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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月來，我們開始籌備慶祝《和合本》發行一百周年的活動，當中包括巡迴展覽、      

學術交流、出版文集，以及感恩聚會等一連串活動。我與同工拜訪不同宗派教會的領

袖，分享這百年的感恩盛事，並探討與教會的合作方案。在傾談之中，毋忘在一百年

前，上帝藉着《和合本》聖經的出版，賜福給華人，為貧窮困苦者帶來安慰與盼望。

香港聖經公會於1950 年成立的時候，正值社會最貧困的時期，教會起來廣派糧食，

讓吃不飽的人可以充飢，而且開放教會讓孤兒寡婦暫時棲身，以解燃眉之急。教會也

興辦學校，為學童提供以聖經真理為本的基督教教育。本會也向不同的難民，以及貧

苦大眾派發單行本或整部《和合本》聖經，讓上帝的話語滿足他們心靈的渴求。

今天，進入電子科技時代，社會面對的沖擊不只是生活貧窮的問題，更嚴重的是心靈

貧窮的境況。從兒童到青成年，大都被五花八門的電子產品充塞了心靈的空間，連     

三歲小孩也對平板電腦或手機愛不釋手。許多人更不自覺地墮入電子媒體的網羅裏，

輕忽了自己心靈的需要，更遑論去為真理而尋根究柢。

即使是信徒，也為求方便快捷，越來越捨棄實體聖經而轉向虛擬聖經，寧願用手機裏

的電子聖經去靈修，也不願意捧着一本印刷版聖經去靜心默想上帝的話語！有時候，

甚至在教會裏，信徒也少用實體聖經去主動追求並投入上帝的話語中。與耶穌昔日為

了拯救我們而付上的代價相比，我們今天追隨祂實在輕省和方便得多！

感謝上帝以祂的話語為寶貴，於一百年前藉着不少傳教士付上的代價，賜下《和合本》

聖經，改變了無數華人的生命。上帝的道種在這近百年間，透過教會、學校，以及我

們的長輩，一代一代傳承下來。昔日，我們的祖父母在艱難的歲月中，仍堅守真理，

榮耀上帝！今天，我們更需要讓聖經在這世代發光發熱。

祈盼本會與各教會和學校同心合意、團結合一，一起傳揚上帝的話語，並勉勵新一代

遵行聖經的教導，憑着信心與勇氣向不公不義的事情說「不」，學習耶穌基督的榜      

樣！在此邀請您參與我們正在籌備的《和合本》百周年感恩活動，一同感謝上帝的      

宏恩！更盼望您繼續支持聖經事工，以禱告和行動來回應這龐大的需要。

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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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輕 

年輕人創意無限，在網上很容易便找到他們不同的大作，有些愛為經典舊歌填

上新詞，有些愛把文言文加上「潮語」作裝飾，既富時代感又有趣味。如何吸

引他們參加我們舉辦的「《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呢？

我們嘗試接觸不同的中學，廣邀同學參加，希望他們可以藉此發揮創意，在這

時代令一本已歷時一百年的經典中文聖經更顯活力。另一方面，這也讓我們有

機會鼓勵年輕人翻開聖經讀一讀，細味箇中的至理名言。比賽詳情如下：

《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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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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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論您是年輕或年長，都期望您踴躍參與！人生有多少機會經歷百年盛事？     

不要錯過這個慶祝《和合本》百周年紀念的活動啊！ 

不管社會環境如何，願上
帝的話語堅立每一個人，
從一百年前至今，永不

改變！「草必枯乾，花
必凋謝，惟有我們上
帝的話永遠立定。」

（以賽亞書 40：8）

求主為我們開路，引導
我們與不同宗派的教會合
作，一同推動《和合本》
百周年感恩活動，藉此
鼓勵信徒渴慕上帝的

話語，並細閱這經典的
中文聖經，把寶貴的聖言

藏在心裏。

在不同的價值觀沖擊下，
求主幫助基督教學校

毋忘昔日建校的使命，
賜給校長和老師身心靈健
康，幫助他們向學生灌輸
耶穌基督的教導，鼓勵

學生在生活中實踐出來。
不管學生的成績如何，

他們每一個都是上帝所愛
的，讓孩童來到主跟前！ 

68 年不是一個短日子，對香港聖經公會來說，這更是一段滿載恩典的日子！在這多

年來，我們雖然經歷了不少風風雨雨、起起落落，但是蒙上帝引領，使用我們出版

的每一本聖經，幫助無數人走過人生每一段路。

近年縱使實實在在地經歷整個出版業的變遷，以及人們在生活壓力下越來越疏於        

對上帝話語的追求，但是我們仍深信上帝的話語要在這個世代發光發亮！即使面對

不同的挑戰與沖擊，我們每一次的祈求，上帝都沒有令我們失望，從 68 年前到如今

都是一樣，祂的應許永不改變！這份恩情激發我們繼續緊握祂的手，跟隨祂的腳蹤

行。您願意與我們一起向祂獻上感恩的祭嗎？

誠邀您出席我們的感恩崇拜，今次的主題為「奇妙的律法」。我們很榮幸獲得香港

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林崇智牧師答允擔任講員，與我們分享上帝的律法如何引領

我們在地上過得勝的生活，榮耀祂的名！誠如詩篇119 篇 18 節說：「求你開我的
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盼望您撥冗蒞臨，一同從聖經信息的分

享中，看見上帝的話語是何等奇妙！聚會詳情如下：

香港聖經公會 68 周年感恩崇拜暨聖經講座

日期：5 月 7 日（星期一）

時間：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地點：基督教尖沙咀潮人生命堂（九龍尖沙咀寶勒巷 25 號）

講員：林崇智牧師（香港循道衞理聯合教會會長）

講題：奇妙的律法

報名或查詢：請致電 2368 5147 與我們聯絡



每 年 的 大 齋 期 （ L e n t ） ， 即 是 由 聖 灰 日 （ A s h 

Wednesday）開始，直至復活節之前的那四十天，       

許多信徒都以自省、悔罪、禁食、禱告、奉獻，來記

念耶穌基督為我們所成就的救恩，體會祂的慈愛與      

犧牲，預備自己迎接復活節來臨。

在大齋期讀到的其中一篇文章，是關於路加福音第16

章所記載「財主和拉撒路」的比喻。當中談到兩種典

型的人：一種是十分富有的財主，天天奢華宴樂；另

一種是貧窮極了的拉撒路，他滿身生瘡，而且窮得要

在財主的門口，天天等候吃從他桌上掉下的零碎。後

來拉撒路死了，財主也死了，拉撒路被天使放在亞伯

拉罕的懷裏，財主卻落到陰間受苦。

財主懇求亞伯拉罕打發拉撒路用指頭尖蘸點水，涼涼

他的舌頭。第 25 節記載亞伯拉罕對財主說：「孩子
啊，你該回想你生前享過福，拉撒路也同     
樣受過苦，如今他在這裏得安慰，你卻受痛
苦。」當讀到這裏的時候，我們很容易有一種錯覺，

以為財主下到陰間，是因為他有錢，在世上享過福。

拉撒路能夠到天堂，是因為他在世上捱過窮。究竟兩

者的差別在哪裏，以致產生如此不同的結果？亞伯拉

罕既稱為「信心之父」，拉撒路能躺在他的懷中，是

因為拉撒路的信心嗎？

在財主與亞伯拉罕接下來的對話中，更道出了箇中原

委。財主想到他的家裏有五個兄弟，於是再求亞伯拉

罕打發拉撒路去警告他的兄弟，免致他們死後也來到

那痛苦的地方。但是亞伯拉罕說：「他們有摩西和
先知的話可以聽從……如果他們不聽從摩西
和先知的話，就是有人從死人中復活，他們
也不會信服的。」（29、31節）

在今天，「摩西和先知的話」無疑是我們手上的聖經。

可見天堂與地獄之間只懸於一線，那就是聽從上帝在

聖經中的話，悔改歸主——以信心接受耶穌基督為我

們的救主！

這不禁令人想起羅馬書10 章17 節說：「可見，信道
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

以賽亞書 52 章 7 節也說：「在山上報佳音，傳平
安，報好信息，傳揚救恩，那人的腳蹤何等
佳美啊！」願我們都努力傳揚聖經，因為當中有佳

音，有平安，更有永生！

爺爺的聖經 

與爺爺相處的時間不多，大概只有兩三年，因為爺爺在大約三年前才由中國內地來到香港，與我們同       

住。他講的是客家話，我講的是廣東話；他不識字，只認得少量的簡體字，而我懂得的是繁體字，所以

我們可謂「牛頭不對馬嘴」。在日常生活中，我們沒有共同的話題，只是當他偶然評論一下媽媽煮的飯

菜淡而無味的時候，我會點頭認同。後來，爺爺更主動提出幫媽媽烹調各樣食物，他自此就成了我們家

中的大廚。爺爺除了廚藝了得，最令我感到奇怪的，便是他在煮飯的時候會背誦聖經的詩篇！正是這個

原因，我和爺爺成了好朋友。

在上世紀早期的中國，不是人人都有一本聖經。人們都很渴望擁有一本，若是沒有，就只好牢牢地把聖

經的經文記在心裏，而最容易背誦的就是詩篇。在鄉間的爺爺由於家境貧窮，每次有足夠的米飯，一家

人便背誦起詩篇來，感謝上帝的恩典。近幾十年間，中國因經濟起飛才富裕起來。爺爺常對我說：「你

的爸爸可以來港讀書，實在是上帝的恩典。」而我可以在一間基督教學校上課，更是好得無比！

就是這樣，我與爺爺越來越多共同的話題。我教爺爺唱了幾首由詩篇寫成的詩歌，爺爺卻教我用客家話

背誦詩篇 1 篇 1 節，這還使我在學校的才藝表演中獲獎呢！想不到聖經拉近了我與爺爺的關係！ 

與爺爺相處了一段日子後，有一天，他突然心臟病發而離開這個世界，沒有留下片言隻字，只有我送給

他的一本聖經。當我打開那本聖經一看時，只見在第一頁畫了一個個的心，那就是一家人的心……

啊，爺爺，我忘記你原來是不識字的，更加看不懂繁體字！對不起，我未能教你認字，讓你讀懂聖經，

你便離開了。現在留下的只有回憶……

古中文聖經數碼化：保存先賢心血成果

這可能是史上最龐大的基督教文獻數碼化工程之一！我們與聯合聖經公會數碼聖經圖書庫（Digital Bible 

Library）合作，邀請聯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黃錫木博士擔此重任。

甚麼是古中文聖經數碼化？

「古中文聖經數碼化」就是使 1950 年代之前面世的完整或近乎完整的中文聖經或新約全書復活過來，把它

們逐字輸入，全文數碼化，提供搜尋及各項編輯功能，供公眾使用。但這項目並不包括如潮州話、福建話等

南方方言的聖經，只集中處理文言文和白話文聖經。

當中涉及多少個譯本？將會歷時多久？ 

這項工程涉及 34 個中文聖經譯本，要歷時五年（2014-2019 年），分三個階段才可以完成。

第一階段（ 6 個譯本，共 380 萬字）

第二階段（17 個譯本，共 980 萬字）

第三階段（11 個譯本，約 600 萬字）

為何只限於 1950 年代之前面世的中文聖經？

這是因為版權問題，按《中華人民共和國知識產權法》規定，一般來說，出版物的版權在作者離世或者首次

出版 50 年後便過期。除了蕭鐵笛（Theodore Hsiao，1959 年）和鄭壽麟、陸亨理（H. Ruck-Zheng Shou-

lin，1958年）的新約譯本之外，我們的數碼化項目包含的所有譯本，都是在1950 年以前出版的。

這項工程對後世有何貢獻？ 

這是一項聖經資源保育的工程，只有把經文數碼化，才能夠讓先賢的心血結晶永遠保存下來，供後人永遠可

以享用。

當中涉及的 34 個譯本，都是近三、四百年來，幾十位聖經譯者在中國內地獻上他們生命中的黃金歲月，        

耗盡腦力和心力而結出的成果，為要讓華人能認識上帝的話語。這個工程不只是要讓他們一生的傑作復活     

過來，也是要向這些聖經譯者致敬，記念他們為着所服侍的群體付出的心血。昔日，他們為了傳揚上帝的話

語，連性命也不顧；今天，我們豈能顧惜所付出的人力和金錢，不去好好珍惜和傳承他們的心血結晶呢？

盼望這個工程能透過今時今日各種數碼媒體，為未來從事中文聖經翻譯工作提供一個不可或缺的參考資料       

庫，再次為普世華人信徒作出獨特的貢獻。

（本文資料提供：黃錫木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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