝克新約聖經註釋」主編之一，也與埃爾
韋爾合著《新約透析》。

本書具有若干獨特之處：

1.更多的將約翰在這三封書信中的陳述與福音書所記載的耶穌生平作為連結。

2.藉助電腦，更明確地建立約翰書信與《七十士譯本》之間的語言學聯繫。

3.評論了聶索—阿蘭版希臘文新約聖經收錄的約翰書信裡的每個異文。

4.與近二十年來出版的大部分約翰書信註釋互動。

5.借鑑老一輩解經家的真知灼見。

6.作者在非洲穆斯林地區和東歐的事奉令他對約翰書信有特別的見解。

本註釋探討了約翰書信與耶穌的工作和教導之間的關係，與近來的註釋書互動，

回顧了約翰書信的詮釋歷史，且力求將這些發現與普世基督教相聯繫。亞伯勒

從若干方面—社會的、歷史的和神學的—查考約翰書信。其結果就是一份指南，

將約翰一書至三書的意義清晰生動地呈現在當代讀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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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此書根據原著第二版翻譯。原書屬於「新國際新約註釋」系列，1977年一出版

即洛陽紙貴，證實了幾位書評家的預言，即它一定會在非時代主義、福音派傳

統內成為成為標準作品。二十年之後，在新任主編戈登．費依（Gordon Fee）

博士的邀請下，饒柏對原書進行徹底的修訂，更新了相關的參考文獻，也對一

些論題採取了更具包容性的論述，反映出額外三十多年對啟示錄的深思熟慮的

研究成果。

《今日聖經》評論說：「本註釋書的這個新的版本保留了第一版的優點：對於

啟示錄的詮釋抱著非常持平、傳統的進路，含有豐富的參考書目，是對於經文

的文學、歷史、與神學意義作了深思熟慮、寫得很棒的註釋。」

作者：饒柏．孟恩思 (Robert H. Mounce)

「一本思想周密、研究精深、引據詳盡的啟示錄註釋。可以列入最有
用的參考書之一。」 ——基納（Craig S. Kee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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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套叢書(出版年:2005–2019)是普世教會的一項重大工程，目標在促

進今日多樣的基督教傳統，與具共同信仰的先賢先輩之間，建立起重

要的連結和交流。

ACCS也是一種後批判的更新，對早期釋經傳統「教父解經摘錄」的

一種復興，並為讀者提供現成的文本研究資源，務求讓讀者得到早期

基督信仰中多文化、多語言與跨世代的資源，是神學釋經、靈性閱讀

、整全教導和講道，不可或缺的良伴。

古代基督教信仰叢書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對於今日普世教會之間仍在進行的對話，對早期基督教思想
的準確應用，以及現今釋經學上的爭論來說，《古代基督信仰
聖經註釋叢書》都是一項不可或缺的資源。 」──巴刻

「不論是傳道人、教師和學習聖經的人，都會渴望暢飲這套叢
書的甘泉」 ──紐豪斯

「這套叢書透過文字讓我們聽見從過去傳來的聲音，將前人對
聖經經文的精闢理解和屬靈洞見向我們娓娓道來。 」
──聶基道都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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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基督教信仰叢書
Ancient Christian Commentary on Scripture

(ACCS)

• 英文版總編：托馬斯.奧登(Thomas C. Oden)

美國新澤西州麥迪遜德魯大學神學院神學與倫理
畢慈講座教授、
當今美國具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學家。

• 中文版總編：黃錫木博士

南非普勒陀利亞大學文學博士、
曾任美國俄利根大學語言系之訪問學人、
現任聯合聖經公會(亞太區)翻譯顧問、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榮譽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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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世記

創世記前幾章對基督信仰神學所產生的影響，可能比舊約其他部分都要來得深遠。教父們在
這幾章經文裏，設定了基督信仰神學的基本模式。其中包括了創造的教義、人類是「照著上
帝的形像和樣式」被造、人類的墮落，以及最終的救贖。
本冊註釋中，教父們清楚示範如何透過「對基督的信心」這枚稜鏡，來閱讀經文。在基督裡，
亞當的罪和我們的罪都一筆勾銷了；在基督裡，以色列人和全人類的盼望得到實現。在跟隨
教父默想和思索的同時，創世記的經文如同一束光那樣地熠熠生輝。

創世記1-11章主編：安德魯.勞斯(Andrew Louth)
英國德拉姆大學(University of Durham)神學系的教父學及拜占庭研究教授。

創世記12-50章主編：馬可.謝雷登(Mark Sheridan)
本篤會修士，羅馬聖安瑟倫大學副校長及神學系系主任。



出埃及記
利未記
民數記
申命記

主編:約瑟.林哈德(Joseph T. Lienhard)

耶穌會會士

神學教授

擔任福德姆大學中世紀研究課程的教席

本卷見證了這種閱讀古老文本的新角度，在現存的最早期註釋中，俄利

根對舊約作出了巨大貢獻，他確立了舊約在基督教會中永久的地位。

在本卷註釋中，不論是拉丁教父如希坡的奧古斯丁、帕特留、塞維利亞

的伊西多爾，或是希臘教父如亞歷山太的區利羅、賽浦路斯的狄奧多勒

等等，都都可以看到他們對出埃及記到申命記的精彩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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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書亞記
士師記
路得記
撒母耳記

主編:約翰.R.弗蘭克(John R. Franke)

牛津哲學博士

現任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哈特斐的聖經神學院神

學助理教授

「約書亞」不僅指約書亞，也以預表的方式指拿撒勒人耶穌，這使教父可以
把書中以色列征服和分地的事，與基督信仰裡關於耶穌和教會的故事連在一
起，這種預表釋經法一直延續，成為早期教會的標準釋經法。

本卷收錄了的資料有許多出自教父的講道集，比如俄利根的約書亞記講道集、
士師集講章，以及約翰.屈梭多模談論撒母記上一些人物與事件的講章等等。
除了幾種講道集和註釋書之外，其他關於約書亞記至撒母記下的作品就屬於
問答體裁，像是奧古斯丁《七經問題》、迪奧多勒《八經問題》和比德《論
列王紀三十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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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王紀
歷代志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以斯帖記

大衛與所羅門的故事、王國各代的興衰、以斯拉與尼希米當仁不讓的心志、
以斯帖即或不然的勇氣……舊約歷史書涉及古代以色列漫長的歷史時期，包
羅萬象，紛繁複雜，儼然是一部部壯闊動人的史詩。

面對這樣的文本，除了參考現代聖經學者的歷史與哲學進路來研讀經文，更
不能忽略從第二到第八世紀的眾多教父遺留下來的信仰資產。不論是希臘、
拉丁或敘利亞的教父，都有其深厚的信仰底蘊，他們的解經反映了初代教會
與基督教神學的發展，對舊約歷史書更有集中筆墨的探討；特別的是針對歷
史書中的眾多個別事件有深入的教牧反省與思索，教父們擅長的預意解經和
道德解經帶出了許多獨到的見解。

主編:馬可.康提(Marco Conti)

里茲大學博士

羅馬的奧古斯丁教父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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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伯記

從基督信仰的角度描繪約伯的義，與聖經呈現的約伯性格完全配合，這個看法在整個基督徒
釋經歷史裡一直是主流。

在仔細檢視能接觸到的所有約伯記註釋後，編者選錄了下列古代約伯記註釋：希臘教父有俄
利根、失明者荻地模、亞流派的猶利安、約翰.屈梭多模、耶路撒冷的赫西糾，以及奧林匹多
羅；拉丁教父有伊克蘭姆的猶利安、教士腓力，以及大貴格利；敘利亞教父有敘利亞人以法
蓮和默維的伊澤達德。

主編：曼尼奧.西蒙尼特(Manlio Simonetti)
教父聖經詮釋領域專家，任教於羅馬大學及羅馬的奧古斯丁教父學研究所。

主編：馬可.康提(Marco Conti)
里茲大學博士，羅馬的奧古斯丁教父學研究所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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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篇1-50章主編:克雷格.布萊辛(Craig A. Blaising)
英國亞伯丁大學哲學博士，擔任西南浸信神學院執行副院長、教務長及神學教授

詩篇1-50章主編:卡門.哈丁 ( Carmen S. Hardin)
美國西南浸信神學院哲學博士，擔任路易斯維爾大學古典學助理教授

詩篇51-150章主編:昆廷.維素舒密 (Quentin F. Wesselschmidt)
美國愛荷華大學哲學博士，協通神學院聖路易校區歷史神學教授

本卷收錄許多重要的教父釋經家文獻，如亞他那修以書信體裁所著的《致

馬爾克路書:論解釋詩篇》在教父的詩篇作品中地位非常獨特，影響並啟發

了直到今日的基督信仰思想史，本卷在每一篇詩篇之前引用該書的相關段

落，為讀者提供重要的讀經指引。

詩篇是最受人喜愛、使用最廣泛的聖經書卷，對今日的基督徒來說，詩篇

也依然是啟迪、安慰和指引的偉大來源，是種種教義真理的真正泉源，帶

人邁向永遠的救恩。

詩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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箴言
傳道書
雅歌

古代教父一致同意，箴言、傳道書、雅歌這三卷書蘊含及精深的智慧，可以
說在上帝成為肉身、在主耶穌基督裡來臨的時代之前，這三卷書最睿智地啟
示了人生的深層意義。

早期把這三卷書看為一組的教父，在東方有俄利根，在西方有奧古斯丁，他
們以及大部分古代釋經者都確信所羅門是這三卷書的作者，這三卷書都曾有
教父著書逐節註解過。本卷大部分選段乃是取自早期作者其他種類的作品，
如教義論文、意譯本、教理問答、牧養著作、書信、講章等。

主編:羅伯特.賴特 (J. Robert Wright)

牛津大學哲學博士

紐約聖公會神學院的教會歷史聖馬可教授

著有《美國聖公會指南》 、《祈禱書的靈修學》 、

《宗派的共融》及《高舉十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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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

本卷註釋收錄了凱撒利亞的優西比烏、耶柔米、亞力山太的區利羅和塞浦路斯的迪奧多勒、
奧古斯丁等教父的詮釋，讓我們再次學習從預言應驗的角度，來領受以賽亞書的信息，也幫
助我們看到在經文的字裡行間所反映出來的三一上帝的本性。

正如《便西拉智訓》所說：「【以賽亞】以他不屈不撓的心靈看見未來，安慰了錫安哀哭的
人」，教父們以滔滔不絕的口才、敏銳的知識，向今日的教會展現以賽亞書信息的適切性。

以賽亞書40-66章主編：馬可.艾略特 (Mark W. Elliott)

以賽亞書1-39章主編：史蒂文.麥金尼恩 (Steven A. McKinion)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東南浸信會神學院歷史神學助理教授

劍橋博士、蘇格蘭聖安德魯斯大學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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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結書
但以理書

以西結書和但以理書的意象，都重新活現在新約聖經當中。以西結書中的審
判、盼望的應許、新聖殿的異象和吃書卷的先知，特別出現在啟示錄當中，
而但以理書中的「人子」一語，是拿撒勒人耶穌最為人所知的自稱，同時也
被以西結書和拔摩海島的約翰所使用。

此外，還有但以理書中的四活物，對襯了以西結書和啟示錄的獅、牛、人、
鷹四活物。儘管這兩卷書都不易理解，仍舊開啟了早期教會的無限想像空間，
也讓當代的基督徒著迷不已。

主編:肯尼思.史蒂文森(Kenneth Stevenson)
牛津大學哲學博士、英國聖公會普茲茅斯主教

主編:邁克爾.格拉普(Michael Glerup)
美國德魯大學哲學博士、ACCS系列研究主任兼執行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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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先知書

現今的講道大多不注重十二先知書，然而，新約聖經卻肯定十二先知書的重要性，其所引用的經
文，不少關鍵經文來自十二先知書，可見新約作者對十二先知書的重視。

每一卷小先知書教父都留下大量註解，本卷廣泛收錄希臘和拉丁等超過三十位教父的論述，此外，
也選錄了少量其他傳統的註釋，例如敘利亞的傳統。不少教父著有一整本解釋十二先知書的著作，
例如，耶柔米、亞歷山太的區利羅、摩普綏提亞的迪奧多若、塞浦路斯的狄奧多勒和默維的伊澤
達德，本卷特別著重這些作品，加以收錄，儘量多方呈現同一段經文的不同見解。

主編：艾柏圖.費雷羅 (Alberto Ferreiro)
華盛頓州西雅圖的西雅圖太平洋大學歷史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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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父時期，馬太福音和約翰福音是正典新約的四本福音書之中，
最多人閱讀的，因此關於這兩卷書的註釋也最多。而遠在約翰福音
未開始流行的時候，人們已經開始使用馬太福音。所以，第一世紀
末至第二世紀末的信徒可說是根據這卷書來得知基督的言行。
教父常使用以經解經的方法來解釋馬太福音的經文，比如透過徵引
其他福音書來澄清經文的含義，也引用舊約其他經文來強調。另外，
從第四世紀以來，人們就不斷爭論上帝三位一體的問題和基督論的
問題，這促使所有教父在解釋福音書時都著重突顯自己所信仰的教
義，尤其是關於上帝、基督和三位一體的教義。

馬太福音

主編：曼尼奧．西蒙尼特 (Manlio Simonetti)
教父聖經詮釋領域專家
任教於羅馬大學以及羅馬的奧古斯丁教父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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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可福音

初代教會甚為推崇馬可福音書，因為它保存了使徒彼得的言行記錄和福音故事，然而早期教
父很少在馬可福音註釋上著墨。透過現代電腦科技的幫助，與馬可福音相關的註釋被挖掘出
來，原來這些註釋被深藏和穿插在教父的講道、辯論、信件、註釋、神學論述和詩章中。
在這卷《馬可福音》註釋書中，希坡的奧古斯丁和亞歷山太的革利免，敘利亞的以法蓮和耶
路撒冷的區利羅，交織出第二至第八世紀東西方教會多重釋經的洞見。馬可福音再次展現它
在故事、比喻和熱情上的召喚力量，一如它所燃起的那些出色的神學洞察力和牧者的智慧。

主編：奧登(Thomas C. Oden)
美國新澤西州麥迪遜德魯大學神學院神學與倫理畢慈講座教授
當今美國具代表性的基督教神學家

主編：霍爾(Christopher A. Hall)
美國賓州聖戴維斯東方學院聖經與神學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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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聖誕節、復活節和其他主要節期，路加福音就常常被選讀，
因為路加福音中的耶穌降生與復活等的獨特敘述，是其他福音書
沒有的。

教父的路加福音註釋存留至今的共有四卷，全都是講道集，作者
分別是俄利根、安波羅修、亞歷山太的區利羅和比德，還有一些
其他教父的斷片和註釋，包括較聞名的亞他那修、屈梭多模、奧
古斯丁、大馬士革的約翰，以及鲜為人知的迦賢努、馬布格的菲
羅克塞努斯、狄奧菲拉克圖斯。

路加福音

主編：小賈斯特 (Arthur A. Just Jr.)
印地安納州韋恩堡崁科迪亞神學院解經神學教授和校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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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教會公認，約翰福音寫作的主要目的是除去關於基督具有神
性這個真理的所有疑惑，其他福音書並沒有特別強調這一點。因
此，約翰福音在基督論和三一論的教義爭論中佔據重要的地位。
這使得福音書本身的可靠尤為重要。
而出自俄利根、屈梭多模、狄奧多若、區利羅和奧古斯丁的五本
主要的註釋和講道集是本卷的骨架，至於其他單篇的講道、《希
臘教父集萃斷片》中的註釋殘篇、重要的教義著作，以及禮儀文
本，則作為補充。

約翰福音

主編：約珥.埃洛斯基 (Joel C. Elowsky) 
德魯大學博士
現任聖路易協同神學院歷史神學教授
曾任《古代基督信仰聖經註釋叢書》事務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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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教會渴望活出聖靈的能力時，古代教父在使徒行傳註釋中所傳
達的智慧，讓我們一窺教父如何用聖經來建造教會，省思教會的
身分，本卷描述了上帝如何聚集及栽培教會，在猶太人和外邦人
當中，先後建立並拓展教會，從耶路撒冷起直到萬邦。

在默想耶穌基督與聖靈在其中的行動軌跡時，教父們也使用使徒
行傳，成為信徒的榜樣和勸勉，激勵著教會往前邁進。

使徒行傳

主編：弗朗西斯.馬丁(Francis Martin)  
華盛頓特區教區主教
若望保祿二世婚姻與家庭研究機構聖經研究教授
著有《女性主義者的問題：從教會傳統看女性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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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是保羅最具份量的書信，一直以來都是解經講道、神學研
究與信徒生命的焦點，內容論及的議題繁多，除了神的大能與世
人的罪、聖靈的工作、與基督聯合等，還有現代常面臨論辯的因
信稱義，以及基督徒與政府的關係，迄今仍不斷有釋經著作出版，
生活應用也一直在信徒間廣泛討論。
本卷除了蒐羅整理俄利根、安波羅修、屈梭多模、奧古斯丁等知
名教父的註釋，更一併收錄了其他重要但史料較罕見的教父言論，
相信必能幫助現代讀者，從古代教父的智識亮光之上，以具歷史
視野的角度，深入探索羅馬書。

羅馬書

主編：傑拉爾德.布雷 (Gerald Bray)  
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桑福德大學畢森神學院教授
著有《教會的故事：神學與歷史》、《神是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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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編:傑拉爾德.布雷 (Gerald Bray)
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桑福德大學畢森神學院教授
著有《教會的故事：神學與歷史》、《神是愛》等

使徒保羅致哥林多教會的書信，在聖經中的地位及影響力，已崇高到了難以

估計的程度。公元第一世紀，被屈梭多模稱為「至今仍是希臘第一大城」的

哥林多，有一群基督徒居住其中，他們面對著許多與教牧相關的問題，而哥

林多書信裏最為突出的，正是保羅如何處理這些問題的勇氣與決心。

在本卷所選的教父釋經家中，名氣最響亮的應該就是屈梭多模，他那七十七

篇關於哥林多前後書的講道，是註釋與應用經文方面的無價寶藏。不過本卷

最有價值的部分，莫過於收錄了第四世紀一位不知名學者的註釋，這位無名

的釋經家長久以來被誤認為是安波羅修，如今則以「安波羅修註釋者」稱之，

他那本極其優秀的哥林多前後書註釋，從未有過英文譯本，也因此，本卷選

錄了相當多安波羅修註釋者的註解。

哥林多前後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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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拉太書
以弗所書
腓立比書

主編:馬可.愛德華斯 (Mark J. Edwards)
牛津大學基督學院神學系導師

使徒保羅寫給加拉太人、以弗所人、腓立比人的書信，長久以來對基督宗教傳統與虔信留下永垂不朽的

影響。不論是基督論、救恩論還是教會論，其基本輪廓的建立都應歸功於這些書信。

在這書信集裡，最偉大的段落是腓立比書二章6～11節的基督頌；而這卷註釋書提供一種無可比擬、最貼

近教父的觀點，使我們看見他們如何衡量、考慮這些字詞，鉅細靡遺地描繪救主的先存性、道成肉身，

被釘十架以及作為萬有主宰的得勝高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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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羅西書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提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
腓利門書主編:彼得.郭爾迪 (Peter Gorday)

范德堡大學博士
喬治亞州教牧諮商協會臨床心理師
亞特蘭大聖公會聖安妮教堂助理牧師

早期教會的教父對本卷所包含的聖保羅短篇書信有不少討論和解釋，儘管在數量上比不上各卷主要書信

的註釋，但在當時的教義論爭和紀律問題討論裏，這些較短的書卷裡有一些段落是非常重要的。

本卷引用了塞浦路斯的狄奧多勒、摩普綏提亞的狄奧多若和安提阿的伊格那丟等東方教父的作品。另一

方面，在曾經註釋保羅書信的拉丁教父之中，希坡的奧古斯丁是影響力極大的一位，他對保羅的理解不

僅成為拉丁教會在中世紀及其後的主導思想，也是宗教改革和現代基督新教思想的主要骨幹，其他重要

的拉丁教會註釋者如安波羅修註釋者、伯拉糾、耶柔米等人的作品，也同樣包含在本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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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伯來書

本卷註釋是以屈梭多模的講道集為基礎，一方面是因為這卷講道集在希伯來書的解經史裏有
獨特的地位，再者，這卷書是希伯來書現存最早、最完整的註釋，對東西方教會解釋希伯來
書都有深遠的影響。此外，這部作品的修辭精妙，是長期以來眾所周知的；不僅有生動的舉
例，更將道德指示與釋經兩者做出緊密的結合。
本卷選錄範圍，在時空上從第一、二世紀的殉道者游斯丁和羅馬的革利免，一直到第八、九
世紀的比德、尼尼微的以撒、阜丟司和大馬士革的約翰，透過教父們的精采詮釋，一座得自
希伯來書的古代智慧寶庫將在我們眼前開啟。

主編：埃里克.希恩(Erik M. Heen)
賓州費城信義宗神學院新約和希臘文教授

主編：菲利普.克雷(Philip D. W. Krey)
早期和中世紀教會歷史教授，賓州費城信義宗神學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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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書
彼得前後書
約翰一二三書

猶大書
主編:傑拉爾德.布雷 (Gerald Bray)
美國阿拉巴馬州伯明罕桑福德大學畢森神學院教授
著有《教會的故事：神學與歷史》、《神是愛》等

大公書信的重點是正教的信仰與道德觀，教父們引用這些書信，來抵擋日漸盛行的異端邪說，這一點使

大公書信在第四、第五世紀的情況下，顯露出一股新鮮的活力，並切合時宜。

許多教父在書信中找到對於馬吉安派的斥責，對亞流等予以嚴正反擊，因為在他們的觀點中，真理是永

恆的，而背離真理則是自起初就有的事。

許多早期的註釋是透過拉丁文的教父註釋集萃而流傳至今，這種集萃可說是串珠註釋，晚期解經家把數

種來源的註釋彙整串接，正如同本卷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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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示錄

本卷展示了古代教父對於啟示錄的屬靈詮釋，充滿異象的啟示錄，可以教導教會在「基督的
死與復活」以及「祂第二次再來」之間的日子裡，敬虔而充滿盼望地活著；此刻，就是魔鬼
被綑綁、信徒因信而復活的時刻，也是教會與撒旦爭戰的時刻。教父以此指引並鼓勵他們的
讀者，奔向新耶路撒冷的道路。
本卷選用的註釋主要來自八位作者，分別是彼他的維克多納、泰康尼斯、彼馬修、阿爾勒的
凱撒留、貝雅的亞帕瑞糾、比德、俄厄庫美紐、凱撒利亞的安德烈，在本卷中，編者儘量提
供足夠的上下文，讓讀者看出註釋作者是如何富有創意地運用聖經，作者的神學旨趣為何，
以及他們牧養信徒的心意。

主編：威廉.溫理克 (William C. Weinrich)
巴賽爾大學神學博士
印第安納州協同神學院學術院長
協同神學院初代教會史教授
協同神學季刊書評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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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斯托得（John Stott, 1921-2011）

既保守又激進的二十世紀福音派領袖，推動他進入世界接受挑戰／挑戰世界的，是他所熱愛
的聖經，以及聖經中的十架與耶穌。在他的書桌上，成就了鞭辟入裡的「聖經信息系列」。
數十年來斯托得是這世代基督徒福音行動的典範，如今，仍要繼續讓你我跟著他一起，勇於
成為作光作鹽的耶穌門徒。

作者：卜安迪（Andrew T. Le Peau）

早年與妻子（Phyllis J. Le Peau）合寫《一加一等於一》，美國校園出版社資深同工，參與
文字編寫與學生事工長達四十年，著有《寫得更好》、《以舊約眼光讀馬可福音》，以及數
本關於雅各書及以弗所書的查經材料。

以弗所書是加爾文深愛的一卷書信，詩人柯勒律治形容這一卷書是「人類最具神聖特質之作品」，約瑟夫．羅賓遜稱
此書為「保羅著作之冠」。篇幅不長，僅有六章的內容，完成於保羅身繫鎖鏈、囚於監獄的時期。或許就是肉體最困
頓的時刻，思緒格外銳利清明，保羅構築了一篇文字風格獨特、氣勢磅礡，深厚稠密的神學篇章，提供了對福音宏大
計畫的整體觀。以致巴克萊認為以弗所書已經達至新約思想的高峰，甚至稱此書為「保羅書信之后」。

倘若要用一句話將全書所宣告的好消息言簡意賅地表達出來，莫過於「蒙恩惠，得平安」這六字真言了。斯托得牧師
以此為起點，帶領讀者整裝出發，領略使徒保羅所講的，萬物要在基督裡合而為一的奧祕。從此是一個新群體的誕生，
藉著教會的合一，在新世界裡，人與神、種族、夫妻、親子和主僕間種種的藩籬與隔閡，將完全打破，不復存在。

上帝的新群體 --與斯托得一起讀以弗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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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路比特(Peter Lewis)

著名的作者、傳道人、講員，也是房角石福音教會（諾丁罕）前主任牧師，致力於牧養與
傳講神的道。他以解經講道的方式，系統性地教導聖經，讓會眾知道如何在當代運用並活
出古老的信息。
根據路比特的觀察，即便在福音派圈內，也少有人完整地讀完聖經，而他相信，當今教會
最重要、最需要的，就是聆聽神的道，在今日基督徒的生命中經歷神的主權與大能。他常
說，傳道人最重要的責任就是「釋放聖經文本的能量」。路比特作品包括The Glory of
Christ、The Genius of Puritanism、Power to Change: Becoming like God’s Son、
Becoming Christlike。

二十一世紀的前二十年，人類經歷無數動盪，貿易戰爭、新冠肺炎、族群對立、種族衝突等，失序的社會需要重新

建構能讓生活繼續前進的常規。只是，我們還要多久才能脫離動盪，回歸正常？新舊約的撰寫者也同樣面臨過如此

劇變，而幫助他們突破難關、堅守信仰的關鍵，就是持續與永生神會遇，更新對神的認識，從中汲取能力。

作者承襲加爾文神學的傳統，融入日新月異之歷史研究所推動的聖經研究成果，架構論述，以期發展更具對話性、

更能回應時局以及堅固信仰的信息。他認為，人類無法藉著探討「神存在嗎？」來回應瞬息萬變的世界，只有在

「關係」中好好認識神，我們才能站穩腳步，迎向現在與未來。

這些關係包括神與祂所創造的世界、神與祂所揀選的子民、聖父、聖子、聖靈的美好團契。

聖經中的永生神 --認識祂的榮耀、子民與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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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林鴻信

台灣大學哲學系畢業，台灣神學院、美國富勒神學院與耶魯大學碩士；德國
圖賓根大學神學博士、英國諾丁漢大學哲學博士，現為台灣神學院系統神學
教授與基督教思想研究中心主任、臺灣大學共同教育中心兼任教授。
自一九九四年《神學人基本英文字彙》開始，於神學園地筆耕不輟，著有
《加爾文神學》、《覺醒中的自由：路德神學精要》、《認識基督宗教》、
《聖神論》、《納尼亞神學：路易斯的心靈與悸動》、《認識上帝與認識人
的九個探險》、《教會生態學》、《教理史》、《邁向覺醒：自我概念的探
討》、《莫特曼神學》、《忘我之域》系列三冊、《基督宗教與東亞儒學的
對話》、《基督宗教思想史》等書，除此另有譯作以及發表多篇學術論文。

系統神學這種厚重又艱澀的神學鉅著，平信徒需要接觸嗎？其實系統神學就像階梯，從人論、三一神論、基督論，

再到聖靈論，一步步邁向信仰的高處。每一點新的認識，都標記了某個時代的基督徒，身處渾沌時代的信仰熱情。

林鴻信老師以其30多年的神學積累與推廣神學的熱情，為華人讀者完成了《系統神學》。本書從聖經、歷史、經驗

與理性的傳統四大面向切入，並輔以生命故事、信仰生活經驗，講道例證，來豐富每個基督徒對教義的理解。面對

至今神學界爭論不休的課題，書中也展現適切華人處境的神學思維，帶領讀者進行深度反思。這本書寫脈絡不同於

傳統的《系統神學》，提醒每一位信徒，作為信仰者的身分，學習「以信開始、以望持續、以愛成全」。

系統神學(上、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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