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事名單：香港聖經公會

香港九龍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號安年大廈 902 室

電話：（852）2368 5147

傳真：（852）2311 0167

電郵：info@hkbs.org.hk

網頁：www.hkbs.org.hk

榮譽董事：宋常康監督    鄭漢鈞博士    譚尚渭教授    蘇以葆主教    

主席：蘇以葆主教    副主席：李正源先生    義務秘書：文子安牧師    

義務司庫：曾立基先生    董事：胡維頎先生    洪志遠先生    梁美英牧師    蘇成溢牧師    

廖智基律師    蔡映媚律師    鍾健楷牧師    鄒國煥先生    簡祺標牧師    封華冑博士

義務律師：蔡映媚律師    廖智基律師    督印：李正源先生

出版：香港聖經公會                版權所有   免費訂閱                除特別註明外，本刊引用之聖經經文取自《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

2019
7月至

9月

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請為《和合本》百周年
紀念的各項活動祈禱，
求主賜我們各人足夠的

智慧與力量去籌備，並讓
每一個參與的人都嘗到

主恩豐富。

請為我們今年在香港書展
的事工推展及攤位設計

祈禱，願我們所作的，能
吸引參觀的信徒和非信徒
對聖經有更深的認識。

請為我們正在進行編輯
的《和合本》百周年紀念
文集祈禱，求主看顧整個

流程，並使用這文集，賜福
給所有華人教會領袖、牧者
和神學生，明白《和合本》

聖經滿載上帝的深恩。 

請為香港社會祈禱，
求主的恩光照亮每一顆心，

驅走黑暗，活出信心、
愛心與盼望。

「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上帝愛樂捐的人。」哥林多後書 9 : 7
奉獻 : 1. 支票抬頭「香港聖經公會」，郵寄本會地址：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號安年大廈 902 室

 2. 或直接存入本會匯豐銀行的賬戶 002-2-222863，請將收據傳真：2311 0167 / 電郵：info@hkbs.org.hk / 寄回本會 

 奉獻港幣 100 元或以上，憑本會收據可在港申請扣稅

踏入十一月，本會慶祝《和合本》百周年紀念的活動將

進入高峰。請記下 11 月 29 日和 30 日這兩個大日子，

我們安排了一連串活動，誠邀你出席，一同獻上感恩：

聖經是永生之道
約翰福音 6 章 68 節記載西門‧彼得問耶穌：「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
誰呢？」這句話一直藏在我心底，是我心靈得力之源，更是我與眾同工推動聖經事工的

動力。為着人人認識那永生之道，我們願意不斷努力，即使困難重重，仍不計較得失，竭

力將上帝的話語傳揚開去。只要有人需要聖經，我們便樂意分發。

回想一百多年前，傳教士前仆後繼地遠赴重洋，來到中華大地，承擔中文聖經的翻譯工      

作，並為此付上不少代價。《和合本》聖經就是在這種奉獻和合一的精神下誕生，目的是

讓所有華人都有一本能共同讀得明白的聖經。

到了今時今日，電子聖經越來越普及，下載人次千千萬萬，傳播的速度比實體聖經快十倍

以上。可是，在日常生活裏，我們忙於電子社交媒體零碎的溝通，心靈被很多無關痛癢的

瑣事充斥着，以致聖經的真理彷彿被其他東西取代了，聖經的價值只流於眾多應用程式之

一。人與人之間少了包容，彼此的關係也越來越疏離。這與他們跟主耶穌的關係有關嗎？

耶穌第一個門徒安得烈怎麼認識耶穌呢？約翰福音 1 章 37 至 40 節記載：「兩個門徒聽
見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着，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甚麼？』他們對他說：『拉比，你在哪裏住？』耶穌說：『你們
來看。』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這一天他們就跟他同住；那時大約是下
午四點鐘。聽了約翰的話而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西門‧彼得
的弟弟安得烈。」耶穌死後，教會遭受逼迫，安得烈仍勇敢地傳揚主道，因為他曾與

耶穌同住，與祂有深入的相交，真真正正認識祂！

今天，在電子聖經大行其道之際，讓我們從虛擬回歸到實體聖經。惟有在不受任何環境或

媒體影響下，專心研讀上帝的話語，並在靈裏與耶穌基督有真實的相交，且讓聖靈在我們

心裏動工，才能將領受的真道種在心中，按時候結果子。

在此鼓勵你給周圍的人送上一本聖經，並與他們一同研讀，而且一起在生活中實踐上帝的

話語。你願意嗎？

我們稍後將會在本會網頁（www.hkbs.org.hk）及臉書

（@hongkongbiblesociety）公佈更多詳情，請密切留意。

（查詢可致電 2368 5147 與我們聯絡。） 

《和合本》百周年學術講座

日期：11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講員：尤思德博士（Jost Oliver Zetzsche）

講題：《和合本》為何是教會歷史上重要的聖經譯本？

回應講員：洪放博士

講題：百年和合誌慶—回顧與前瞻

29
NOV

《和合本》百周年感恩祟拜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半至中午 12 時

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講員：周永健牧師

30
NOV

帶你漫遊中文聖經歷史、語言及文化之旅，體會上帝的話語照亮不同的世代！ 

預告我們今年在香港書展的安排：

 推出全球限量發行「手製真皮聖經」及全新 2020 大字日曆！

 再由繁囂 「會展」帶你深入「恬靜軒」（香港聖經公會總部），經歷「與聖道相遇」的時刻：

 跨越近兩個世紀的中文聖經翻譯、出版及傳播歷史，來一趟聖道之旅！

 展出 90 種外語聖經，令你大開眼界！

 觸動心靈的華人與聖道相遇的故事，與你逐一分享！

 追本溯源，重溫中文聖經的起源及向華人傳福音的使命！

誠邀你參加這旅程：

 你會感受不同時代的信徒，如何被聖經的真理觸動。

 你會認識一百年前《和合本》的誕生，如何用來作識字教育。

 你會明白一眾先賢為何在中文聖經翻譯事工上，投放畢生精力。

 你會從中文聖經翻譯的過程，對上帝的話語有深一層的領悟。

 你會體會聖經的價值不只是印行的數量，而是有多少人藉此認識耶穌，明白衪的

心意，並勇於跟隨祂！你已認識衪嗎？

 會員獨享八五折優惠 ; 即時登記為新會員，更獲得袖珍版日曆乙個。   

培靈會書攤（8 月 1-10 日）
推出 2020 月曆 及 年輕人喜愛的「迷彩」聖經系列！

特享八五折優惠。

讓我們與聖道相遇

1930 年代出版，The Bible in 
China by Marshall Broomhall

（內地會傳教士）的插圖。

此圖意思：人人可以透過聖經，

進入應許之城，領受豐盛生命。

Credits：英國聖經公會

攤  位

基督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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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倒流一百年

《和合本》聖經已歷時一百年。今天或許有人說：聖經已不合時宜，內容太守舊了！究竟是上帝的

話語趕不上時代？還是人的自我膨脹得太快？ 

為配合《和合本》一百周年的慶祝活動，我們把珍藏的古董聖經及聖經公會歷史文獻重新整理，      

重塑兩百年來中文聖經翻譯、出版及傳播歷史。期望這個聖道之旅能帶給學生、老師、信徒甚至非

信徒一次另類體驗，認識聖經不只是一本實體書，更是一本充滿生命力的書——帶給人不一樣的生

命！上帝每一天都呼召人領受這新生命，更等待人把衪的話語實行出來。

以西結書 34 章 16 節說：「失喪的，我必尋找；
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包紮；
有病的，我必醫治……」

馬太福音 9 章 35 節記載：「耶穌走遍各城各       
鄉，在他們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
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在中文聖經《和合本》面世後的百年間，不少基督徒

醫護人員秉承聖經的教導，努力在自己的專業範疇       

裏療傷治病。上世紀五十年代戰後，大量難民湧至香

港，人口問題深化了社會矛盾，亦為香港的醫療制度

增添壓力。基督教對此作出積極回應，今天的基督教

靈實醫院和聯合醫院，便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

靈實醫院

五十年代初，不少難民住在調景嶺難民營內，有傳教

士及教會人士目睹這些難民生活艱苦無助，便在那裏

開展救濟工作，並向難民傳揚福音。1953 年，調景嶺

基督教醫務所（Rennie’s Hill Church Clinic）成立，

就是為了回應他們的醫療需要。

1954 年 8 月，颱風「艾黛」襲港，摧毀了調景嶺基督

教醫務所臨海的整棟肺病房，以及剛啟用不久的新診

所。於是決定興建一所肺病療養院，於 1955 年 3 月動

土，同年 10 月 22 日舉行奉獻禮，命名「靈實」，取

自聖經加拉太書 5 章 22 至 23 節：「聖靈的果子就
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直至現在，靈實醫院裏的病房仍是沿用這些    

「聖靈的果實」作為名稱。

1957 年 10 月，「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辦會」易名

為「將軍澳醫援會」，提出「全人醫治」的概念，兼

顧病人身、心、智、社交及靈性的多方面需要。七十

年代後，「醫援會」的服務走向多元化，並提出「社

區健康」的理念。1990 年，「醫援會」易名為「基督

教靈實協會」，並於 1991 年加入醫院管理局。

基督教聯合醫院

除了靈實醫院外，當時香港教會領袖有感於社會醫療

服務的需求，在 1958 年亦開始構思興建一所基督教

聯合醫院。1963 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了基督教

聯合醫院委員會，專責跟進有關計劃。1968 年，香港

政府同意撥款，在觀塘區興建一所普通科醫院。除了

政府撥款外，教會人士亦積極參與籌募。

1973 年，基督教聯合醫院落成。其基本信念是「為社

區健康服務」及「一個沒有牆壁的醫院」。這反映該

院期望擺脫傳統醫院只注重醫病的形象，強調健康，

留意個人和社區的需求，提供適當的照料。

結語

今天，上述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經歷逾一世紀的時

代變遷，已完全納入政府公立醫院的管理架構內。此

外，浸會醫院、播道醫院、港安醫院等具基督教背景

的私家醫院，也肩負起香港醫療的重要一環。在不同

時代中，基督教醫院仍秉持「矜憫為懷」、「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在提供醫療服務外，沒

有忽視病人的心靈需要，使病人也得着心靈的醫治。 

《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文集

上帝一直以來眷顧華人教會與信徒，尤其差派傳教士遠赴重洋，為中文聖經的翻譯獻

上寶貴的時間和心力。1807年，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受任於倫敦傳道會，

奉派到中國工作，隨後展開中文聖經的翻譯。在英國聖經公會資助下，馬禮遜牧師於

1823 年完成《神天聖書》，在馬六甲印行，常被稱為第一本在中國翻譯的中文聖經。

隨着不同差會的傳教士紛紛來華，並按其宗派的神學立場翻譯聖經，加上中國各省有

不同的方言，以致在十九世紀末，不同的聖經譯本如雨後春筍般湧現。1890 年在上海

舉行傳教士大會，各宗派機構決定以「和衷合作」的精神，共同翻譯和出版一個聯合

譯本，稱為《和合本》（Union Version）。在英、美和蘇格蘭三家聖經公會等全力支持

下，經過近 30 年的努力，完成翻譯工作。《和合本》於 1919 年正式面世，成為中國

教會史上最重要的聖經譯本。

回望這段歷史，以及《和合本》聖經這些年來對華人教會的祝福，我們實在感恩不已！所以趁

着《和合本》出版百周年，便由去年開始籌備出版一本紀念文集，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榮幸

得到周永健牧師、楊詠嫦博士、李志剛牧師、麥金華博士、蘇以葆主教等擔任委員，並致函      

邀請世界各地華人聖經學者撰文，從中文聖經的歷史、聖經的翻譯、引伸的事工，以及《和合

本》的傳承等四個角度，闡述《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

今天，文集的稿件已齊，並進入編輯階段，期望九月付梓，十月出版。當中收錄的專文，作者

除了遍及中港台，還有馬來西亞、澳洲、法國、德國、蘇格蘭、美國……可謂群英薈萃，精彩

文章共冶一爐！

這本珍貴的紀念文集在出版後，將會致送予眾華人教會、神學院和圖書館，為上帝的恩典留下

一個記號！如你也想獲得一本，請與本會事工部聯絡（電話：2368 5147）。

今年復活節，華英中學的團契前來參觀        

我們的展覽室，當中有一半學生不是基督

徒，只是慕道者。他們對聖經的翻譯工作

感到十分興奮，發覺中文聖經的翻譯，原

來與中國歷史的變遷有莫大關連；聖經翻

譯的嚴謹程度，比任何一本書高出十倍以

上，每一位從事聖經翻譯的，都是最優秀

的翻譯人才，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上帝的

話語，絕不能出錯！

到了 5 月，信義宗神學院的黃

教授與一班神學生到來參觀展

覽室。他們看見每一本聖經珍

品，無不驚歎和感恩：沒有先

賢付出的心血，那有我們今天

手上的聖經！最後，我們互相

勉勵：普世的禾場很大，但我

們的資源有限，更需要互相配

合，和衷合作，才能把上帝的

真道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我們也應邀到不同的中、小學分享聖經事

工。禮賢學校的小學部 5 月舉辦聖經聯合

講座，我們的特約講員區寶儀傳道帶領一

班小學生從他們的小眼睛看聖經：你怎知

道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呢？究竟聖經從何而

來？是由天上降下來嗎？第一本聖經是用

中文寫的嗎？區傳道還帶領小學生抄寫希

伯來文聖經，他們一面認真地抄寫，一面

不斷地說：很有趣啊！

恩典的記號

「有病的，我必醫治」：
記基督教醫療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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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太福音 9 章 35 節記載：「耶穌走遍各城各       
鄉，在他們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
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在中文聖經《和合本》面世後的百年間，不少基督徒

醫護人員秉承聖經的教導，努力在自己的專業範疇       

裏療傷治病。上世紀五十年代戰後，大量難民湧至香

港，人口問題深化了社會矛盾，亦為香港的醫療制度

增添壓力。基督教對此作出積極回應，今天的基督教

靈實醫院和聯合醫院，便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

靈實醫院

五十年代初，不少難民住在調景嶺難民營內，有傳教

士及教會人士目睹這些難民生活艱苦無助，便在那裏

開展救濟工作，並向難民傳揚福音。1953 年，調景嶺

基督教醫務所（Rennie’s Hill Church Clinic）成立，

就是為了回應他們的醫療需要。

1954 年 8 月，颱風「艾黛」襲港，摧毀了調景嶺基督

教醫務所臨海的整棟肺病房，以及剛啟用不久的新診

所。於是決定興建一所肺病療養院，於 1955 年 3 月動

土，同年 10 月 22 日舉行奉獻禮，命名「靈實」，取

自聖經加拉太書 5 章 22 至 23 節：「聖靈的果子就
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直至現在，靈實醫院裏的病房仍是沿用這些    

「聖靈的果實」作為名稱。

1957 年 10 月，「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辦會」易名

為「將軍澳醫援會」，提出「全人醫治」的概念，兼

顧病人身、心、智、社交及靈性的多方面需要。七十

年代後，「醫援會」的服務走向多元化，並提出「社

區健康」的理念。1990 年，「醫援會」易名為「基督

教靈實協會」，並於 1991 年加入醫院管理局。

基督教聯合醫院

除了靈實醫院外，當時香港教會領袖有感於社會醫療

服務的需求，在 1958 年亦開始構思興建一所基督教

聯合醫院。1963 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了基督教

聯合醫院委員會，專責跟進有關計劃。1968 年，香港

政府同意撥款，在觀塘區興建一所普通科醫院。除了

政府撥款外，教會人士亦積極參與籌募。

1973 年，基督教聯合醫院落成。其基本信念是「為社

區健康服務」及「一個沒有牆壁的醫院」。這反映該

院期望擺脫傳統醫院只注重醫病的形象，強調健康，

留意個人和社區的需求，提供適當的照料。

結語

今天，上述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經歷逾一世紀的時

代變遷，已完全納入政府公立醫院的管理架構內。此

外，浸會醫院、播道醫院、港安醫院等具基督教背景

的私家醫院，也肩負起香港醫療的重要一環。在不同

時代中，基督教醫院仍秉持「矜憫為懷」、「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在提供醫療服務外，沒

有忽視病人的心靈需要，使病人也得着心靈的醫治。 

《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文集

上帝一直以來眷顧華人教會與信徒，尤其差派傳教士遠赴重洋，為中文聖經的翻譯獻

上寶貴的時間和心力。1807年，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受任於倫敦傳道會，

奉派到中國工作，隨後展開中文聖經的翻譯。在英國聖經公會資助下，馬禮遜牧師於

1823 年完成《神天聖書》，在馬六甲印行，常被稱為第一本在中國翻譯的中文聖經。

隨着不同差會的傳教士紛紛來華，並按其宗派的神學立場翻譯聖經，加上中國各省有

不同的方言，以致在十九世紀末，不同的聖經譯本如雨後春筍般湧現。1890 年在上海

舉行傳教士大會，各宗派機構決定以「和衷合作」的精神，共同翻譯和出版一個聯合

譯本，稱為《和合本》（Union Version）。在英、美和蘇格蘭三家聖經公會等全力支持

下，經過近 30 年的努力，完成翻譯工作。《和合本》於 1919 年正式面世，成為中國

教會史上最重要的聖經譯本。

回望這段歷史，以及《和合本》聖經這些年來對華人教會的祝福，我們實在感恩不已！所以趁

着《和合本》出版百周年，便由去年開始籌備出版一本紀念文集，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榮幸

得到周永健牧師、楊詠嫦博士、李志剛牧師、麥金華博士、蘇以葆主教等擔任委員，並致函      

邀請世界各地華人聖經學者撰文，從中文聖經的歷史、聖經的翻譯、引伸的事工，以及《和合

本》的傳承等四個角度，闡述《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

今天，文集的稿件已齊，並進入編輯階段，期望九月付梓，十月出版。當中收錄的專文，作者

除了遍及中港台，還有馬來西亞、澳洲、法國、德國、蘇格蘭、美國……可謂群英薈萃，精彩

文章共冶一爐！

這本珍貴的紀念文集在出版後，將會致送予眾華人教會、神學院和圖書館，為上帝的恩典留下

一個記號！如你也想獲得一本，請與本會事工部聯絡（電話：2368 5147）。

今年復活節，華英中學的團契前來參觀        

我們的展覽室，當中有一半學生不是基督

徒，只是慕道者。他們對聖經的翻譯工作

感到十分興奮，發覺中文聖經的翻譯，原

來與中國歷史的變遷有莫大關連；聖經翻

譯的嚴謹程度，比任何一本書高出十倍以

上，每一位從事聖經翻譯的，都是最優秀

的翻譯人才，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上帝的

話語，絕不能出錯！

到了 5 月，信義宗神學院的黃

教授與一班神學生到來參觀展

覽室。他們看見每一本聖經珍

品，無不驚歎和感恩：沒有先

賢付出的心血，那有我們今天

手上的聖經！最後，我們互相

勉勵：普世的禾場很大，但我

們的資源有限，更需要互相配

合，和衷合作，才能把上帝的

真道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我們也應邀到不同的中、小學分享聖經事

工。禮賢學校的小學部 5 月舉辦聖經聯合

講座，我們的特約講員區寶儀傳道帶領一

班小學生從他們的小眼睛看聖經：你怎知

道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呢？究竟聖經從何而

來？是由天上降下來嗎？第一本聖經是用

中文寫的嗎？區傳道還帶領小學生抄寫希

伯來文聖經，他們一面認真地抄寫，一面

不斷地說：很有趣啊！

恩典的記號

「有病的，我必醫治」：
記基督教醫療事工



時光倒流一百年

《和合本》聖經已歷時一百年。今天或許有人說：聖經已不合時宜，內容太守舊了！究竟是上帝的

話語趕不上時代？還是人的自我膨脹得太快？ 

為配合《和合本》一百周年的慶祝活動，我們把珍藏的古董聖經及聖經公會歷史文獻重新整理，      

重塑兩百年來中文聖經翻譯、出版及傳播歷史。期望這個聖道之旅能帶給學生、老師、信徒甚至非

信徒一次另類體驗，認識聖經不只是一本實體書，更是一本充滿生命力的書——帶給人不一樣的生

命！上帝每一天都呼召人領受這新生命，更等待人把衪的話語實行出來。

以西結書 34 章 16 節說：「失喪的，我必尋找；
被逐的，我必領回；受傷的，我必包紮；
有病的，我必醫治……」

馬太福音 9 章 35 節記載：「耶穌走遍各城各       
鄉，在他們的會堂裏教導人，宣講天國的
福音，又醫治各樣的病症。」

在中文聖經《和合本》面世後的百年間，不少基督徒

醫護人員秉承聖經的教導，努力在自己的專業範疇       

裏療傷治病。上世紀五十年代戰後，大量難民湧至香

港，人口問題深化了社會矛盾，亦為香港的醫療制度

增添壓力。基督教對此作出積極回應，今天的基督教

靈實醫院和聯合醫院，便是在這個背景下成立的。

靈實醫院

五十年代初，不少難民住在調景嶺難民營內，有傳教

士及教會人士目睹這些難民生活艱苦無助，便在那裏

開展救濟工作，並向難民傳揚福音。1953 年，調景嶺

基督教醫務所（Rennie’s Hill Church Clinic）成立，

就是為了回應他們的醫療需要。

1954 年 8 月，颱風「艾黛」襲港，摧毀了調景嶺基督

教醫務所臨海的整棟肺病房，以及剛啟用不久的新診

所。於是決定興建一所肺病療養院，於 1955 年 3 月動

土，同年 10 月 22 日舉行奉獻禮，命名「靈實」，取

自聖經加拉太書 5 章 22 至 23 節：「聖靈的果子就
是仁愛、喜樂、和平、忍耐、恩慈、良善、

信實、溫柔、節制。這樣的事沒有律法禁
止。」直至現在，靈實醫院裏的病房仍是沿用這些    

「聖靈的果實」作為名稱。

1957 年 10 月，「調景嶺基督教醫務所委辦會」易名

為「將軍澳醫援會」，提出「全人醫治」的概念，兼

顧病人身、心、智、社交及靈性的多方面需要。七十

年代後，「醫援會」的服務走向多元化，並提出「社

區健康」的理念。1990 年，「醫援會」易名為「基督

教靈實協會」，並於 1991 年加入醫院管理局。

基督教聯合醫院

除了靈實醫院外，當時香港教會領袖有感於社會醫療

服務的需求，在 1958 年亦開始構思興建一所基督教

聯合醫院。1963 年，香港基督教協進會成立了基督教

聯合醫院委員會，專責跟進有關計劃。1968 年，香港

政府同意撥款，在觀塘區興建一所普通科醫院。除了

政府撥款外，教會人士亦積極參與籌募。

1973 年，基督教聯合醫院落成。其基本信念是「為社

區健康服務」及「一個沒有牆壁的醫院」。這反映該

院期望擺脫傳統醫院只注重醫病的形象，強調健康，

留意個人和社區的需求，提供適當的照料。

結語

今天，上述具有基督教背景的醫院經歷逾一世紀的時

代變遷，已完全納入政府公立醫院的管理架構內。此

外，浸會醫院、播道醫院、港安醫院等具基督教背景

的私家醫院，也肩負起香港醫療的重要一環。在不同

時代中，基督教醫院仍秉持「矜憫為懷」、「非以役

人、乃役於人」的基督精神，在提供醫療服務外，沒

有忽視病人的心靈需要，使病人也得着心靈的醫治。 

《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文集

上帝一直以來眷顧華人教會與信徒，尤其差派傳教士遠赴重洋，為中文聖經的翻譯獻

上寶貴的時間和心力。1807年，馬禮遜牧師（Robert Morrison）受任於倫敦傳道會，

奉派到中國工作，隨後展開中文聖經的翻譯。在英國聖經公會資助下，馬禮遜牧師於

1823 年完成《神天聖書》，在馬六甲印行，常被稱為第一本在中國翻譯的中文聖經。

隨着不同差會的傳教士紛紛來華，並按其宗派的神學立場翻譯聖經，加上中國各省有

不同的方言，以致在十九世紀末，不同的聖經譯本如雨後春筍般湧現。1890 年在上海

舉行傳教士大會，各宗派機構決定以「和衷合作」的精神，共同翻譯和出版一個聯合

譯本，稱為《和合本》（Union Version）。在英、美和蘇格蘭三家聖經公會等全力支持

下，經過近 30 年的努力，完成翻譯工作。《和合本》於 1919 年正式面世，成為中國

教會史上最重要的聖經譯本。

回望這段歷史，以及《和合本》聖經這些年來對華人教會的祝福，我們實在感恩不已！所以趁

着《和合本》出版百周年，便由去年開始籌備出版一本紀念文集，成立一個編輯委員會，榮幸

得到周永健牧師、楊詠嫦博士、李志剛牧師、麥金華博士、蘇以葆主教等擔任委員，並致函      

邀請世界各地華人聖經學者撰文，從中文聖經的歷史、聖經的翻譯、引伸的事工，以及《和合

本》的傳承等四個角度，闡述《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

今天，文集的稿件已齊，並進入編輯階段，期望九月付梓，十月出版。當中收錄的專文，作者

除了遍及中港台，還有馬來西亞、澳洲、法國、德國、蘇格蘭、美國……可謂群英薈萃，精彩

文章共冶一爐！

這本珍貴的紀念文集在出版後，將會致送予眾華人教會、神學院和圖書館，為上帝的恩典留下

一個記號！如你也想獲得一本，請與本會事工部聯絡（電話：2368 5147）。

今年復活節，華英中學的團契前來參觀        

我們的展覽室，當中有一半學生不是基督

徒，只是慕道者。他們對聖經的翻譯工作

感到十分興奮，發覺中文聖經的翻譯，原

來與中國歷史的變遷有莫大關連；聖經翻

譯的嚴謹程度，比任何一本書高出十倍以

上，每一位從事聖經翻譯的，都是最優秀

的翻譯人才，因為他們所從事的是上帝的

話語，絕不能出錯！

到了 5 月，信義宗神學院的黃

教授與一班神學生到來參觀展

覽室。他們看見每一本聖經珍

品，無不驚歎和感恩：沒有先

賢付出的心血，那有我們今天

手上的聖經！最後，我們互相

勉勵：普世的禾場很大，但我

們的資源有限，更需要互相配

合，和衷合作，才能把上帝的

真道傳遍世界每個角落。 

我們也應邀到不同的中、小學分享聖經事

工。禮賢學校的小學部 5 月舉辦聖經聯合

講座，我們的特約講員區寶儀傳道帶領一

班小學生從他們的小眼睛看聖經：你怎知

道聖經是上帝的話語呢？究竟聖經從何而

來？是由天上降下來嗎？第一本聖經是用

中文寫的嗎？區傳道還帶領小學生抄寫希

伯來文聖經，他們一面認真地抄寫，一面

不斷地說：很有趣啊！

恩典的記號

「有病的，我必醫治」：
記基督教醫療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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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請為《和合本》百周年
紀念的各項活動祈禱，
求主賜我們各人足夠的

智慧與力量去籌備，並讓
每一個參與的人都嘗到

主恩豐富。

請為我們今年在香港書展
的事工推展及攤位設計

祈禱，願我們所作的，能
吸引參觀的信徒和非信徒
對聖經有更深的認識。

請為我們正在進行編輯
的《和合本》百周年紀念
文集祈禱，求主看顧整個

流程，並使用這文集，賜福
給所有華人教會領袖、牧者
和神學生，明白《和合本》

聖經滿載上帝的深恩。 

請為香港社會祈禱，
求主的恩光照亮每一顆心，

驅走黑暗，活出信心、
愛心與盼望。

「各人要隨心所願，不要為難，不要勉強，因為上帝愛樂捐的人。」哥林多後書 9 : 7
奉獻 : 1. 支票抬頭「香港聖經公會」，郵寄本會地址：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號安年大廈 902 室

 2. 或直接存入本會匯豐銀行的賬戶 002-2-222863，請將收據傳真：2311 0167 / 電郵：info@hkbs.org.hk / 寄回本會 

 奉獻港幣 100 元或以上，憑本會收據可在港申請扣稅

踏入十一月，本會慶祝《和合本》百周年紀念的活動將

進入高峰。請記下 11 月 29 日和 30 日這兩個大日子，

我們安排了一連串活動，誠邀你出席，一同獻上感恩：

聖經是永生之道
約翰福音 6 章 68 節記載西門‧彼得問耶穌：「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們還跟從
誰呢？」這句話一直藏在我心底，是我心靈得力之源，更是我與眾同工推動聖經事工的

動力。為着人人認識那永生之道，我們願意不斷努力，即使困難重重，仍不計較得失，竭

力將上帝的話語傳揚開去。只要有人需要聖經，我們便樂意分發。

回想一百多年前，傳教士前仆後繼地遠赴重洋，來到中華大地，承擔中文聖經的翻譯工      

作，並為此付上不少代價。《和合本》聖經就是在這種奉獻和合一的精神下誕生，目的是

讓所有華人都有一本能共同讀得明白的聖經。

到了今時今日，電子聖經越來越普及，下載人次千千萬萬，傳播的速度比實體聖經快十倍

以上。可是，在日常生活裏，我們忙於電子社交媒體零碎的溝通，心靈被很多無關痛癢的

瑣事充斥着，以致聖經的真理彷彿被其他東西取代了，聖經的價值只流於眾多應用程式之

一。人與人之間少了包容，彼此的關係也越來越疏離。這與他們跟主耶穌的關係有關嗎？

耶穌第一個門徒安得烈怎麼認識耶穌呢？約翰福音 1 章 37 至 40 節記載：「兩個門徒聽
見他的話，就跟從了耶穌。耶穌轉過身來，看見他們跟着，就問他們說：
『你們要甚麼？』他們對他說：『拉比，你在哪裏住？』耶穌說：『你們
來看。』他們就去看他在哪裏住。這一天他們就跟他同住；那時大約是下
午四點鐘。聽了約翰的話而跟從耶穌的那兩個人，其中一個是西門‧彼得
的弟弟安得烈。」耶穌死後，教會遭受逼迫，安得烈仍勇敢地傳揚主道，因為他曾與

耶穌同住，與祂有深入的相交，真真正正認識祂！

今天，在電子聖經大行其道之際，讓我們從虛擬回歸到實體聖經。惟有在不受任何環境或

媒體影響下，專心研讀上帝的話語，並在靈裏與耶穌基督有真實的相交，且讓聖靈在我們

心裏動工，才能將領受的真道種在心中，按時候結果子。

在此鼓勵你給周圍的人送上一本聖經，並與他們一同研讀，而且一起在生活中實踐上帝的

話語。你願意嗎？

我們稍後將會在本會網頁（www.hkbs.org.hk）及臉書

（@hongkongbiblesociety）公佈更多詳情，請密切留意。

（查詢可致電 2368 5147 與我們聯絡。） 

《和合本》百周年學術講座

日期：11 月 29 日（星期五）

時間：下午 2 時至 5 時

地點：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 

講員：尤思德博士（Jost Oliver Zetzsche）

講題：《和合本》為何是教會歷史上重要的聖經譯本？

回應講員：洪放博士

講題：百年和合誌慶—回顧與前瞻

29
NOV

《和合本》百周年感恩祟拜

日期：11 月 30 日（星期六）

時間：上午 10 時半至中午 12 時

地點：基督教香港信義會真理堂

講員：周永健牧師

30
NOV

帶你漫遊中文聖經歷史、語言及文化之旅，體會上帝的話語照亮不同的世代！ 

預告我們今年在香港書展的安排：

 推出全球限量發行「手製真皮聖經」及全新 2020 大字日曆！

 再由繁囂 「會展」帶你深入「恬靜軒」（香港聖經公會總部），經歷「與聖道相遇」的時刻：

 跨越近兩個世紀的中文聖經翻譯、出版及傳播歷史，來一趟聖道之旅！

 展出 90 種外語聖經，令你大開眼界！

 觸動心靈的華人與聖道相遇的故事，與你逐一分享！

 追本溯源，重溫中文聖經的起源及向華人傳福音的使命！

誠邀你參加這旅程：

 你會感受不同時代的信徒，如何被聖經的真理觸動。

 你會認識一百年前《和合本》的誕生，如何用來作識字教育。

 你會明白一眾先賢為何在中文聖經翻譯事工上，投放畢生精力。

 你會從中文聖經翻譯的過程，對上帝的話語有深一層的領悟。

 你會體會聖經的價值不只是印行的數量，而是有多少人藉此認識耶穌，明白衪的

心意，並勇於跟隨祂！你已認識衪嗎？

 會員獨享八五折優惠 ; 即時登記為新會員，更獲得袖珍版日曆乙個。   

培靈會書攤（8 月 1-10 日）
推出 2020 月曆 及 年輕人喜愛的「迷彩」聖經系列！

特享八五折優惠。

讓我們與聖道相遇

1930 年代出版，The Bible in 
China by Marshall Broomhall

（內地會傳教士）的插圖。

此圖意思：人人可以透過聖經，

進入應許之城，領受豐盛生命。

Credits：英國聖經公會

攤  位

基督教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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