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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求主引領本會與各宗派的
教會持守團結合一的心，彼
此配搭，互相合作，一同

推動《和合本》百周年紀念
的一切活動，盼望藉此重燃
信徒對追求聖經的熱誠，渴
慕上帝賜下的每一句話。

本會正為慶祝《和合本》
百周年而籌備出版一本紀念
文集，邀約全球各地聖經

學者撰文，趁這百年難得的
機會，為《和合本》繼往
開來誌下寶貴的一頁。

請為各位參與撰寫、編輯
和製作的弟兄姊妹禱告，

求主加力，也為所需的出版
費用祈禱，求主供應。

求主賜給本會眾同工智慧、
信心和力量，在一連串
開展的工作中，都忠於

所託，努力完成！
 

轉眼已踏入四月，時間沒有因您的追趕而停下來，或因您想做得更好而讓您從頭開始。我

們每天好像與時間競賽，但它永遠在前，我們永遠在後。對於一班繁忙的都市人，或正在

面對公開試的同學來說，必深有共鳴。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訊息，街道上人

們熙來攘往，媒體上的吵吵鬧鬧無日無之……或許您已習慣了這種為生活而生活的日子？ 

但今年是 2019 年！對於我和本會眾同工，以及天天讀聖經的您來說，這是別具意義的    

一年。中文聖經《和合本》剛好出版一百周年，為了感謝上帝的深恩厚愛，我們除了舉辦

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及出版紀念文集之外，還盼望藉此提醒大家“回歸聖經”，以“聖經為

本”。尤其是在今天講求成效，不斷追趕的生活里，加上手機資訊頻繁，很容易使人忽略

了安靜心靈，默想上帝的話語，並從中得着指引、力量和安慰。

正如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3 章 16 至 17 節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希伯來書 4 章 12 節也說：“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話語能辨明是非，引導我們，督責

我們，甚至轉化我們的心思意念，使我們歸向祂！                                                        

在今天高舉個人主義的社會里，充滿扭曲的價值觀，是非黑白的界線常常模糊不清，我們

身處這個大染缸之中，不免也沾染了一些世俗的惡習。如何抗衡此潮流和文化，把這情況

扭轉過來？相信箇中的祕訣莫過於在每日靈修中親近上帝，並且仔細研讀和默想上帝的話

語，讓聖靈啟發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因此，以“聖經為本”正是我們追求的方向。在每

天急速的生活中，不妨讓我們多放下手機，給心靈片刻安靜，回到聖經里，享受上帝的同

在、聖靈的感動，這確是好得無比！ 

今年，在我們為着上帝於一百年前賜下《和合本》聖經而感恩之際，願我們一同“回歸聖

經”，以“聖經為本”，努力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真理，讓上帝的話語照亮這個世代！

2019 對您有什麼意義？

黑龍江省的省會是哈爾濱，位於中國東北部，是中國位

置最北最東，緯度最高的省份，與俄羅斯隔江相望，土

地總面積 47.3 萬平方千米，居全國第 6 位，截至 2017

年末，全省常住總人口超過 3,788 萬人。黑龍江省的基

督徒人數約 80 萬，教牧人員不足 1,000 人，其中已經

按立為牧師（和長老）的不到 300 人，羊多牧人少的

情況很是嚴重。

去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本人獲邀至黑龍江省基督教協

會和黑龍江神學院講學，並於 10 月 27 日舉行的全省第

十期按牧典禮上講道，且為 33 位新牧師和 21 位新長老

行按立禮。翌日在哈爾濱市的三個市直屬主堂（哈利路

亞教堂、伯特利教堂和南崗教堂）講道。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在黑龍江神學院（哈爾濱市橄欖山神學教

育基地）為全省百多位神學畢業多年認證為教師（即      

副牧師）的同工授課，並代香港聖經公會致送了一百本

《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予參加者。

這次三個部分的講道和講學，都以《和合本修訂版（和

合本 2010）》為聖經文本。在 10 月 27 日的按牧典     

禮上，以“牧師（長老）的神聖職分”（以弗所書 4：

11-13）為題，分享參與上帝所設牧職的僕人使女，他

們的神聖事奉是何等恩典，我等當忠心事主，一生走      

在事奉的路上，而事奉的基礎——聖經是不能誤讀的。

《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為新時代的事奉者提

供了美好的事奉動力。

翌日在三個教堂分享同一個主題：“傳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 2：13-22；申命記 32：1-4），耶穌基督     

留給世界的乃是和平的福音（以弗所書 2：13-22，       

《和合本》多譯為“和睦”，《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按希臘文原文修訂為“和平”），基督徒在世

上要多做促進和平的事情，成為和平的使者。

在橄欖山向百多位認證為教師（副牧師）授課的主       

題是“傳道書的研讀”。華人教會常消極地解釋傳道

書，認為其中談到的世界、人生都是虛空的，正確地

理解傳道書成了基督徒的挑戰。在詳細分析每章經文

之後，我們發現傳道書並非在講虛無的人生，而是鼓

勵人們面對人生中的問題，活出智慧和積極樂觀的人

生。“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

永恆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

作為，人不能測透。”（傳道書 3：11）“這些

事都已聽見了，結論就是：敬畏上帝，謹守

他的誡命，這是人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

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

帝都必審問。”（傳道書 12：13-14）

讓聖經進入學校，是《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動之一。我們製作了一套展

板，講述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與過程，以及聖經的真理與我們今天的生活

如何息息相關。在上一期《亮光》，我們報道了這一套展板如何在培正中

學的福音週里，鼓勵同學多讀聖經。看見活潑好動的年輕人，安靜地細讀

展板內容，又有同學參加抄寫聖經的活動，確實令人感動！ 

在製作這套展板時，我們反覆思考究竟如何表達，才能引起年輕人的興        

趣，閱讀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沉悶的題目呢？感謝上帝帶領，這套展板製作

完成後，至今已有數十間中學借用來展覽。新加坡聖經公會也計劃把展板

內容轉為簡體字，向當地的年輕人推廣聖經事工。另一方面，為了更廣泛

而深入地讓中、小學生認識聖經的寶貴，我們正計劃製作有關的教材套，

供宗教科老師使用，請記念整個編寫和製作過程。

 

今時今日，要鼓勵年輕人讀聖經，確是比上世紀困難得多。但今天的社會

環境和意識形態，更加需要把聖經真理栽種在新一代的心里。靠着上帝的

恩典，以及學校老師的配合，還有您們的支持，相信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 4：12） 

黑龍江省按牧典禮
和教牧認證班分享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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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和合，永放光芒
——在上海揭開《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動的序幕

今年 1 月 15 日晚上 7 時，本會眾董事齊集上海市鴻德

堂，參加“百年和合”感恩崇拜，為慶祝《和合本》

聖經出版一百周年的一連串紀念活動揭開了序幕。當

晚由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徐玉蘭       

牧師主禮，中國基督教協會駐會副會長兼總幹事單渭

祥牧師以“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為題證道，分享

《和合本》對近代中國社會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勉勵

今天的教牧同工和信徒心存敬畏，準確地解釋聖經，

傳講真理信息，作出合一和美好的生活見證。

翌日上午，基督教全國兩會與聯合聖經公會在上海合

辦有關的研討會，共有百多位嘉賓出席。來自聯合聖

經公會、香港聖經公會、蘇格蘭聖經公會、中國天主

教等海內外代表，與國內學術界代表一一致辭祝賀。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徐曉鴻牧師主持

開幕禮。隨之由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吳巍牧師致開幕

辭，表示《和合本》一百年來深受中國基督徒喜愛，

是基督徒領受上帝話語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人理       

解、認識和研究基督教信仰和經典不可或缺的譯著；

希望中國基督教和相關學者能夠更加重視聖經翻譯，

以及對聖經的學習和研究。

蘇格蘭聖經公會董事長 Ms Elaine Duncan，在致辭中

回顧基督教全國兩會與不同的聖經公會建立的深厚友

誼，希望能在這堅固的基礎上進一步合作推動聖經事

工。她表示英國、美國、蘇格蘭聖經公會與中華民族

有着源遠流長的關係，曾在百年前協助中文聖經的翻

譯工作。如今也需要那種齊心協力的精神，各方加強

合作，更好服事中國和全球的教會。

本會董事會主席蘇以葆主教亦在研討會中致辭，表示

聖經是對歷代中國基督徒的共同祝福，並見證了基督

徒的合一信仰。盼望凝聚多方心血而成的《和合本修

訂版（和合本 2010）》能延續《和合本》的使命，為

中國教會帶來更多的祝福。蘇主教還代表本會致送紀

念品予基督教全國兩會，由徐曉鴻牧師代表接受。

隨後，我們一眾董事拜訪金陵神學院，與各位老師、

牧者交流，一同回顧《和合本》在中國教會百年來產

生的影響。蘇以葆主教更代表本會接受金陵神學院致

送的錦旗。

在這百年間，香港不少基督教團體辦學，

都與聖經脫不了關係，除了秉承聖經真理，透

過教育工作見證生命之道，使之代代相傳，      

還以《和合本》聖經的金句作為校訓和使命。

基督教辦學的貢獻，也換來社會人士的讚許，

當時更有官方報告指出：基督教學校由於以靈

性修養為基礎，有助促進師生關係。政府亦不

禁止在基督教學校內的宗教工作，是香港教育

一個特殊方向。現在，讓我們從基督教第一所

華文學校英華書院說起：

篤信善行

英華書院於 1818 年由馬禮遜在馬六甲創立。一

如英華的校訓，其創辦乃建基於馬禮遜等先賢

的“篤信”，而在這二百多年間，從他們的生

活中把“善行”實踐出來。1843 年，校長理雅

各（James Legge）因香港開埠，遂將英華書院

遷至香港。1928 年，英華書院在旺角的校舍落

成；其後於 1960 年代遷至牛津道校舍。在這校

舍的奠基禮上，即將卸任的校長對新任校長和

老師這樣期許：“無論在校內或校外，我們都

要活出一個堪為學生效法的生命……對天資不

敏成績落後的學生，及名列前茅的優異生，      

都應該一視同仁。跟學生分享我們最寶貴的信

仰，使他們面對人生必經的艱困時，能認定沒

有任何事物可以將他們與上帝的愛隔絕。”

英華書院在慶祝創校二百周年之際，更

採用本會的《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與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作為中英對照的紀

念版聖經，鼓勵學生以上帝的話語為依歸。

傳揚上帝的福音，推動基督教團體以聖經真理為辦學之本。

此後數十年間，大量教會來港辦學，藉着西式教學傳遞基督

教的信仰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教會興辦的基督教

學校，如聖保羅書院、華仁書院、喇沙書院、聖士提反女書

院等，已成為本地名校，在香港教育歷史中綻放異彩。

津貼和天台學校

1950 年代，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內地不少人遷移香港，政

府需要大興教育，以供適齡兒童就讀。這段時期，教會為了

讓兒童從小認識聖經，在香港大量興辦學校。根據 1966 年

的《香港教會名錄》，本地基督教辦有中小學及幼稚園共

225 間。當時的津貼學校有 24 個課室，每班學額 45 人，各

年級可分上下午班授課，部分學校更加開夜校，以供未能於

白天上課的人士就讀。

在私立學校之中，天台學校是香港獨有的文化特色。自

1957 年起，教育署容許各團體在徙置大廈興辦小學，以紓

緩當時學額不足的問題。在 1960 年間，全港 90 所天台小

學中，共有 77 所是由基督教和天主教興辦，可見基督教在

辦學上的投入和參與。

教會在香港除了興辦中小學外，亦在香港開辦三所高等學     

府：崇基學院（1951 年）、浸會學院（1956 年）、嶺南學

院（1967 年）。它們都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延續基督教高等

學府的傳統。

我是個中四學生，父母都是基督徒，因此，我理應也是個基督徒。可是，自升上中學，總是提不起勁到

教會參加崇拜。有人說這是年輕人的青春期作祟，總要與父母對着干。其實我不太同意，我只是覺得講

道的內容千篇一律，十分沉悶，所以不感興趣。

我的父母算是開明，不會強迫他們最愛的女兒返教會。但我也知道他們因為我沒有在教會露面，承受不

少壓力。“你的女兒近日很忙嗎？不可停止聚會啊！年輕人更要多上教會，如果沒有信仰，日後的生活

會一團糟！”長輩對父母的提醒當然是對的，只是……爸爸媽媽可能不懂如何回答，惟有一笑置之！ 

在這段沒有教會的日子，我從沒有離開過主啊！我讀的是一間基督教中學，每星期總有一堂宗教課，      

還有早禱會。我喜歡上宗教課，因為老師會與我們分享聖經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其實我對聖經的認識不

多，也沒有動機去深入研究；為了應付宗教科考試，我只是偶爾背誦幾節金句而已。爸爸媽媽常常鼓勵

我讀聖經，但每當我在睡前拿起聖經來讀，很快便進入睡眠狀態。你也試過這樣嗎？

我常把聖經放在床頭，因為這給我一種安全感；但對於聖經的內容，卻沒有多大感覺。直至有一天，我

突然對生命的意義感到迷惘。為什麼要為了 5** 爭得你死我活？學習就是把所有東西都硬塞進腦袋中，

誰的記憶力強，誰就取得好成績？為什麼要以分數來量度我的能力？這是唯一的標準嗎？為什麼？為什

麼？我的心中充滿負能量。

傳揚聖道

有一次，我不知何故，竟然跟一個同學一起參加她的教會舉辦

的查經班。我們選讀了傳道書，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舊約書

卷。傳道書的內容與我當時的心境完全一致，我不期然把其中

數節經文背誦起來。我第一次愛上讀聖經，第一次感受到聖經

作者當時所處的困局、無奈……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上帝愛     

我們每一個人，所以把祂的諄諄教誨、愛語叮嚀都記載在聖經

里，讓我們明白祂的心意，而且指引我們走這人生路。 

後記：原來爸爸媽媽一直為我

祈禱，求主保守女兒的心不要

離開主！今天，我仍然不是一

個聽話的女兒，但媽媽常說，

讀聖經又實踐聖經的人，總不

會太壞。你同意嗎？

年輕人哪，你在年少時當快樂；
在年輕時使你的心歡暢，做你心所
願做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
知道，為這一切，神必審問你。

傳道書 11 : 9

興辦學校



百年和合，永放光芒
——在上海揭開《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動的序幕

今年 1 月 15 日晚上 7 時，本會眾董事齊集上海市鴻德

堂，參加“百年和合”感恩崇拜，為慶祝《和合本》

聖經出版一百周年的一連串紀念活動揭開了序幕。當

晚由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徐玉蘭       

牧師主禮，中國基督教協會駐會副會長兼總幹事單渭

祥牧師以“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為題證道，分享

《和合本》對近代中國社會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勉勵

今天的教牧同工和信徒心存敬畏，準確地解釋聖經，

傳講真理信息，作出合一和美好的生活見證。

翌日上午，基督教全國兩會與聯合聖經公會在上海合

辦有關的研討會，共有百多位嘉賓出席。來自聯合聖

經公會、香港聖經公會、蘇格蘭聖經公會、中國天主

教等海內外代表，與國內學術界代表一一致辭祝賀。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徐曉鴻牧師主持

開幕禮。隨之由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吳巍牧師致開幕

辭，表示《和合本》一百年來深受中國基督徒喜愛，

是基督徒領受上帝話語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人理       

解、認識和研究基督教信仰和經典不可或缺的譯著；

希望中國基督教和相關學者能夠更加重視聖經翻譯，

以及對聖經的學習和研究。

蘇格蘭聖經公會董事長 Ms Elaine Duncan，在致辭中

回顧基督教全國兩會與不同的聖經公會建立的深厚友

誼，希望能在這堅固的基礎上進一步合作推動聖經事

工。她表示英國、美國、蘇格蘭聖經公會與中華民族

有着源遠流長的關係，曾在百年前協助中文聖經的翻

譯工作。如今也需要那種齊心協力的精神，各方加強

合作，更好服事中國和全球的教會。

本會董事會主席蘇以葆主教亦在研討會中致辭，表示

聖經是對歷代中國基督徒的共同祝福，並見證了基督

徒的合一信仰。盼望凝聚多方心血而成的《和合本修

訂版（和合本 2010）》能延續《和合本》的使命，為

中國教會帶來更多的祝福。蘇主教還代表本會致送紀

念品予基督教全國兩會，由徐曉鴻牧師代表接受。

隨後，我們一眾董事拜訪金陵神學院，與各位老師、

牧者交流，一同回顧《和合本》在中國教會百年來產

生的影響。蘇以葆主教更代表本會接受金陵神學院致

送的錦旗。

在這百年間，香港不少基督教團體辦學，

都與聖經脫不了關係，除了秉承聖經真理，透

過教育工作見證生命之道，使之代代相傳，      

還以《和合本》聖經的金句作為校訓和使命。

基督教辦學的貢獻，也換來社會人士的讚許，

當時更有官方報告指出：基督教學校由於以靈

性修養為基礎，有助促進師生關係。政府亦不

禁止在基督教學校內的宗教工作，是香港教育

一個特殊方向。現在，讓我們從基督教第一所

華文學校英華書院說起：

篤信善行

英華書院於 1818 年由馬禮遜在馬六甲創立。一

如英華的校訓，其創辦乃建基於馬禮遜等先賢

的“篤信”，而在這二百多年間，從他們的生

活中把“善行”實踐出來。1843 年，校長理雅

各（James Legge）因香港開埠，遂將英華書院

遷至香港。1928 年，英華書院在旺角的校舍落

成；其後於 1960 年代遷至牛津道校舍。在這校

舍的奠基禮上，即將卸任的校長對新任校長和

老師這樣期許：“無論在校內或校外，我們都

要活出一個堪為學生效法的生命……對天資不

敏成績落後的學生，及名列前茅的優異生，      

都應該一視同仁。跟學生分享我們最寶貴的信

仰，使他們面對人生必經的艱困時，能認定沒

有任何事物可以將他們與上帝的愛隔絕。”

英華書院在慶祝創校二百周年之際，更

採用本會的《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與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作為中英對照的紀

念版聖經，鼓勵學生以上帝的話語為依歸。

傳揚上帝的福音，推動基督教團體以聖經真理為辦學之本。

此後數十年間，大量教會來港辦學，藉着西式教學傳遞基督

教的信仰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教會興辦的基督教

學校，如聖保羅書院、華仁書院、喇沙書院、聖士提反女書

院等，已成為本地名校，在香港教育歷史中綻放異彩。

津貼和天台學校

1950 年代，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內地不少人遷移香港，政

府需要大興教育，以供適齡兒童就讀。這段時期，教會為了

讓兒童從小認識聖經，在香港大量興辦學校。根據 1966 年

的《香港教會名錄》，本地基督教辦有中小學及幼稚園共

225 間。當時的津貼學校有 24 個課室，每班學額 45 人，各

年級可分上下午班授課，部分學校更加開夜校，以供未能於

白天上課的人士就讀。

在私立學校之中，天台學校是香港獨有的文化特色。自

1957 年起，教育署容許各團體在徙置大廈興辦小學，以紓

緩當時學額不足的問題。在 1960 年間，全港 90 所天台小

學中，共有 77 所是由基督教和天主教興辦，可見基督教在

辦學上的投入和參與。

教會在香港除了興辦中小學外，亦在香港開辦三所高等學     

府：崇基學院（1951 年）、浸會學院（1956 年）、嶺南學

院（1967 年）。它們都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延續基督教高等

學府的傳統。

我是個中四學生，父母都是基督徒，因此，我理應也是個基督徒。可是，自升上中學，總是提不起勁到

教會參加崇拜。有人說這是年輕人的青春期作祟，總要與父母對着干。其實我不太同意，我只是覺得講

道的內容千篇一律，十分沉悶，所以不感興趣。

我的父母算是開明，不會強迫他們最愛的女兒返教會。但我也知道他們因為我沒有在教會露面，承受不

少壓力。“你的女兒近日很忙嗎？不可停止聚會啊！年輕人更要多上教會，如果沒有信仰，日後的生活

會一團糟！”長輩對父母的提醒當然是對的，只是……爸爸媽媽可能不懂如何回答，惟有一笑置之！ 

在這段沒有教會的日子，我從沒有離開過主啊！我讀的是一間基督教中學，每星期總有一堂宗教課，      

還有早禱會。我喜歡上宗教課，因為老師會與我們分享聖經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其實我對聖經的認識不

多，也沒有動機去深入研究；為了應付宗教科考試，我只是偶爾背誦幾節金句而已。爸爸媽媽常常鼓勵

我讀聖經，但每當我在睡前拿起聖經來讀，很快便進入睡眠狀態。你也試過這樣嗎？

我常把聖經放在床頭，因為這給我一種安全感；但對於聖經的內容，卻沒有多大感覺。直至有一天，我

突然對生命的意義感到迷惘。為什麼要為了 5** 爭得你死我活？學習就是把所有東西都硬塞進腦袋中，

誰的記憶力強，誰就取得好成績？為什麼要以分數來量度我的能力？這是唯一的標準嗎？為什麼？為什

麼？我的心中充滿負能量。

傳揚聖道

有一次，我不知何故，竟然跟一個同學一起參加她的教會舉辦

的查經班。我們選讀了傳道書，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舊約書

卷。傳道書的內容與我當時的心境完全一致，我不期然把其中

數節經文背誦起來。我第一次愛上讀聖經，第一次感受到聖經

作者當時所處的困局、無奈……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上帝愛     

我們每一個人，所以把祂的諄諄教誨、愛語叮嚀都記載在聖經

里，讓我們明白祂的心意，而且指引我們走這人生路。 

後記：原來爸爸媽媽一直為我

祈禱，求主保守女兒的心不要

離開主！今天，我仍然不是一

個聽話的女兒，但媽媽常說，

讀聖經又實踐聖經的人，總不

會太壞。你同意嗎？

年輕人哪，你在年少時當快樂；
在年輕時使你的心歡暢，做你心所
願做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
知道，為這一切，神必審問你。

傳道書 11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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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和合，永放光芒
——在上海揭開《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動的序幕

今年 1 月 15 日晚上 7 時，本會眾董事齊集上海市鴻德

堂，參加“百年和合”感恩崇拜，為慶祝《和合本》

聖經出版一百周年的一連串紀念活動揭開了序幕。當

晚由上海市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徐玉蘭       

牧師主禮，中國基督教協會駐會副會長兼總幹事單渭

祥牧師以“按着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為題證道，分享

《和合本》對近代中國社會語言和文化的影響，勉勵

今天的教牧同工和信徒心存敬畏，準確地解釋聖經，

傳講真理信息，作出合一和美好的生活見證。

翌日上午，基督教全國兩會與聯合聖經公會在上海合

辦有關的研討會，共有百多位嘉賓出席。來自聯合聖

經公會、香港聖經公會、蘇格蘭聖經公會、中國天主

教等海內外代表，與國內學術界代表一一致辭祝賀。

中國基督教三自愛國運動委員會主席徐曉鴻牧師主持

開幕禮。隨之由中國基督教協會會長吳巍牧師致開幕

辭，表示《和合本》一百年來深受中國基督徒喜愛，

是基督徒領受上帝話語的重要途徑，也是中國人理       

解、認識和研究基督教信仰和經典不可或缺的譯著；

希望中國基督教和相關學者能夠更加重視聖經翻譯，

以及對聖經的學習和研究。

蘇格蘭聖經公會董事長 Ms Elaine Duncan，在致辭中

回顧基督教全國兩會與不同的聖經公會建立的深厚友

誼，希望能在這堅固的基礎上進一步合作推動聖經事

工。她表示英國、美國、蘇格蘭聖經公會與中華民族

有着源遠流長的關係，曾在百年前協助中文聖經的翻

譯工作。如今也需要那種齊心協力的精神，各方加強

合作，更好服事中國和全球的教會。

本會董事會主席蘇以葆主教亦在研討會中致辭，表示

聖經是對歷代中國基督徒的共同祝福，並見證了基督

徒的合一信仰。盼望凝聚多方心血而成的《和合本修

訂版（和合本 2010）》能延續《和合本》的使命，為

中國教會帶來更多的祝福。蘇主教還代表本會致送紀

念品予基督教全國兩會，由徐曉鴻牧師代表接受。

隨後，我們一眾董事拜訪金陵神學院，與各位老師、

牧者交流，一同回顧《和合本》在中國教會百年來產

生的影響。蘇以葆主教更代表本會接受金陵神學院致

送的錦旗。

在這百年間，香港不少基督教團體辦學，

都與聖經脫不了關係，除了秉承聖經真理，透

過教育工作見證生命之道，使之代代相傳，      

還以《和合本》聖經的金句作為校訓和使命。

基督教辦學的貢獻，也換來社會人士的讚許，

當時更有官方報告指出：基督教學校由於以靈

性修養為基礎，有助促進師生關係。政府亦不

禁止在基督教學校內的宗教工作，是香港教育

一個特殊方向。現在，讓我們從基督教第一所

華文學校英華書院說起：

篤信善行

英華書院於 1818 年由馬禮遜在馬六甲創立。一

如英華的校訓，其創辦乃建基於馬禮遜等先賢

的“篤信”，而在這二百多年間，從他們的生

活中把“善行”實踐出來。1843 年，校長理雅

各（James Legge）因香港開埠，遂將英華書院

遷至香港。1928 年，英華書院在旺角的校舍落

成；其後於 1960 年代遷至牛津道校舍。在這校

舍的奠基禮上，即將卸任的校長對新任校長和

老師這樣期許：“無論在校內或校外，我們都

要活出一個堪為學生效法的生命……對天資不

敏成績落後的學生，及名列前茅的優異生，      

都應該一視同仁。跟學生分享我們最寶貴的信

仰，使他們面對人生必經的艱困時，能認定沒

有任何事物可以將他們與上帝的愛隔絕。”

英華書院在慶祝創校二百周年之際，更

採用本會的《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與 English Standard Version，作為中英對照的紀

念版聖經，鼓勵學生以上帝的話語為依歸。

傳揚上帝的福音，推動基督教團體以聖經真理為辦學之本。

此後數十年間，大量教會來港辦學，藉着西式教學傳遞基督

教的信仰理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由教會興辦的基督教

學校，如聖保羅書院、華仁書院、喇沙書院、聖士提反女書

院等，已成為本地名校，在香港教育歷史中綻放異彩。

津貼和天台學校

1950 年代，中國大陸政權易手，內地不少人遷移香港，政

府需要大興教育，以供適齡兒童就讀。這段時期，教會為了

讓兒童從小認識聖經，在香港大量興辦學校。根據 1966 年

的《香港教會名錄》，本地基督教辦有中小學及幼稚園共

225 間。當時的津貼學校有 24 個課室，每班學額 45 人，各

年級可分上下午班授課，部分學校更加開夜校，以供未能於

白天上課的人士就讀。

在私立學校之中，天台學校是香港獨有的文化特色。自

1957 年起，教育署容許各團體在徙置大廈興辦小學，以紓

緩當時學額不足的問題。在 1960 年間，全港 90 所天台小

學中，共有 77 所是由基督教和天主教興辦，可見基督教在

辦學上的投入和參與。

教會在香港除了興辦中小學外，亦在香港開辦三所高等學     

府：崇基學院（1951 年）、浸會學院（1956 年）、嶺南學

院（1967 年）。它們都在香港這片土地上延續基督教高等

學府的傳統。

我是個中四學生，父母都是基督徒，因此，我理應也是個基督徒。可是，自升上中學，總是提不起勁到

教會參加崇拜。有人說這是年輕人的青春期作祟，總要與父母對着干。其實我不太同意，我只是覺得講

道的內容千篇一律，十分沉悶，所以不感興趣。

我的父母算是開明，不會強迫他們最愛的女兒返教會。但我也知道他們因為我沒有在教會露面，承受不

少壓力。“你的女兒近日很忙嗎？不可停止聚會啊！年輕人更要多上教會，如果沒有信仰，日後的生活

會一團糟！”長輩對父母的提醒當然是對的，只是……爸爸媽媽可能不懂如何回答，惟有一笑置之！ 

在這段沒有教會的日子，我從沒有離開過主啊！我讀的是一間基督教中學，每星期總有一堂宗教課，      

還有早禱會。我喜歡上宗教課，因為老師會與我們分享聖經與日常生活的關係。其實我對聖經的認識不

多，也沒有動機去深入研究；為了應付宗教科考試，我只是偶爾背誦幾節金句而已。爸爸媽媽常常鼓勵

我讀聖經，但每當我在睡前拿起聖經來讀，很快便進入睡眠狀態。你也試過這樣嗎？

我常把聖經放在床頭，因為這給我一種安全感；但對於聖經的內容，卻沒有多大感覺。直至有一天，我

突然對生命的意義感到迷惘。為什麼要為了 5** 爭得你死我活？學習就是把所有東西都硬塞進腦袋中，

誰的記憶力強，誰就取得好成績？為什麼要以分數來量度我的能力？這是唯一的標準嗎？為什麼？為什

麼？我的心中充滿負能量。

傳揚聖道

有一次，我不知何故，竟然跟一個同學一起參加她的教會舉辦

的查經班。我們選讀了傳道書，那是我生平第一次接觸舊約書

卷。傳道書的內容與我當時的心境完全一致，我不期然把其中

數節經文背誦起來。我第一次愛上讀聖經，第一次感受到聖經

作者當時所處的困局、無奈……更重要的是，我知道上帝愛     

我們每一個人，所以把祂的諄諄教誨、愛語叮嚀都記載在聖經

里，讓我們明白祂的心意，而且指引我們走這人生路。 

後記：原來爸爸媽媽一直為我

祈禱，求主保守女兒的心不要

離開主！今天，我仍然不是一

個聽話的女兒，但媽媽常說，

讀聖經又實踐聖經的人，總不

會太壞。你同意嗎？

年輕人哪，你在年少時當快樂；
在年輕時使你的心歡暢，做你心所
願做的，看你眼所愛看的；卻要
知道，為這一切，神必審問你。

傳道書 11 : 9

興辦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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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求主引領本會與各宗派的
教會持守團結合一的心，彼
此配搭，互相合作，一同

推動《和合本》百周年紀念
的一切活動，盼望藉此重燃
信徒對追求聖經的熱誠，渴
慕上帝賜下的每一句話。

本會正為慶祝《和合本》
百周年而籌備出版一本紀念
文集，邀約全球各地聖經

學者撰文，趁這百年難得的
機會，為《和合本》繼往
開來誌下寶貴的一頁。

請為各位參與撰寫、編輯
和製作的弟兄姊妹禱告，

求主加力，也為所需的出版
費用祈禱，求主供應。

求主賜給本會眾同工智慧、
信心和力量，在一連串
開展的工作中，都忠於

所託，努力完成！
 

轉眼已踏入四月，時間沒有因您的追趕而停下來，或因您想做得更好而讓您從頭開始。我

們每天好像與時間競賽，但它永遠在前，我們永遠在後。對於一班繁忙的都市人，或正在

面對公開試的同學來說，必深有共鳴。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訊息，街道上人

們熙來攘往，媒體上的吵吵鬧鬧無日無之……或許您已習慣了這種為生活而生活的日子？ 

但今年是 2019 年！對於我和本會眾同工，以及天天讀聖經的您來說，這是別具意義的    

一年。中文聖經《和合本》剛好出版一百周年，為了感謝上帝的深恩厚愛，我們除了舉辦

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及出版紀念文集之外，還盼望藉此提醒大家“回歸聖經”，以“聖經為

本”。尤其是在今天講求成效，不斷追趕的生活里，加上手機資訊頻繁，很容易使人忽略

了安靜心靈，默想上帝的話語，並從中得着指引、力量和安慰。

正如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3 章 16 至 17 節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希伯來書 4 章 12 節也說：“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話語能辨明是非，引導我們，督責

我們，甚至轉化我們的心思意念，使我們歸向祂！                                                        

在今天高舉個人主義的社會里，充滿扭曲的價值觀，是非黑白的界線常常模糊不清，我們

身處這個大染缸之中，不免也沾染了一些世俗的惡習。如何抗衡此潮流和文化，把這情況

扭轉過來？相信箇中的祕訣莫過於在每日靈修中親近上帝，並且仔細研讀和默想上帝的話

語，讓聖靈啟發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因此，以“聖經為本”正是我們追求的方向。在每

天急速的生活中，不妨讓我們多放下手機，給心靈片刻安靜，回到聖經里，享受上帝的同

在、聖靈的感動，這確是好得無比！ 

今年，在我們為着上帝於一百年前賜下《和合本》聖經而感恩之際，願我們一同“回歸聖

經”，以“聖經為本”，努力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真理，讓上帝的話語照亮這個世代！

2019 對您有什麼意義？

黑龍江省的省會是哈爾濱，位於中國東北部，是中國位

置最北最東，緯度最高的省份，與俄羅斯隔江相望，土

地總面積 47.3 萬平方千米，居全國第 6 位，截至 2017

年末，全省常住總人口超過 3,788 萬人。黑龍江省的基

督徒人數約 80 萬，教牧人員不足 1,000 人，其中已經

按立為牧師（和長老）的不到 300 人，羊多牧人少的

情況很是嚴重。

去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本人獲邀至黑龍江省基督教協

會和黑龍江神學院講學，並於 10 月 27 日舉行的全省第

十期按牧典禮上講道，且為 33 位新牧師和 21 位新長老

行按立禮。翌日在哈爾濱市的三個市直屬主堂（哈利路

亞教堂、伯特利教堂和南崗教堂）講道。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在黑龍江神學院（哈爾濱市橄欖山神學教

育基地）為全省百多位神學畢業多年認證為教師（即      

副牧師）的同工授課，並代香港聖經公會致送了一百本

《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予參加者。

這次三個部分的講道和講學，都以《和合本修訂版（和

合本 2010）》為聖經文本。在 10 月 27 日的按牧典     

禮上，以“牧師（長老）的神聖職分”（以弗所書 4：

11-13）為題，分享參與上帝所設牧職的僕人使女，他

們的神聖事奉是何等恩典，我等當忠心事主，一生走      

在事奉的路上，而事奉的基礎——聖經是不能誤讀的。

《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為新時代的事奉者提

供了美好的事奉動力。

翌日在三個教堂分享同一個主題：“傳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 2：13-22；申命記 32：1-4），耶穌基督     

留給世界的乃是和平的福音（以弗所書 2：13-22，       

《和合本》多譯為“和睦”，《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按希臘文原文修訂為“和平”），基督徒在世

上要多做促進和平的事情，成為和平的使者。

在橄欖山向百多位認證為教師（副牧師）授課的主       

題是“傳道書的研讀”。華人教會常消極地解釋傳道

書，認為其中談到的世界、人生都是虛空的，正確地

理解傳道書成了基督徒的挑戰。在詳細分析每章經文

之後，我們發現傳道書並非在講虛無的人生，而是鼓

勵人們面對人生中的問題，活出智慧和積極樂觀的人

生。“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

永恆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

作為，人不能測透。”（傳道書 3：11）“這些

事都已聽見了，結論就是：敬畏上帝，謹守

他的誡命，這是人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

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

帝都必審問。”（傳道書 12：13-14）

讓聖經進入學校，是《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動之一。我們製作了一套展

板，講述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與過程，以及聖經的真理與我們今天的生活

如何息息相關。在上一期《亮光》，我們報道了這一套展板如何在培正中

學的福音週里，鼓勵同學多讀聖經。看見活潑好動的年輕人，安靜地細讀

展板內容，又有同學參加抄寫聖經的活動，確實令人感動！ 

在製作這套展板時，我們反覆思考究竟如何表達，才能引起年輕人的興        

趣，閱讀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沉悶的題目呢？感謝上帝帶領，這套展板製作

完成後，至今已有數十間中學借用來展覽。新加坡聖經公會也計劃把展板

內容轉為簡體字，向當地的年輕人推廣聖經事工。另一方面，為了更廣泛

而深入地讓中、小學生認識聖經的寶貴，我們正計劃製作有關的教材套，

供宗教科老師使用，請記念整個編寫和製作過程。

 

今時今日，要鼓勵年輕人讀聖經，確是比上世紀困難得多。但今天的社會

環境和意識形態，更加需要把聖經真理栽種在新一代的心里。靠着上帝的

恩典，以及學校老師的配合，還有您們的支持，相信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 4：12） 

黑龍江省按牧典禮
和教牧認證班分享有感
林培泉

上：林培泉牧師（前排右八）與培訓班學員

下：黑龍江省基督教兩會按立聖職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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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號安年大廈 902 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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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引領本會與各宗派的
教會持守團結合一的心，彼
此配搭，互相合作，一同

推動《和合本》百周年紀念
的一切活動，盼望藉此重燃
信徒對追求聖經的熱誠，渴
慕上帝賜下的每一句話。

本會正為慶祝《和合本》
百周年而籌備出版一本紀念
文集，邀約全球各地聖經

學者撰文，趁這百年難得的
機會，為《和合本》繼往
開來誌下寶貴的一頁。

請為各位參與撰寫、編輯
和製作的弟兄姊妹禱告，

求主加力，也為所需的出版
費用祈禱，求主供應。

求主賜給本會眾同工智慧、
信心和力量，在一連串
開展的工作中，都忠於

所託，努力完成！
 

轉眼已踏入四月，時間沒有因您的追趕而停下來，或因您想做得更好而讓您從頭開始。我

們每天好像與時間競賽，但它永遠在前，我們永遠在後。對於一班繁忙的都市人，或正在

面對公開試的同學來說，必深有共鳴。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工作，看不完的訊息，街道上人

們熙來攘往，媒體上的吵吵鬧鬧無日無之……或許您已習慣了這種為生活而生活的日子？ 

但今年是 2019 年！對於我和本會眾同工，以及天天讀聖經的您來說，這是別具意義的    

一年。中文聖經《和合本》剛好出版一百周年，為了感謝上帝的深恩厚愛，我們除了舉辦

一連串的慶祝活動及出版紀念文集之外，還盼望藉此提醒大家“回歸聖經”，以“聖經為

本”。尤其是在今天講求成效，不斷追趕的生活里，加上手機資訊頻繁，很容易使人忽略

了安靜心靈，默想上帝的話語，並從中得着指引、力量和安慰。

正如使徒保羅在提摩太後書 3 章 16 至 17 節說：“聖經都是上帝所默示的，於教        
訓、督責、使人歸正、教導人學義都是有益的，叫屬上帝的人得以完全，
預備行各樣的善事。”希伯來書 4 章 12 節也說：“上帝的道是活潑的，是有功
效的，比一切兩刃的劍更鋒利，甚至魂與靈、骨節與骨髓，都能刺入、剖
開，連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上帝的話語能辨明是非，引導我們，督責

我們，甚至轉化我們的心思意念，使我們歸向祂！                                                        

在今天高舉個人主義的社會里，充滿扭曲的價值觀，是非黑白的界線常常模糊不清，我們

身處這個大染缸之中，不免也沾染了一些世俗的惡習。如何抗衡此潮流和文化，把這情況

扭轉過來？相信箇中的祕訣莫過於在每日靈修中親近上帝，並且仔細研讀和默想上帝的話

語，讓聖靈啟發我們明白上帝的心意。因此，以“聖經為本”正是我們追求的方向。在每

天急速的生活中，不妨讓我們多放下手機，給心靈片刻安靜，回到聖經里，享受上帝的同

在、聖靈的感動，這確是好得無比！ 

今年，在我們為着上帝於一百年前賜下《和合本》聖經而感恩之際，願我們一同“回歸聖

經”，以“聖經為本”，努力在生活中實踐聖經真理，讓上帝的話語照亮這個世代！

2019 對您有什麼意義？

黑龍江省的省會是哈爾濱，位於中國東北部，是中國位

置最北最東，緯度最高的省份，與俄羅斯隔江相望，土

地總面積 47.3 萬平方千米，居全國第 6 位，截至 2017

年末，全省常住總人口超過 3,788 萬人。黑龍江省的基

督徒人數約 80 萬，教牧人員不足 1,000 人，其中已經

按立為牧師（和長老）的不到 300 人，羊多牧人少的

情況很是嚴重。

去年 10 月底至 11 月初，本人獲邀至黑龍江省基督教協

會和黑龍江神學院講學，並於 10 月 27 日舉行的全省第

十期按牧典禮上講道，且為 33 位新牧師和 21 位新長老

行按立禮。翌日在哈爾濱市的三個市直屬主堂（哈利路

亞教堂、伯特利教堂和南崗教堂）講道。10 月 29 日至

11 月 2 日，在黑龍江神學院（哈爾濱市橄欖山神學教

育基地）為全省百多位神學畢業多年認證為教師（即      

副牧師）的同工授課，並代香港聖經公會致送了一百本

《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予參加者。

這次三個部分的講道和講學，都以《和合本修訂版（和

合本 2010）》為聖經文本。在 10 月 27 日的按牧典     

禮上，以“牧師（長老）的神聖職分”（以弗所書 4：

11-13）為題，分享參與上帝所設牧職的僕人使女，他

們的神聖事奉是何等恩典，我等當忠心事主，一生走      

在事奉的路上，而事奉的基礎——聖經是不能誤讀的。

《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為新時代的事奉者提

供了美好的事奉動力。

翌日在三個教堂分享同一個主題：“傳和平的福音”     

（以弗所書 2：13-22；申命記 32：1-4），耶穌基督     

留給世界的乃是和平的福音（以弗所書 2：13-22，       

《和合本》多譯為“和睦”，《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按希臘文原文修訂為“和平”），基督徒在世

上要多做促進和平的事情，成為和平的使者。

在橄欖山向百多位認證為教師（副牧師）授課的主       

題是“傳道書的研讀”。華人教會常消極地解釋傳道

書，認為其中談到的世界、人生都是虛空的，正確地

理解傳道書成了基督徒的挑戰。在詳細分析每章經文

之後，我們發現傳道書並非在講虛無的人生，而是鼓

勵人們面對人生中的問題，活出智慧和積極樂觀的人

生。“上帝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將

永恆安放在世人心里；然而上帝從始至終的

作為，人不能測透。”（傳道書 3：11）“這些

事都已聽見了，結論就是：敬畏上帝，謹守

他的誡命，這是人當盡的本分。因為人所做

的事，連一切隱藏的事，無論是善是惡，上

帝都必審問。”（傳道書 12：13-14）

讓聖經進入學校，是《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動之一。我們製作了一套展

板，講述中文聖經翻譯的歷史與過程，以及聖經的真理與我們今天的生活

如何息息相關。在上一期《亮光》，我們報道了這一套展板如何在培正中

學的福音週里，鼓勵同學多讀聖經。看見活潑好動的年輕人，安靜地細讀

展板內容，又有同學參加抄寫聖經的活動，確實令人感動！ 

在製作這套展板時，我們反覆思考究竟如何表達，才能引起年輕人的興        

趣，閱讀這個對他們來說是沉悶的題目呢？感謝上帝帶領，這套展板製作

完成後，至今已有數十間中學借用來展覽。新加坡聖經公會也計劃把展板

內容轉為簡體字，向當地的年輕人推廣聖經事工。另一方面，為了更廣泛

而深入地讓中、小學生認識聖經的寶貴，我們正計劃製作有關的教材套，

供宗教科老師使用，請記念整個編寫和製作過程。

 

今時今日，要鼓勵年輕人讀聖經，確是比上世紀困難得多。但今天的社會

環境和意識形態，更加需要把聖經真理栽種在新一代的心里。靠着上帝的

恩典，以及學校老師的配合，還有您們的支持，相信困難是可以解決的！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輕，
總要在言語、行為、愛心、信心、

清潔上，都作信徒的榜樣。”
（提摩太前書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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