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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總幹事

其他聖經產品八五折優惠

一年一度特別優惠，記得預留時間來逛一逛！ 

也可趁此預早購買明年的生日禮物、畢業禮物、

受洗禮物、結婚周年禮物！

我們舉辦的《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共收到了 991 份標語

創作及 328 份標誌設計的參賽作品。感謝大家熱烈支持及踴躍參與，大部分參

賽作品都是創意無限，水平相當高啊！

標誌設計比賽的得獎者及作品如下：

至於標語創作的得獎作品，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kbs.org.hk）。

令我們欣喜的，就是即使小學生幾句說話，或是簡單的圖畫，已表達了他們對聖

經的熱愛，既真摯又直接，讓我們感受到小小眼睛看聖經，原來是如此單純！

誠邀您出席我們於 10 月 20 日下午 2 時半，假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舉行的頒獎     

禮。當天除了邀請評審頒獎，還會公佈本會於明年舉行的一連串《和合本》百周

年紀念活動。

在 10 月 9 至 10 日，聯合
聖經公會在東亞和東南亞
十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

總幹事，在香港舉行一年
一度的會議。求主與眾人
同在，並賜下彼此關顧的
心，同心合意在主里承擔
聖經的出版與分發事工。

今年萬聖節，我們以中學
生為服事對象。求主使用
我們每頁印上不同金句，
免費分發予他們的金句
便條簿，鼓勵他們更多
認識上帝，並且遵行

上帝的教導，謹慎言行。

求主為我們預備所需的
人力物力，尤其是籌備

《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
動所需的經費。並求主

藉着這些活動，重燃信徒
對上帝話語的渴慕，

而且成為明燈，照亮這個
社會，更願意委身去
祝福在世界邊陲未聞

福音的人！

這多個月來，忙於籌備慶祝《和合本》百周年的各項活動，有幸接觸不同宗派的學者和領

袖，商討合作推動聖經事工的方案。在閒談間，我們不禁細說當年，也勾起一些回憶：

一百多年前，上帝呼召立志委身的傳教士，遠赴中國，為中文聖經的翻譯付上不少心血，

讓我們今天可以從聖經得到生命，更藉着聖經的餵養，生命得以成長！

過往數十年，上帝的靈感動眾華人牧者，立志把聖經的真理傳揚開去。不只在教會牧養群

羊，也抓着各個機會，在本地不同社群，甚至世界每個角落，將上帝的真道廣傳開去！

時至今天，我們傳揚聖道的使命更是迫不及待！每天從新聞報道或各個傳媒聽到世界各地

的消息，仿如聖經所預言的一樣：“你們也將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注意，
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必須發生，但這還不是終結。民要攻打民，國要    
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人要使你們陷
在患難里，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憎恨……”（馬太福音

24：6-9）這顯出主再來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然而，主耶穌接着給我們一個挑戰：“但堅忍到底的終必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終結才來到。”（13-14 節）這不正是主耶穌給我

們的大使命嗎？“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馬太福音 28：19-20）

聯合聖經公會一直以來聯繫遍佈世界 140 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正是為了達成這個大使     

命。今年 10 月 9 至 10 日，來自東亞和東南亞十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總幹事，聚首香港，

出席每年一度的會議，共同商議如何善用上帝的資源，在出版和分發聖經上彼此配搭，      

讓不同種族和語言的人，都能讀到上帝的話語。本會更於 10 月 8 日晚上，舉行聖經分發

交流會，邀請資源極之匱乏的越南、泰國、老撾、緬甸、蒙古、柬埔寨等聖經公會的總幹

事，分享當地教會和機構面對的挑戰，以及聖經出版和分發的情況，歡迎出席。

求主打開我們的眼睛，更開啟我們的心，看見世界各地對福音的渴求。更求昔日感動先賢

為我們翻譯中文聖經的聖靈，今天感動我們為那些從未獲得一本聖經的人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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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基督教聯合書展很快又到了！

今年香港聖經公會的主題是：“與您同行一百載，我是不變的！”

100 代表香港聖經公會的成立年期？不！

100 代表基督教聯合書展舉辦過的次數？不！

100 代表我們既愛讀又熟悉的中文聖經《和合本》的歲數？

不是今年，而是明年 2019 年……《和合本》已 100 歲了！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書展為您送上最新設計的產品：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

日期：2018 年 10 月 19日（星期五）至 26 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 12 時至晚上 9 時

另 10 月 27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 

如需大量訂購，請聯絡本會市場部：2368 5147

2019 年
聖經月曆及日曆

新約大字單行本
（一套 19 本）

加 $10 送聖經金句袋

送給摯友的真皮聖經，
並提供燙名服務：
獨一無二，蘊藏珍貴的情誼，
記念與主一起的寶貴時刻 !

和合本百周年
紀念 T-Shirt

以傳福音
為主題

聖 經 月 曆
Scripture Calendar

載滿
載百

以百周年
為主題

冠軍 亞軍 季軍

公
開
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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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偉洪
中國佈道會愛恩福音堂

Tse Sai Kit Kidd
基督徒信望愛堂大埔堂

陳嘉豐
中華基督教會禮賢會荃灣堂

蔡學天
聖言中學

鄭麗莊 區卓盈
旺角浸信會

何保瑜
北角循道學校

彭國憉
聖公會仁立小學

鄭洛蘊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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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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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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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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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百周年特稿 
翻譯一本聖經的過程是怎樣？要求又是怎樣？用了近三十年才完成翻譯的一本書，

在世上可謂寥寥可數！究竟全球最多華人閱讀的《和合本》聖經是怎樣譯成的？

 

《和合本》之新約希臘文底本

任何聖經翻譯計劃開展之際，首要解決的是底本之選用問題。《和合本》翻譯計劃亦不例外。就新約

而言，根據 1890 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及 1891 年舉行之深文理、淺文理及官話《和合本》譯者聯

合會議的決議，《和合本》譯者以《英國修訂譯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希臘文基礎文本為

原文底本。

《英國修訂譯本》是英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聖經的修訂本，其翻譯工作始於 1870 年，

新約於 1881 年出版，舊約則於 1885 年面世。在《英國修訂譯本》出版以前，基督新教聖經所有主

要的歐洲語言譯本，其新約皆以源於伊拉斯謨（Erasmus）的《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作

為原文底本。不過，《公認經文》乃根據一些晚期（即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紀）的希臘文抄本所編纂      

而成，而《英國修訂譯本》翻譯工作開始之前，已有不少更接近新約成書年代的抄本文獻出土，例如

在公元四世紀寫成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故此，《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放棄採

用《公認經文》作為底本。

《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當中，不乏享譽學界的經文鑑別學家，如韋斯科特（B. F. Westcott）及

霍特（F. J. A. Hort）這兩位現代新約經文鑑別學的奠基者。為了按照最接近原稿的新約希臘文文本

譯經，《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以前述之抄本文獻為佐證，並參考當世經文鑑別學界的研究成     

果，採用了大量異於《公認經文》的希臘文經文作為翻譯依據。1881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呈

現他們的經文鑑別決定之希臘文新約聖經版本，即筆者所指的《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

若以十九世紀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作為新約的原文底本，《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的質素絕

對是位居前列的。因此，在華傳教士決定以其為《和合本》之新約希臘文底本，實在合理。這項決定

也反映了他們希望《和合本》是一部建基於最新聖經研究成果之中文聖經。

不過，文首提及的傳教士大會和譯者會議也規定，若《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與《公認     

經文》有所差異時，《和合本》譯者可選擇按照後者去譯經。讀者也許會問，既然《英國修訂譯本》

希臘文基礎文本作為新約原文底本的質素高於《公認經文》，為何還要有此規定呢？

礙於篇幅，這問題或留待下次再談。

除了萬聖節的聖經分發事工之外，我們還趁着慶

祝《和合本》百周年紀念之際，製作一套向中小

學生推廣聖經的展板，在不同的學校巡迴展覽。

這些展板分為三組，各有不同的主題： 

展板從古至今，講述聖經之“最”：最久、最   

多、最長⋯⋯其中最妙的，就是聖經突破時空限

制，我們今天所遭遇的事情，也早在聖經中預告

了⋯⋯究竟聖經是一本怎樣的書？由數千年前，

講到今時今日⋯⋯還有永永遠遠的真理！  

每年十月又是嘩嘩啦啦的時候！還記得去年十月，我們出版了“Let’s do the Right Things!”小書

不到一星期，便分發了二萬本給小學生，讓他們每日都寫上“我今天要做什麼美好的事？”

今年，我們又有什麼新搞作？

去年以小學生為對象，今年就祝福中學生吧！

中學生要“最潮最型”的東西，所以，我們送上手機便條簿一本，主題是：萬聖節之“鬼話連篇”。

什麼是“鬼話連篇”？不是鬼故事，而是人人都愛說的謊話！

聖經有不少金句提醒我們謊話會帶來什麼後果。就讓我們以上帝的話語為武器，抵擋這些“鬼話”吧！

如果您也想要，歡迎向我們索取。更歡迎您奉獻支持這免費分發事工。

在“聖經在今天”這一組展板里，我們為每一個

年輕人送上適切的金句，共有四個主題： 

●  不再寂寞 — 上帝愛你

●  不再抱怨 — 追尋夢想

●  放下憂慮 — 不再恐懼

●  遵行主話 — 投資永恆

哪個主題最能幫助今天的年輕人呢？

歡迎您向所認識的學校推介。如欲更多了解展板

的內容，請與本會事工部聯絡：2368 5147。

麥金華

向年輕人傳福音

聖經
知多少

聖經
的傳播 

聖經
在今天

在黑龍江省的分享點滴

今年 7 月 3 至 6 日，本會應黑龍江省基督教兩會的邀

請，由李志剛牧師代表本會，在哈爾濱市橄欖山黑       

龍江省基督教神學院分享聖經事工。出席者有黑龍江

省神學院、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雞

西、雙鴨山、伊春、七台河、綏化、黑河等各地教牧

同工和教會領袖，合共 139 人。

 

由於聖經出版是教會重要的文字事工，李牧師從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聖經，談到 2010 年出版的《和合

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在開講之先，李牧師代表

本會致送每位教牧同工和教會領袖一本《和合本修訂

版（和合本 2010）》聖經，作為教會同工研經之用。

 

李牧師主講的內容，包括：絲綢之路的聖經帶、絲綢

之路的福音帶、絲綢之路上基督教在黑龍江的發展，以

及黑龍江基督教兩會在絲綢之路的福音傳承等。在分

享中，李牧師特別提到1833年已有基督教信義宗傳教

士郭士立牧師（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到東北派發傳教書籍，這是傳教士以文字事工在中國

內地傳教的開始。

 

時至 1866 年後，歐美教士多從海上絲綢之路來華，至

於中國聖經的翻譯，更可說是重要的文字事工，凡此

都是由西教士在不同時代，隨絲綢之路抵達中國各       

地，從事文字傳播福音的事工。

 

就以中文聖經《和合本》為例，早在一百多年前，都

是從絲綢之路而來的歐美教士進行的文字工作。再說

晚近《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何嘗不是絲

綢之路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上海、

南京等各地華人釋經家通力合作而成，採用中國當代

的用詞進行修訂，使文字適合當代中國人應用。而在

聖經文字中，同時反映當代中國優美的文學，因此多

讀聖經是為當今教牧同工學習文學的模式。從歷史所

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發展，與絲綢之路是有不可分的

關係。在講學中，李牧師更鼓勵教牧同工，在預備講

道之時，應養成寫講章的習慣，如能每次講道都撰寫

講章，對文字修養必然帶來莫大的裨益。



《和合本》百周年特稿 
翻譯一本聖經的過程是怎樣？要求又是怎樣？用了近三十年才完成翻譯的一本書，

在世上可謂寥寥可數！究竟全球最多華人閱讀的《和合本》聖經是怎樣譯成的？

 

《和合本》之新約希臘文底本

任何聖經翻譯計劃開展之際，首要解決的是底本之選用問題。《和合本》翻譯計劃亦不例外。就新約

而言，根據 1890 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及 1891 年舉行之深文理、淺文理及官話《和合本》譯者聯

合會議的決議，《和合本》譯者以《英國修訂譯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希臘文基礎文本為

原文底本。

《英國修訂譯本》是英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聖經的修訂本，其翻譯工作始於 1870 年，

新約於 1881 年出版，舊約則於 1885 年面世。在《英國修訂譯本》出版以前，基督新教聖經所有主

要的歐洲語言譯本，其新約皆以源於伊拉斯謨（Erasmus）的《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作

為原文底本。不過，《公認經文》乃根據一些晚期（即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紀）的希臘文抄本所編纂      

而成，而《英國修訂譯本》翻譯工作開始之前，已有不少更接近新約成書年代的抄本文獻出土，例如

在公元四世紀寫成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故此，《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放棄採

用《公認經文》作為底本。

《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當中，不乏享譽學界的經文鑑別學家，如韋斯科特（B. F. Westcott）及

霍特（F. J. A. Hort）這兩位現代新約經文鑑別學的奠基者。為了按照最接近原稿的新約希臘文文本

譯經，《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以前述之抄本文獻為佐證，並參考當世經文鑑別學界的研究成     

果，採用了大量異於《公認經文》的希臘文經文作為翻譯依據。1881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呈

現他們的經文鑑別決定之希臘文新約聖經版本，即筆者所指的《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

若以十九世紀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作為新約的原文底本，《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的質素絕

對是位居前列的。因此，在華傳教士決定以其為《和合本》之新約希臘文底本，實在合理。這項決定

也反映了他們希望《和合本》是一部建基於最新聖經研究成果之中文聖經。

不過，文首提及的傳教士大會和譯者會議也規定，若《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與《公認     

經文》有所差異時，《和合本》譯者可選擇按照後者去譯經。讀者也許會問，既然《英國修訂譯本》

希臘文基礎文本作為新約原文底本的質素高於《公認經文》，為何還要有此規定呢？

礙於篇幅，這問題或留待下次再談。

除了萬聖節的聖經分發事工之外，我們還趁着慶

祝《和合本》百周年紀念之際，製作一套向中小

學生推廣聖經的展板，在不同的學校巡迴展覽。

這些展板分為三組，各有不同的主題： 

展板從古至今，講述聖經之“最”：最久、最   

多、最長⋯⋯其中最妙的，就是聖經突破時空限

制，我們今天所遭遇的事情，也早在聖經中預告

了⋯⋯究竟聖經是一本怎樣的書？由數千年前，

講到今時今日⋯⋯還有永永遠遠的真理！  

每年十月又是嘩嘩啦啦的時候！還記得去年十月，我們出版了“Let’s do the Right Things!”小書

不到一星期，便分發了二萬本給小學生，讓他們每日都寫上“我今天要做什麼美好的事？”

今年，我們又有什麼新搞作？

去年以小學生為對象，今年就祝福中學生吧！

中學生要“最潮最型”的東西，所以，我們送上手機便條簿一本，主題是：萬聖節之“鬼話連篇”。

什麼是“鬼話連篇”？不是鬼故事，而是人人都愛說的謊話！

聖經有不少金句提醒我們謊話會帶來什麼後果。就讓我們以上帝的話語為武器，抵擋這些“鬼話”吧！

如果您也想要，歡迎向我們索取。更歡迎您奉獻支持這免費分發事工。

在“聖經在今天”這一組展板里，我們為每一個

年輕人送上適切的金句，共有四個主題： 

●  不再寂寞 — 上帝愛你

●  不再抱怨 — 追尋夢想

●  放下憂慮 — 不再恐懼

●  遵行主話 — 投資永恆

哪個主題最能幫助今天的年輕人呢？

歡迎您向所認識的學校推介。如欲更多了解展板

的內容，請與本會事工部聯絡：2368 5147。

麥金華

向年輕人傳福音

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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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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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龍江省的分享點滴

今年 7 月 3 至 6 日，本會應黑龍江省基督教兩會的邀

請，由李志剛牧師代表本會，在哈爾濱市橄欖山黑       

龍江省基督教神學院分享聖經事工。出席者有黑龍江

省神學院、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雞

西、雙鴨山、伊春、七台河、綏化、黑河等各地教牧

同工和教會領袖，合共 139 人。

 

由於聖經出版是教會重要的文字事工，李牧師從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聖經，談到 2010 年出版的《和合

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在開講之先，李牧師代表

本會致送每位教牧同工和教會領袖一本《和合本修訂

版（和合本 2010）》聖經，作為教會同工研經之用。

 

李牧師主講的內容，包括：絲綢之路的聖經帶、絲綢

之路的福音帶、絲綢之路上基督教在黑龍江的發展，以

及黑龍江基督教兩會在絲綢之路的福音傳承等。在分

享中，李牧師特別提到1833年已有基督教信義宗傳教

士郭士立牧師（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到東北派發傳教書籍，這是傳教士以文字事工在中國

內地傳教的開始。

 

時至 1866 年後，歐美教士多從海上絲綢之路來華，至

於中國聖經的翻譯，更可說是重要的文字事工，凡此

都是由西教士在不同時代，隨絲綢之路抵達中國各       

地，從事文字傳播福音的事工。

 

就以中文聖經《和合本》為例，早在一百多年前，都

是從絲綢之路而來的歐美教士進行的文字工作。再說

晚近《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何嘗不是絲

綢之路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上海、

南京等各地華人釋經家通力合作而成，採用中國當代

的用詞進行修訂，使文字適合當代中國人應用。而在

聖經文字中，同時反映當代中國優美的文學，因此多

讀聖經是為當今教牧同工學習文學的模式。從歷史所

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發展，與絲綢之路是有不可分的

關係。在講學中，李牧師更鼓勵教牧同工，在預備講

道之時，應養成寫講章的習慣，如能每次講道都撰寫

講章，對文字修養必然帶來莫大的裨益。



《和合本》百周年特稿 
翻譯一本聖經的過程是怎樣？要求又是怎樣？用了近三十年才完成翻譯的一本書，

在世上可謂寥寥可數！究竟全球最多華人閱讀的《和合本》聖經是怎樣譯成的？

 

《和合本》之新約希臘文底本

任何聖經翻譯計劃開展之際，首要解決的是底本之選用問題。《和合本》翻譯計劃亦不例外。就新約

而言，根據 1890 年上海在華傳教士大會及 1891 年舉行之深文理、淺文理及官話《和合本》譯者聯

合會議的決議，《和合本》譯者以《英國修訂譯本》（English Revised Version）希臘文基礎文本為

原文底本。

《英國修訂譯本》是英文《欽定本》（King James Version）聖經的修訂本，其翻譯工作始於 1870 年，

新約於 1881 年出版，舊約則於 1885 年面世。在《英國修訂譯本》出版以前，基督新教聖經所有主

要的歐洲語言譯本，其新約皆以源於伊拉斯謨（Erasmus）的《公認經文》（Textus Receptus）作

為原文底本。不過，《公認經文》乃根據一些晚期（即公元十二至十三世紀）的希臘文抄本所編纂      

而成，而《英國修訂譯本》翻譯工作開始之前，已有不少更接近新約成書年代的抄本文獻出土，例如

在公元四世紀寫成的《西乃抄本》（Codex Sinaiticus）。故此，《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放棄採

用《公認經文》作為底本。

《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當中，不乏享譽學界的經文鑑別學家，如韋斯科特（B. F. Westcott）及

霍特（F. J. A. Hort）這兩位現代新約經文鑑別學的奠基者。為了按照最接近原稿的新約希臘文文本

譯經，《英國修訂譯本》的新約譯者以前述之抄本文獻為佐證，並參考當世經文鑑別學界的研究成     

果，採用了大量異於《公認經文》的希臘文經文作為翻譯依據。1881 年，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呈

現他們的經文鑑別決定之希臘文新約聖經版本，即筆者所指的《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

若以十九世紀的學術標準來衡量，作為新約的原文底本，《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的質素絕

對是位居前列的。因此，在華傳教士決定以其為《和合本》之新約希臘文底本，實在合理。這項決定

也反映了他們希望《和合本》是一部建基於最新聖經研究成果之中文聖經。

不過，文首提及的傳教士大會和譯者會議也規定，若《英國修訂譯本》希臘文基礎文本與《公認     

經文》有所差異時，《和合本》譯者可選擇按照後者去譯經。讀者也許會問，既然《英國修訂譯本》

希臘文基礎文本作為新約原文底本的質素高於《公認經文》，為何還要有此規定呢？

礙於篇幅，這問題或留待下次再談。

除了萬聖節的聖經分發事工之外，我們還趁着慶

祝《和合本》百周年紀念之際，製作一套向中小

學生推廣聖經的展板，在不同的學校巡迴展覽。

這些展板分為三組，各有不同的主題： 

展板從古至今，講述聖經之“最”：最久、最   

多、最長⋯⋯其中最妙的，就是聖經突破時空限

制，我們今天所遭遇的事情，也早在聖經中預告

了⋯⋯究竟聖經是一本怎樣的書？由數千年前，

講到今時今日⋯⋯還有永永遠遠的真理！  

每年十月又是嘩嘩啦啦的時候！還記得去年十月，我們出版了“Let’s do the Right Things!”小書

不到一星期，便分發了二萬本給小學生，讓他們每日都寫上“我今天要做什麼美好的事？”

今年，我們又有什麼新搞作？

去年以小學生為對象，今年就祝福中學生吧！

中學生要“最潮最型”的東西，所以，我們送上手機便條簿一本，主題是：萬聖節之“鬼話連篇”。

什麼是“鬼話連篇”？不是鬼故事，而是人人都愛說的謊話！

聖經有不少金句提醒我們謊話會帶來什麼後果。就讓我們以上帝的話語為武器，抵擋這些“鬼話”吧！

如果您也想要，歡迎向我們索取。更歡迎您奉獻支持這免費分發事工。

在“聖經在今天”這一組展板里，我們為每一個

年輕人送上適切的金句，共有四個主題： 

●  不再寂寞 — 上帝愛你

●  不再抱怨 — 追尋夢想

●  放下憂慮 — 不再恐懼

●  遵行主話 — 投資永恆

哪個主題最能幫助今天的年輕人呢？

歡迎您向所認識的學校推介。如欲更多了解展板

的內容，請與本會事工部聯絡：2368 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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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黑龍江省的分享點滴

今年 7 月 3 至 6 日，本會應黑龍江省基督教兩會的邀

請，由李志剛牧師代表本會，在哈爾濱市橄欖山黑       

龍江省基督教神學院分享聖經事工。出席者有黑龍江

省神學院、哈爾濱、齊齊哈爾、牡丹江、佳木斯、雞

西、雙鴨山、伊春、七台河、綏化、黑河等各地教牧

同工和教會領袖，合共 139 人。

 

由於聖經出版是教會重要的文字事工，李牧師從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聖經，談到 2010 年出版的《和合

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在開講之先，李牧師代表

本會致送每位教牧同工和教會領袖一本《和合本修訂

版（和合本 2010）》聖經，作為教會同工研經之用。

 

李牧師主講的內容，包括：絲綢之路的聖經帶、絲綢

之路的福音帶、絲綢之路上基督教在黑龍江的發展，以

及黑龍江基督教兩會在絲綢之路的福音傳承等。在分

享中，李牧師特別提到1833年已有基督教信義宗傳教

士郭士立牧師（Rev.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到東北派發傳教書籍，這是傳教士以文字事工在中國

內地傳教的開始。

 

時至 1866 年後，歐美教士多從海上絲綢之路來華，至

於中國聖經的翻譯，更可說是重要的文字事工，凡此

都是由西教士在不同時代，隨絲綢之路抵達中國各       

地，從事文字傳播福音的事工。

 

就以中文聖經《和合本》為例，早在一百多年前，都

是從絲綢之路而來的歐美教士進行的文字工作。再說

晚近《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何嘗不是絲

綢之路上的新加坡、馬來西亞、香港、台灣、上海、

南京等各地華人釋經家通力合作而成，採用中國當代

的用詞進行修訂，使文字適合當代中國人應用。而在

聖經文字中，同時反映當代中國優美的文學，因此多

讀聖經是為當今教牧同工學習文學的模式。從歷史所

見基督教文字事工的發展，與絲綢之路是有不可分的

關係。在講學中，李牧師更鼓勵教牧同工，在預備講

道之時，應養成寫講章的習慣，如能每次講道都撰寫

講章，對文字修養必然帶來莫大的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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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其他聖經產品八五折優惠

一年一度特別優惠，記得預留時間來逛一逛！ 

也可趁此預早購買明年的生日禮物、畢業禮物、

受洗禮物、結婚周年禮物！

我們舉辦的《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共收到了 991 份標語

創作及 328 份標誌設計的參賽作品。感謝大家熱烈支持及踴躍參與，大部分參

賽作品都是創意無限，水平相當高啊！

標誌設計比賽的得獎者及作品如下：

至於標語創作的得獎作品，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kbs.org.hk）。

令我們欣喜的，就是即使小學生幾句說話，或是簡單的圖畫，已表達了他們對聖

經的熱愛，既真摯又直接，讓我們感受到小小眼睛看聖經，原來是如此單純！

誠邀您出席我們於 10 月 20 日下午 2 時半，假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舉行的頒獎     

禮。當天除了邀請評審頒獎，還會公佈本會於明年舉行的一連串《和合本》百周

年紀念活動。

在 10 月 9 至 10 日，聯合
聖經公會在東亞和東南亞
十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

總幹事，在香港舉行一年
一度的會議。求主與眾人
同在，並賜下彼此關顧的
心，同心合意在主里承擔
聖經的出版與分發事工。

今年萬聖節，我們以中學
生為服事對象。求主使用
我們每頁印上不同金句，
免費分發予他們的金句
便條簿，鼓勵他們更多
認識上帝，並且遵行

上帝的教導，謹慎言行。

求主為我們預備所需的
人力物力，尤其是籌備

《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
動所需的經費。並求主

藉着這些活動，重燃信徒
對上帝話語的渴慕，

而且成為明燈，照亮這個
社會，更願意委身去
祝福在世界邊陲未聞

福音的人！

這多個月來，忙於籌備慶祝《和合本》百周年的各項活動，有幸接觸不同宗派的學者和領

袖，商討合作推動聖經事工的方案。在閒談間，我們不禁細說當年，也勾起一些回憶：

一百多年前，上帝呼召立志委身的傳教士，遠赴中國，為中文聖經的翻譯付上不少心血，

讓我們今天可以從聖經得到生命，更藉着聖經的餵養，生命得以成長！

過往數十年，上帝的靈感動眾華人牧者，立志把聖經的真理傳揚開去。不只在教會牧養群

羊，也抓着各個機會，在本地不同社群，甚至世界每個角落，將上帝的真道廣傳開去！

時至今天，我們傳揚聖道的使命更是迫不及待！每天從新聞報道或各個傳媒聽到世界各地

的消息，仿如聖經所預言的一樣：“你們也將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注意，
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必須發生，但這還不是終結。民要攻打民，國要    
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人要使你們陷
在患難里，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憎恨……”（馬太福音

24：6-9）這顯出主再來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然而，主耶穌接着給我們一個挑戰：“但堅忍到底的終必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終結才來到。”（13-14 節）這不正是主耶穌給我

們的大使命嗎？“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馬太福音 28：19-20）

聯合聖經公會一直以來聯繫遍佈世界 140 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正是為了達成這個大使     

命。今年 10 月 9 至 10 日，來自東亞和東南亞十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總幹事，聚首香港，

出席每年一度的會議，共同商議如何善用上帝的資源，在出版和分發聖經上彼此配搭，      

讓不同種族和語言的人，都能讀到上帝的話語。本會更於 10 月 8 日晚上，舉行聖經分發

交流會，邀請資源極之匱乏的越南、泰國、老撾、緬甸、蒙古、柬埔寨等聖經公會的總幹

事，分享當地教會和機構面對的挑戰，以及聖經出版和分發的情況，歡迎出席。

求主打開我們的眼睛，更開啟我們的心，看見世界各地對福音的渴求。更求昔日感動先賢

為我們翻譯中文聖經的聖靈，今天感動我們為那些從未獲得一本聖經的人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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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基督教聯合書展很快又到了！

今年香港聖經公會的主題是：“與您同行一百載，我是不變的！”

100 代表香港聖經公會的成立年期？不！

100 代表基督教聯合書展舉辦過的次數？不！

100 代表我們既愛讀又熟悉的中文聖經《和合本》的歲數？

不是今年，而是明年 2019 年……《和合本》已 100 歲了！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書展為您送上最新設計的產品：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

日期：2018 年 10 月 19日（星期五）至 26 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 12 時至晚上 9 時

另 10 月 27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 

如需大量訂購，請聯絡本會市場部：2368 5147

2019 年
聖經月曆及日曆

新約大字單行本
（一套 19 本）

加 $10 送聖經金句袋

送給摯友的真皮聖經，
並提供燙名服務：
獨一無二，蘊藏珍貴的情誼，
記念與主一起的寶貴時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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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偉洪
中國佈道會愛恩福音堂

Tse Sai Kit Kidd
基督徒信望愛堂大埔堂

陳嘉豐
中華基督教會禮賢會荃灣堂

蔡學天
聖言中學

鄭麗莊 區卓盈
旺角浸信會

何保瑜
北角循道學校

彭國憉
聖公會仁立小學

鄭洛蘊
聖公會何澤芸小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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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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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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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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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其他聖經產品八五折優惠

一年一度特別優惠，記得預留時間來逛一逛！ 

也可趁此預早購買明年的生日禮物、畢業禮物、

受洗禮物、結婚周年禮物！

我們舉辦的《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共收到了 991 份標語

創作及 328 份標誌設計的參賽作品。感謝大家熱烈支持及踴躍參與，大部分參

賽作品都是創意無限，水平相當高啊！

標誌設計比賽的得獎者及作品如下：

至於標語創作的得獎作品，請瀏覽本會網頁（www.hkbs.org.hk）。

令我們欣喜的，就是即使小學生幾句說話，或是簡單的圖畫，已表達了他們對聖

經的熱愛，既真摯又直接，讓我們感受到小小眼睛看聖經，原來是如此單純！

誠邀您出席我們於 10 月 20 日下午 2 時半，假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舉行的頒獎     

禮。當天除了邀請評審頒獎，還會公佈本會於明年舉行的一連串《和合本》百周

年紀念活動。

在 10 月 9 至 10 日，聯合
聖經公會在東亞和東南亞
十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

總幹事，在香港舉行一年
一度的會議。求主與眾人
同在，並賜下彼此關顧的
心，同心合意在主里承擔
聖經的出版與分發事工。

今年萬聖節，我們以中學
生為服事對象。求主使用
我們每頁印上不同金句，
免費分發予他們的金句
便條簿，鼓勵他們更多
認識上帝，並且遵行

上帝的教導，謹慎言行。

求主為我們預備所需的
人力物力，尤其是籌備

《和合本》百周年紀念活
動所需的經費。並求主

藉着這些活動，重燃信徒
對上帝話語的渴慕，

而且成為明燈，照亮這個
社會，更願意委身去
祝福在世界邊陲未聞

福音的人！

這多個月來，忙於籌備慶祝《和合本》百周年的各項活動，有幸接觸不同宗派的學者和領

袖，商討合作推動聖經事工的方案。在閒談間，我們不禁細說當年，也勾起一些回憶：

一百多年前，上帝呼召立志委身的傳教士，遠赴中國，為中文聖經的翻譯付上不少心血，

讓我們今天可以從聖經得到生命，更藉着聖經的餵養，生命得以成長！

過往數十年，上帝的靈感動眾華人牧者，立志把聖經的真理傳揚開去。不只在教會牧養群

羊，也抓着各個機會，在本地不同社群，甚至世界每個角落，將上帝的真道廣傳開去！

時至今天，我們傳揚聖道的使命更是迫不及待！每天從新聞報道或各個傳媒聽到世界各地

的消息，仿如聖經所預言的一樣：“你們也將聽見打仗和打仗的風聲。注意，
不要驚慌！因為這些事必須發生，但這還不是終結。民要攻打民，國要    
攻打國，多處必有饑荒、地震。這都是災難的起頭。那時，人要使你們陷
在患難里，也要殺害你們；你們又要為我的名被萬民憎恨……”（馬太福音

24：6-9）這顯出主再來的日子越來越近了。

然而，主耶穌接着給我們一個挑戰：“但堅忍到底的終必得救。這天國的福音要
傳遍天下，對萬民作見證，然後終結才來到。”（13-14 節）這不正是主耶穌給我

們的大使命嗎？“你們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
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導他們遵守……”（馬太福音 28：19-20）

聯合聖經公會一直以來聯繫遍佈世界 140 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正是為了達成這個大使     

命。今年 10 月 9 至 10 日，來自東亞和東南亞十多個地區的聖經公會總幹事，聚首香港，

出席每年一度的會議，共同商議如何善用上帝的資源，在出版和分發聖經上彼此配搭，      

讓不同種族和語言的人，都能讀到上帝的話語。本會更於 10 月 8 日晚上，舉行聖經分發

交流會，邀請資源極之匱乏的越南、泰國、老撾、緬甸、蒙古、柬埔寨等聖經公會的總幹

事，分享當地教會和機構面對的挑戰，以及聖經出版和分發的情況，歡迎出席。

求主打開我們的眼睛，更開啟我們的心，看見世界各地對福音的渴求。更求昔日感動先賢

為我們翻譯中文聖經的聖靈，今天感動我們為那些從未獲得一本聖經的人出一分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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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一度的基督教聯合書展很快又到了！

今年香港聖經公會的主題是：“與您同行一百載，我是不變的！”

100 代表香港聖經公會的成立年期？不！

100 代表基督教聯合書展舉辦過的次數？不！

100 代表我們既愛讀又熟悉的中文聖經《和合本》的歲數？

不是今年，而是明年 2019 年……《和合本》已 100 歲了！

所以，我們在今年的書展為您送上最新設計的產品：

地點：尖沙咀街坊福利會禮堂（九龍彌敦道 136 號 A）

日期：2018 年 10 月 19日（星期五）至 26 日（星期五） 

時間：中午 12 時至晚上 9 時

另 10 月 27 日（星期六）中午 12 時至下午 6 時 

如需大量訂購，請聯絡本會市場部：2368 5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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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 $10 送聖經金句袋

送給摯友的真皮聖經，
並提供燙名服務：
獨一無二，蘊藏珍貴的情誼，
記念與主一起的寶貴時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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