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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命百歲”許多時是一句祝福語。今天，隨着醫療技術的發展，人類的壽命

越來越長，活過百歲已不是新鮮事，可以健健康康地過百歲，更是一種福氣！

在香港，不少中小學都過百年歷史，這些學校見證了香港教育的變遷，在作育

英才方面，更是任重道遠。

香港也有不少百年的建築物都成為歷史古蹟，不僅是我們的文化遺產，更是我

們城市的地標。雖然許多這類的建築物已經過修葺，但種種的歷史價值與回憶

仍然保存下來。

為《和合本》聖經
百周年活動的籌備祈禱，盼望
一連串活動能喚起大眾傳承

昔日《和合本》聖經的精神。

為《和合本》聖經
在這一百年間改變了無數華人

的生命而感謝上帝。上帝
的話早在百年前祝福普世華

人群體，並讓我們了解“和衷
合作、唯一版本”的聖經

對整個教會的建立與福音的
廣傳是何等重要。感謝主，

賜下《和合本》聖經，讓我們
世世代代為傳承上帝的

真理而努力！

為《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繼續能夠傳承一百年前

《和合本》的精神祈禱，
祈願《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這個易讀易明的中文

聖經版本，更能為今天的
華人信徒帶來生命的亮光。

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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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一百年里，香港經歷了“三年零八個月”的

艱苦歲月，後來經濟起飛，成為“亞洲四小龍”之

一。在近數十年間，更面對大大小小的金融風暴，

有人因而傾家蕩產，有人家財萬貫……香港百多年

來的成長與發展，給我們留下了非常寶貴的集體回

憶。沒有前人的努力，必定沒有今天的香港！

這百年間還傳承了什麼？ 

100 年的《和合本》聖經，傳承了上帝的話：由我們的祖父輩，甚至曾祖父輩

開始閱讀的這一本中文聖經，至今仍是我們愛讀的同一本聖經！這一百年來，

上帝的話語無時無刻成為我們的指引、力量和安慰……甚至移居到世界每一個

角落的華人基督徒，都是同讀這一本聖經。在這一百年來，《和合本》聖經連

繫着億萬華人基督徒的心靈，改變了無數的生命。因着上帝的話語，不少華人

基督徒帶着使命去服侍各個群體，不論貧富、不論遠近，甚至進到戰火之地，

以生命去傳揚上帝的真理，並在人群中踐行上帝在聖經里的教導。

100 年的《和合本》聖經，今天對您又有何意義呢？盼望上帝的話語建立您和

我的生命，並代代相傳，叫後人因信聖經而得到寶貴的生命！ 

97歲姊妹天天讀聖經

李李賜娥醫生是本會的永久會員，甫進她的家，便見她精神奕奕的坐在大廳，

案前放着《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聖經。 

97 歲的李太每天都會研讀聖經，“自《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推出        

後，我便一直使用至今，每天都會翻閱，我覺得閱讀這本聖經，跟以往看的        

《和合本》，並沒有太多的不習慣。”李太更喜歡一邊讀聖經，一邊把一些很重

要或是自己心愛的經文劃上線，好讓自己能牢記上帝的話語。她不諱言最怕看

啟示錄，“如果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會向天父祈求，求天父賜我亮光，讓我

多明白祂的話語。”她孜孜不倦的精神，實在值得我們後輩學習。

李太除了自己鍾愛《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更將這本聖經推薦給其他

人，並購買了10 本送贈給親友，讓她摯愛的親友們都能領受這本聖經的好處。

究竟李太如何認識香港聖經公會？原來當年李太受美國一位朋友所託，要把一

筆奉獻轉交香港聖經公會，這間接便促成了李太與本會的淵源。李太更認識了

時任的總幹事及同工，並邀請她成為本會的會員。其後，李太積極參與本會的

聖經事工，不遺余力地推動人讀聖經，更協助籌組成立婦女團契，成為中堅       

分子，與其他婦女一同研讀上帝的話語。 

她樂意把多年來閱讀聖經的心得與年輕人分享：“我建議年輕人先從新約開始

讀，因為新約有一些聖經故事，這比較容易明白。除了新約，我也鼓勵年輕人

閱讀箴言，因為箴言蘊含很多處世為人的智慧話，年輕人更應讀詩篇，學習如

何讚美上帝，歌頌上帝。”

勤讀聖經，且能明白上帝的話語是好得無比的；因此盼望不論是年輕人、長者

們，都多讀聖經，好讓上帝的話語、上帝的心意、上帝的智慧、上帝的福氣，

透過我們讀經時對上帝話語開放的心，進入我們的生命中。謹祝李太身心健       

壯，天天讀聖經，天天蒙主恩！

開展日期：

2018 年 3 月 1 日
截止日期：

2018 年 6 月 29 日 

標語創作：

作品須圍繞《和合本》百年傳承作主題

作品字數不可多於二十個中文字

標誌設計：

作品須圍繞《和合本》百年傳承作主題

作品可選擇手繪或電腦軟件設計

設計圖須着上顏色，顏色種類不可多於四種

（包括黑及白色）

組別：

小學組 / 中學組 / 公眾人士參加

活動一：

《和合本》一百周年
活動預告

標語創作
及標誌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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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 1890 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會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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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及海外聖經公

會、美國聖經公會和蘇格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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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聖經於 1919 年正式面世，成為中國教會史上最重要的聖經譯本，百

年來造就了數千萬華人信徒，近至中國，遠至海外，在華人信徒家庭中代代相傳。

《和合本》聖經是近百年來唯一經典的中文譯本，當中有大家耳熟能詳的金句。《和合

本》聖經亦是一代一代流傳下來的經典，不少基督徒家庭仍保存着曾祖父母的《和合      

本》聖經。明年 2019 年正是《和合本》聖經出版一百周年紀念，我們將會存着什麼心

情去記念這盛事呢？

邀請您參與並支持一連串的《和合本》聖經百周年慶祝活動：

得獎作品將可能作為《和合本》百周年活動一切宣傳及活動的標語和標誌。

查詢電話 : 2368 5147

還有更精彩的活動，請留意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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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使我們聯合

去年12 月 18 至 20 日，本會董事會副主席暨署理總幹

事李正源先生首次代表本會造訪福建省基督教兩會，

與該會主席暨福建神學院院長岳清華牧師／博士等領     

導分享聖經事工，同時也拜會了當地的政府領導，彼

此有深入而全面的交流。

拜訪期間，我們的特邀講員、《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舊約審閱員暨顧問，以及香港中國神學研究      

院榮休院長周永健牧師／博士獲邀，在福建神學院以     

“撒母耳記研讀：合神心意的君王大衛”和“新約書

信研讀：腓立比書的主題”等課題，與一眾師生等分

享，更有牧者慕名遠道而來聽他講學。其後，不少參

加這些講座者紛紛表示深得造就，對於他們明白上帝

的話語，並且鼓勵教會信徒勤讀聖經都很有幫助。這

亦是本會一直以來推行聖經事工的目的。

多年以來，本會積極參與中國事工，尤其是在不同的

神學院分享聖經信息，並且向各省各地有需要的教會

免費分發聖經。所以，我們與福建省基督教兩會的交

流從不間斷，僅在 2017 年，我們的董事、同工已四次

踏足福建省基督教兩會和福建神學院所在地榕城，採

用《和合本修訂版（和合本 2010）》與神學院師生，

以及福建省基督教兩會的常委等作培訓分享。感謝       

主！這是祂為我們預備，讓我們能參與拓展祂的事工！

“惟有聖經”、“聖經使我們聯合”—— 這正是福建省

基督教兩會的領導與我們分享的心聲。在我們一起探

討如何更有效地推廣上帝的話語時，省兩會的領導建

議本會從牧養、神學、文化和社會實踐四個層面來       

配合。

對於前面的挑戰，本會實在任重道遠。我們將努力與

聯合聖經公會在世界各地的聖經公會，還有中國事工

部的同工協商，一起為滿足中國各地教會的需要而盡

上一分綿力。請為我們所需的資源和金錢禱告，求主

充充足足為我們預備。

可以修補嗎？

“修補”是指把破舊的東西修理或補綴，使它可以繼續用下去。但是在今時今日，好像不

太推廣“修補”這門工藝。在我們兒時，常常光顧補鞋師傅、修理鐘錶的師傅、修理電器

的師傅……到了今天，隨着科技發展，冷氣機壞了便換個新的，因為修理費用也不菲；皮

鞋破了便換一對新的，因為已不合潮流了；電子鐘錶壞了，更找不到師傅去修理！

物件不用修補，把舊的丟棄，便可以換個新的，這是現今市場推廣的理念。可是，舊的物

件蘊含了很多人與人之間的回憶，手上拿着一張舊相片、一本日記簿、一張 memo 紙，

昔日的人與事，以及種種情懷，立時湧進心里，縱使物件丟掉，記憶仍洗不了。既然記憶

洗不了，我們何不盡力去修補，修補的不單是物件，更是人與人的關係，在新的一年里，

重建昔日的友情與親情？

聖經以弗所書 2 章 13 至 18 節這樣說：

“從前你們是遠離上帝的人，如今卻在基督耶穌里，靠着他的血，已經
得以親近了。因為他自己是我們的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
隔絕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冤仇，廢掉那記在律法上的規條，
為要使兩方藉着自己造成一個新人，促成了和平；既在十字架上消滅了
冤仇，就藉這十字架使雙方歸為一體，與上帝和好，並且來傳和平的福
音給你們遠處的人，也傳和平給那些近處的人，因為我們雙方藉着他，
在同一位聖靈里得以進到父面前。”

近日，我們舉辦修補聖經工作坊。修補的不只是一本破舊的聖經，而是讓參加者從一針     

一線去修補聖經的那一刻里，體會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需要付出時間和心力去修補與       

維繫，因這實在得來不易，更要珍惜和保護。每當關係出現裂痕時，便需要雙倍的時間去

把它修補過來。套用在我們與耶穌基督的關係上，何嘗不是這樣呢？

我們盼望鼓勵信徒從修補聖經中，學習如何修補一段關係，更學習如何修補與主的關係。

耶穌被接升天前，在提比哩亞海邊三次問彼得：“你愛我嗎？”耶穌主動去修補彼得曾因

三次不認祂而與祂破裂了的關係。這句話也曾在您心里響起嗎？耶穌甘願為我們捨身十字

架上，使我們能與人與上帝和好。今天，您願意踏出一步，與您身邊的人和好，更與我們

的主和好嗎？

我願意，因為主耶穌已使我從罪里得釋放了！

“感謝主的恩典，讓我有機會參與評審的

工作，看見每一位參加者不但把經文寫在

紙上，更寫在心中。深願聖經的經文成為

他們每一天的鼓勵，而且他們每一天都感

受聖經話語的甜蜜和寶貴！”

第二屆聖經經文書法比賽 

我們也訪問了公開組冠軍蘇冠文先生：

問：蘇先生，您為什麼會參加這比賽呢？ 

答：這是我的大女兒鼓勵我參加的。她是一個虔誠的基督徒，也是一間中學的中

文科主任。有一天，她遞給我申請表，叫我報名參加。她說：“爸爸，您一向喜

歡寫書法，不如參加啦！”後來，突然收到得獎的通知，我真是喜出望外。為什

麼我喜歡寫書法？其實，香港現今已很少人用毛筆寫字了，仿彿漸漸遺忘這中國

文化，尤其是用書法來寫聖經，我是十分鼓勵的。眼見大部分人用毛筆抄寫佛教

的心經及觀音經，卻少用來演繹聖經的經文，所以我今次是刻意地寫好它！

問：蘇先生，您是一位基督徒嗎？ 

答：我還未成為一個基督徒，但我所有的家人已受洗歸主了。

問：蘇先生，當您選擇及書寫經文時，您有何體會呢？ 

答：我沒有特別偏好，只是考慮經文的字數及內容。今次書寫聖經的經文，與我

以往寫書法時有一種截然不同的感受。我以往大多數寫唐詩，感受詩中有畫，畫

中有詩；今次書寫經文時，感到當中存着不少深厚的哲理，加上要多番練習，每

次都有特別的感受與體會。

雖然蘇先生尚未成為基督徒，但上帝已將衪的話語藏在蘇先生的心里。對於蘇先

生筆下的經文，您又有何體會呢？

“今年可說是人才濟濟，每一屆都帶來驚

喜！參加者的書法造詣不單提高了，最令

人驚喜的，莫過於獲得眾多學校的參與。

不少同學未曾認識福音、未曾讀過聖經，

卻為了參加這次比賽而不斷練習，並且為

了選擇合適的經文，竟然第一次打開聖經

來閱讀。感謝主！”

“這次聖經書法比賽對青少年來說是一個鼓勵，因為

他們沒有很多機會去參加這類比賽，而透過書法去

表達聖經的道理，更是一個很好的途徑，讓他們明

白聖經，並以書法藝術去表達他們對經文的認識，

實在十分值得繼續在青少年群體中推廣。盼望未來

有更多學校與教會參加，期望下一屆可以看見更多

優秀的作品。”

“這次參賽者的水平很高，令我們一眾評

審都感到十分頭痛！其實勝負不太重要，

我們反而欣賞每一位參加者都是用心去    

寫，感受到他們是用心去演繹上帝的話     

語，如經上所說：‘你的話是我腳前的    

燈，是我路上的光。’”

盧龍光
牧師

簡祺標
牧師

劉澤光
教授

李正源
先生

1. 後排左至右：福建神學院

副院長林德來牧師、院長

岳清華牧師、香港聖經公

會董事會副主席暨署理總

幹事李正源先生、福建神

學院副院長蒿志強牧師                                                       

 前坐：周永健牧師

2. 本會致送講壇聖經予福建

神學院

3. 福建神學院眾師生聚精會

神地聽周永健牧師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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