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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
標誌設計比賽已經截止 ! 
我們收到很多作品，其中最令人驚喜的是聖公會仁立小學所提交的標語創作及

標誌設計，雖是小學生的作品，但每份作品都充分顯出參加者的用心和創意，

實在難得 ! 盼望藉這次標語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能夠把《和合本》的歷史與精

神帶進校園裏。

中文聖經巡迴展覽正在籌備中… 
近百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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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認識真理、得着指引和安慰。所以，在籌備一連串的《和合本》聖經百周

年紀念活動時，我們很希望把這本聖經傳承下去，讓新一代也有上帝的話語陪

伴他們成長，引導他們走這人生路。 

 

我們計劃製作一系列的展板，鼓勵學校或堂會在宗教週、早會或主日舉行講座

及「中文聖經展覽」。與此同時，我們邀請學者及牧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講

述中文聖經的翻譯歷史，以及《和合本》聖經的由來，讓大家認識《和合本》

聖經，藉此鼓勵大家翻開聖經一讀，珍惜上帝寶貴的話語，並把當中的教導存

在心裏。

求主引領《和合本》百周
年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

並感動弟兄姊妹奉獻
支持這百年盛事，在各項
慶祝活動中，更加體會
上帝對華人的愛顧！

求主保守香港教會能夠
團結合一，就如百多年前
《和合本》聖經在「和衷
合作」的精神下才得以

完成。
 

在世界各地，人口老化
問題日益嚴重。不少長者
因面對心理或疾病問題

而選擇輕生。求主賜予智
慧，讓我們懂得服侍有
需要的長者，並向他們
傳福音，讓他們認識
耶穌基督，在困難中
找到安慰與盼望。

開放時間：

7 月 18-19 日（星期三至四）：上午10 時至晚上10 時

7 月 20-21 日（星期五至六）：上午10 時至晚上11 時

7 月 22-23 日（星期日至一）：上午10 時至晚上10 時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聖經產品全場八五折，另有多款獨一無二的真皮聖經

供選購，並提供燙名服務。

記得抽空親臨本會攤位。有您同行，是最好的祝福！ 

您手上可有爺爺、嫲嫲傳下來的聖經？

一本雖然表面已破破舊舊的皮面聖經，裏面卻寫滿了很多寶貴的讀經心得！ 

這可能是長輩留下來的，或是您多年來從上帝領受的心血成果！ 

您對這本聖經珍而重之，更想把它流傳下去，成為全家之寶嗎？

但它破舊的外觀怎樣來個「大翻新」，令人人看見都愛不釋手？ 

我們定期舉辦「修復聖經體驗工作坊」，分為初階班及進階班，由資深的

專業導師教授，每班最多 6 人一同上課。

初階班學費原價 HK$800，在書展報名，可獲九折優惠，即 HK$720（學費

已包含材料費及真皮聖經乙本）。

歡迎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包堂，共聚手作之樂！

查詢電話：2368 5147

今年，我們的主題是：「與您同行一百載，我是不變的！」

除了讓您認識我們的大家庭——聯合聖經公會，還與您一起為《和合本》百周年紀念而感恩！

最令您驚喜的，是在不同的時段，我們有資深的師傅即場示範製作真皮聖經！

香
港
書
展

快
到
啦
！ 

香港聖經公會攤位位置：3GC07
日期：7 月 18-24 日（星期三至星期二）

地點：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修復聖經體驗工作坊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聖經，是第一本以「和衷合作」精神為共同翻譯及出版理念的

聖經。隨着「五四運動」令白話文普及，上帝預備了《和合本》聖經，讓中國不同地區的

教會，從知識分子到平民百姓，都讀得明白同一本聖經。近一百年來，不管是以廣東話、

上海話、潮州話為地方語言的教會，都一同建基於這本聖經之上，上帝的話語因此更加廣

泛地傳揚開去。

上帝喜悅教會團結合一。感謝主！《和合本》聖經至今仍是華人教會和信徒最愛的一個聖

經版本，當中許多經典金句，都從教會先賢，以及家中長輩一代一代流傳下來，至今仍存

在我們心裏，甚至朗朗上口，歷久常新！

今天，在高舉個人主義，四周充滿互相猜疑、關係破裂的環境裏，《和合本》的「和衷合作」

精神正是我們要再思和實踐的。保羅在羅馬書 12 章 3 至 5 節說：「我憑着所賜我的恩
對你們每一位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
衡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有一
樣的用處。這樣，我們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互相聯絡作肢體。」

在這段經文中，保羅苦口婆心地勸導我們要謙卑下來，承認我們都各有弱點，也各有恩賜，

需要與人同工和合作，彼此建立，互相造就；就如我們身體的每一個肢體都各有功能與        

強弱，不可單獨運作，需要配合起來，才能夠發揮最大的功效。可是，我們身處的職場、

家庭、朋輩，甚至教會，似乎越來越缺乏這種情操與心懷。近年精英教育令人趨之若鶩，

由此養成的「精英心態」，許多時使我們不自覺地漸漸失去謙虛自省的心。加上在每日的

生活壓力下，使各人不僅單顧自己的事，更爭取每一個機會去表現自己，甚至抬高自己。

昔日《和合本》聖經得以翻譯而成，除了感激上帝的深恩厚愛，感動先賢付上多年心血，

也感謝他們放下個人成見與利益，發揮「和衷合作」精神，以天國的事工為優先。這正是

我們今天所失去，而最需要尋回的！

在我們籌備慶祝《和合本》發行百周年之際，願這份精神激勵我們，同心合意地為上帝的

國多走一步！更願教會和信徒團結合一，使上帝的話語在這時代照得更光更亮！ 



《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

中文聖經《和合本》是中國新教教會在歷史上最宏大的貢獻之一，這項計劃始自 1890 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

會上，各宗派機構決定共同修訂和出版一部聯合譯本，包括深文言、淺文言和官話的版本。到了 1907 年，傳教

士會議決定合併深文言及淺文言譯本，只出版文言和官話版本。最後，《和合本》的文言版本與官話版本同時

於 1919 年出版。隨着《和合本》官話版本受到普遍認可，現今一般通稱的《和合本》，基本上是指官話（後來

稱「國語」）譯本。

《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極多，以下只就數點討論，略述一二：

1. 讓中國教會讀同一部聖經

從馬禮遜來華後刊印的第一部中文聖經單行本（1810 年）開始，傳教士和中國信徒不斷參與中文聖經的翻譯和

出版工作，前後也有地區性的聯合譯本。誠然，不同的聖經譯本各有優點，但隨着文言、淺文言、官話和各地

方言的聖經越來越多之際，並且教會不斷增長，這逐漸成為一個嚴重問題。到了十九世紀末，極之需要一個可

供中國教會共同使用的聯合譯本。

2. 讓中文語言的發展得到協助

《和合本》最初計劃有三個版本，包括深文言、淺文言和官話的版本。文言和官話都是已經存在的語體，而淺文

言卻是傳教士嘗試把文言淺白化。最終，《和合本》只有文言和官話版本。但由於清廷在 1905 年廢除科舉，讓

文言的使用大幅下降，使類似官話的白話文成為通行語言。《和合本》於 1919 年出版，正值「五四運動」引起

的語言革命，而這部中文聖經譯本，正是當時使用官話而流通最廣的書籍。

3. 讓中文聖經的翻譯合乎最新的聖經研究成果

《和合本》於十九世紀末進行翻譯，正是西方聖經研究隨着考古和語言成果而躍進的時代。當時主持《和合本》

翻譯工作的聖經公會，設定了規範，容許譯經者參考最新而被認可的觀點，尤其是在經文鑑別的問題上。如       

此，《和合本》便與當時世界最新的聖經研究成果接軌。近年《和合本》的修訂工作，正合乎昔日譯經者的期

望，讓這部聖經能反映最新的聖經研究。

4. 讓中國教會建基於聖經上

昔日傳教士深深明白，他們在中國的使命是短暫的，長遠來說，要由中國信徒承接福音的一棒。然而，如何建

立中國信徒呢？惟有建基於聖經上，讓信徒明白上帝的話語，並且努力遵行，才是教會的根基。中國教會後來

經歷許多艱難，但在上帝的話語上站立得穩，《和合本》有一定的貢獻。

5. 讓聖經向世界說話

《和合本》（Union Version）一詞在中文和英文的含義，強調聖經的「合一和通用」，作為教會共同的見證，向

世界宣告真理。眾人都知道教會的標準來自這部聖經，故此在河南找到的《和合本》，對於在廣東的信徒也是

同一的規範。如此理解，就讓《和合本》成為教會向世界的同一見證，而這正是《和合本》昔日的使命，讓我

們今天傳承下去。

2019 聖經月曆——和合百載‧主恩滿載

2019 年是《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周年。在這百年間，華人教會不但藉着這本聖經得以茁壯成長，信徒更在

這道驚濤駭浪的歷史長河中，找到安慰與盼望。從漫天烽火走到和平安定，從各國分裂走到互相合作，從恐懼

憂傷走到重新振作……每一段歷史、每一個腳步，都可以緊緊抓着上帝在祂的話語中給我們的真理、應許、鼓

勵和安慰，使我們能在時代洪流中勇敢地為祂作見證！

 

我們最新出版的 2019 聖經月曆，就是與您一起從上帝的話語，重溫祂的恩手於這百年間，在世界各地施行的

奇事大事……因而感謝上帝多年來對我們的深恩厚愛，以感恩之心迎接新一年的挑戰！

看看，哪些歷史事件對您別具意義，引發您對上帝更多的感恩？

查詢或訂購，請致電：2368 5147

奇妙的律法——
記「香港聖經公會 68 周年感恩崇拜」

感謝主！本會 68 周年感恩崇拜邀得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會長林崇智牧師蒞臨證道，講題為「奇妙的律法」。

林牧師一開始就以詩篇119 篇 18 節作為禱文：「求你

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林牧師的證道經文選自詩篇 19 篇 7 至 14 節。詩篇第

19 篇主要分兩部分：1 至 6 節描述上帝透過祂的創造，

彰顯祂的旨意；7 至 14 節說明上帝透過祂頒佈的律        

法，把祂的心意和真理顯露出來，光照人心裏的黑暗，

賜福給那些憑真理而行的人。

詩人在短短三節經文中，用了六個相近的短句描寫上

帝的話語：耶和華的律法、耶和華的法度、耶和華的

訓詞、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的典章、耶和華可敬的

真理。詩人絕對不是在賣弄文采，而是要表達上帝的

話語是何等全備，目的是把祂的旨意完全彰顯出來。

當人打開屬靈的眼睛，就能看到上帝的話語，並對人

的生命帶來祝福。

詩人說上帝的話語使人心靈甦醒，使人有活力去克服困

難；上帝的話語也使人有智慧，能令人通達，作出明智

的分辨；上帝的話語亦使人心快活，不單指引前路，並

且使人充滿喜樂；上帝的話語更使人眼睛明亮，真正

認識自己，認識上帝，從而踏上豐盛的人生。總括來

說，上帝話語的奇妙在於能賜人生命，指引道路，引

人悔改，賜人智慧，叫人重燃希望！

上帝的話語另一奇妙之處，就是經得起考驗。二千多

年來，在上帝的保守下，聖經雖然飽受無數的挑戰與

攻擊，卻仍然屹立不倒。正如卡爾文說：「撒旦及全

世界都想把聖經摧毀！」時至今天，信徒不能掉以輕

心，因為聖經在社會生活、信徒生活、信仰成長上已

漸漸邊緣化，許多青少年在求學時期會接觸聖經，但

畢業後往往受環境影響，不再讀聖經，遇到困惑時，

只會找朋友或上網查究解決辦法，卻不從聖經尋求       

指引。

如何讓聖經在年輕的生命中再注入上帝的生命？首先

要從傳道人下功夫，因為傳道人是蒙召去宣講聖經；

若傳道人不宣講聖經，那麼，聖經就只是教堂座位前

的裝飾品。此外，傳道人要多搜集那些蒙上帝話語       

改變、支持、挑戰的生命見證，融入講章之中，與人

分享，更能打動人心，讓更多生命因上帝的話語得到

改變。

（撮自林崇智牧師當晚的分享）

蔡錦圖博士

全文請瀏覽
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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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最初計劃有三個版本，包括深文言、淺文言和官話的版本。文言和官話都是已經存在的語體，而淺文

言卻是傳教士嘗試把文言淺白化。最終，《和合本》只有文言和官話版本。但由於清廷在 1905 年廢除科舉，讓

文言的使用大幅下降，使類似官話的白話文成為通行語言。《和合本》於 1919 年出版，正值「五四運動」引起

的語言革命，而這部中文聖經譯本，正是當時使用官話而流通最廣的書籍。

3. 讓中文聖經的翻譯合乎最新的聖經研究成果

《和合本》於十九世紀末進行翻譯，正是西方聖經研究隨着考古和語言成果而躍進的時代。當時主持《和合本》

翻譯工作的聖經公會，設定了規範，容許譯經者參考最新而被認可的觀點，尤其是在經文鑑別的問題上。如       

此，《和合本》便與當時世界最新的聖經研究成果接軌。近年《和合本》的修訂工作，正合乎昔日譯經者的期

望，讓這部聖經能反映最新的聖經研究。

4. 讓中國教會建基於聖經上

昔日傳教士深深明白，他們在中國的使命是短暫的，長遠來說，要由中國信徒承接福音的一棒。然而，如何建

立中國信徒呢？惟有建基於聖經上，讓信徒明白上帝的話語，並且努力遵行，才是教會的根基。中國教會後來

經歷許多艱難，但在上帝的話語上站立得穩，《和合本》有一定的貢獻。

5. 讓聖經向世界說話

《和合本》（Union Version）一詞在中文和英文的含義，強調聖經的「合一和通用」，作為教會共同的見證，向

世界宣告真理。眾人都知道教會的標準來自這部聖經，故此在河南找到的《和合本》，對於在廣東的信徒也是

同一的規範。如此理解，就讓《和合本》成為教會向世界的同一見證，而這正是《和合本》昔日的使命，讓我

們今天傳承下去。

2019 聖經月曆——和合百載‧主恩滿載

2019 年是《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周年。在這百年間，華人教會不但藉着這本聖經得以茁壯成長，信徒更在

這道驚濤駭浪的歷史長河中，找到安慰與盼望。從漫天烽火走到和平安定，從各國分裂走到互相合作，從恐懼

憂傷走到重新振作……每一段歷史、每一個腳步，都可以緊緊抓着上帝在祂的話語中給我們的真理、應許、鼓

勵和安慰，使我們能在時代洪流中勇敢地為祂作見證！

 

我們最新出版的 2019 聖經月曆，就是與您一起從上帝的話語，重溫祂的恩手於這百年間，在世界各地施行的

奇事大事……因而感謝上帝多年來對我們的深恩厚愛，以感恩之心迎接新一年的挑戰！

看看，哪些歷史事件對您別具意義，引發您對上帝更多的感恩？

查詢或訂購，請致電：2368 5147

奇妙的律法——
記「香港聖經公會 68 周年感恩崇拜」

感謝主！本會 68 周年感恩崇拜邀得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會長林崇智牧師蒞臨證道，講題為「奇妙的律法」。

林牧師一開始就以詩篇119 篇 18 節作為禱文：「求你

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林牧師的證道經文選自詩篇 19 篇 7 至 14 節。詩篇第

19 篇主要分兩部分：1 至 6 節描述上帝透過祂的創造，

彰顯祂的旨意；7 至 14 節說明上帝透過祂頒佈的律        

法，把祂的心意和真理顯露出來，光照人心裏的黑暗，

賜福給那些憑真理而行的人。

詩人在短短三節經文中，用了六個相近的短句描寫上

帝的話語：耶和華的律法、耶和華的法度、耶和華的

訓詞、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的典章、耶和華可敬的

真理。詩人絕對不是在賣弄文采，而是要表達上帝的

話語是何等全備，目的是把祂的旨意完全彰顯出來。

當人打開屬靈的眼睛，就能看到上帝的話語，並對人

的生命帶來祝福。

詩人說上帝的話語使人心靈甦醒，使人有活力去克服困

難；上帝的話語也使人有智慧，能令人通達，作出明智

的分辨；上帝的話語亦使人心快活，不單指引前路，並

且使人充滿喜樂；上帝的話語更使人眼睛明亮，真正

認識自己，認識上帝，從而踏上豐盛的人生。總括來

說，上帝話語的奇妙在於能賜人生命，指引道路，引

人悔改，賜人智慧，叫人重燃希望！

上帝的話語另一奇妙之處，就是經得起考驗。二千多

年來，在上帝的保守下，聖經雖然飽受無數的挑戰與

攻擊，卻仍然屹立不倒。正如卡爾文說：「撒旦及全

世界都想把聖經摧毀！」時至今天，信徒不能掉以輕

心，因為聖經在社會生活、信徒生活、信仰成長上已

漸漸邊緣化，許多青少年在求學時期會接觸聖經，但

畢業後往往受環境影響，不再讀聖經，遇到困惑時，

只會找朋友或上網查究解決辦法，卻不從聖經尋求       

指引。

如何讓聖經在年輕的生命中再注入上帝的生命？首先

要從傳道人下功夫，因為傳道人是蒙召去宣講聖經；

若傳道人不宣講聖經，那麼，聖經就只是教堂座位前

的裝飾品。此外，傳道人要多搜集那些蒙上帝話語       

改變、支持、挑戰的生命見證，融入講章之中，與人

分享，更能打動人心，讓更多生命因上帝的話語得到

改變。

（撮自林崇智牧師當晚的分享）

蔡錦圖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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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

中文聖經《和合本》是中國新教教會在歷史上最宏大的貢獻之一，這項計劃始自 1890 年在上海舉行的傳教士大

會上，各宗派機構決定共同修訂和出版一部聯合譯本，包括深文言、淺文言和官話的版本。到了 1907 年，傳教

士會議決定合併深文言及淺文言譯本，只出版文言和官話版本。最後，《和合本》的文言版本與官話版本同時

於 1919 年出版。隨着《和合本》官話版本受到普遍認可，現今一般通稱的《和合本》，基本上是指官話（後來

稱「國語」）譯本。

《和合本》對華人教會的貢獻極多，以下只就數點討論，略述一二：

1. 讓中國教會讀同一部聖經

從馬禮遜來華後刊印的第一部中文聖經單行本（1810 年）開始，傳教士和中國信徒不斷參與中文聖經的翻譯和

出版工作，前後也有地區性的聯合譯本。誠然，不同的聖經譯本各有優點，但隨着文言、淺文言、官話和各地

方言的聖經越來越多之際，並且教會不斷增長，這逐漸成為一個嚴重問題。到了十九世紀末，極之需要一個可

供中國教會共同使用的聯合譯本。

2. 讓中文語言的發展得到協助

《和合本》最初計劃有三個版本，包括深文言、淺文言和官話的版本。文言和官話都是已經存在的語體，而淺文

言卻是傳教士嘗試把文言淺白化。最終，《和合本》只有文言和官話版本。但由於清廷在 1905 年廢除科舉，讓

文言的使用大幅下降，使類似官話的白話文成為通行語言。《和合本》於 1919 年出版，正值「五四運動」引起

的語言革命，而這部中文聖經譯本，正是當時使用官話而流通最廣的書籍。

3. 讓中文聖經的翻譯合乎最新的聖經研究成果

《和合本》於十九世紀末進行翻譯，正是西方聖經研究隨着考古和語言成果而躍進的時代。當時主持《和合本》

翻譯工作的聖經公會，設定了規範，容許譯經者參考最新而被認可的觀點，尤其是在經文鑑別的問題上。如       

此，《和合本》便與當時世界最新的聖經研究成果接軌。近年《和合本》的修訂工作，正合乎昔日譯經者的期

望，讓這部聖經能反映最新的聖經研究。

4. 讓中國教會建基於聖經上

昔日傳教士深深明白，他們在中國的使命是短暫的，長遠來說，要由中國信徒承接福音的一棒。然而，如何建

立中國信徒呢？惟有建基於聖經上，讓信徒明白上帝的話語，並且努力遵行，才是教會的根基。中國教會後來

經歷許多艱難，但在上帝的話語上站立得穩，《和合本》有一定的貢獻。

5. 讓聖經向世界說話

《和合本》（Union Version）一詞在中文和英文的含義，強調聖經的「合一和通用」，作為教會共同的見證，向

世界宣告真理。眾人都知道教會的標準來自這部聖經，故此在河南找到的《和合本》，對於在廣東的信徒也是

同一的規範。如此理解，就讓《和合本》成為教會向世界的同一見證，而這正是《和合本》昔日的使命，讓我

們今天傳承下去。

2019 聖經月曆——和合百載‧主恩滿載

2019 年是《和合本》聖經發行一百周年。在這百年間，華人教會不但藉着這本聖經得以茁壯成長，信徒更在

這道驚濤駭浪的歷史長河中，找到安慰與盼望。從漫天烽火走到和平安定，從各國分裂走到互相合作，從恐懼

憂傷走到重新振作……每一段歷史、每一個腳步，都可以緊緊抓着上帝在祂的話語中給我們的真理、應許、鼓

勵和安慰，使我們能在時代洪流中勇敢地為祂作見證！

 

我們最新出版的 2019 聖經月曆，就是與您一起從上帝的話語，重溫祂的恩手於這百年間，在世界各地施行的

奇事大事……因而感謝上帝多年來對我們的深恩厚愛，以感恩之心迎接新一年的挑戰！

看看，哪些歷史事件對您別具意義，引發您對上帝更多的感恩？

查詢或訂購，請致電：2368 5147

奇妙的律法——
記「香港聖經公會 68 周年感恩崇拜」

感謝主！本會 68 周年感恩崇拜邀得循道衛理聯合教會

會長林崇智牧師蒞臨證道，講題為「奇妙的律法」。

林牧師一開始就以詩篇119 篇 18 節作為禱文：「求你

開我的眼睛，使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林牧師的證道經文選自詩篇 19 篇 7 至 14 節。詩篇第

19 篇主要分兩部分：1 至 6 節描述上帝透過祂的創造，

彰顯祂的旨意；7 至 14 節說明上帝透過祂頒佈的律        

法，把祂的心意和真理顯露出來，光照人心裏的黑暗，

賜福給那些憑真理而行的人。

詩人在短短三節經文中，用了六個相近的短句描寫上

帝的話語：耶和華的律法、耶和華的法度、耶和華的

訓詞、耶和華的命令、耶和華的典章、耶和華可敬的

真理。詩人絕對不是在賣弄文采，而是要表達上帝的

話語是何等全備，目的是把祂的旨意完全彰顯出來。

當人打開屬靈的眼睛，就能看到上帝的話語，並對人

的生命帶來祝福。

詩人說上帝的話語使人心靈甦醒，使人有活力去克服困

難；上帝的話語也使人有智慧，能令人通達，作出明智

的分辨；上帝的話語亦使人心快活，不單指引前路，並

且使人充滿喜樂；上帝的話語更使人眼睛明亮，真正

認識自己，認識上帝，從而踏上豐盛的人生。總括來

說，上帝話語的奇妙在於能賜人生命，指引道路，引

人悔改，賜人智慧，叫人重燃希望！

上帝的話語另一奇妙之處，就是經得起考驗。二千多

年來，在上帝的保守下，聖經雖然飽受無數的挑戰與

攻擊，卻仍然屹立不倒。正如卡爾文說：「撒旦及全

世界都想把聖經摧毀！」時至今天，信徒不能掉以輕

心，因為聖經在社會生活、信徒生活、信仰成長上已

漸漸邊緣化，許多青少年在求學時期會接觸聖經，但

畢業後往往受環境影響，不再讀聖經，遇到困惑時，

只會找朋友或上網查究解決辦法，卻不從聖經尋求       

指引。

如何讓聖經在年輕的生命中再注入上帝的生命？首先

要從傳道人下功夫，因為傳道人是蒙召去宣講聖經；

若傳道人不宣講聖經，那麼，聖經就只是教堂座位前

的裝飾品。此外，傳道人要多搜集那些蒙上帝話語       

改變、支持、挑戰的生命見證，融入講章之中，與人

分享，更能打動人心，讓更多生命因上帝的話語得到

改變。

（撮自林崇智牧師當晚的分享）

蔡錦圖博士

全文請瀏覽
本會網頁



董事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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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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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至

9月

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
標誌設計比賽已經截止 ! 
我們收到很多作品，其中最令人驚喜的是聖公會仁立小學所提交的標語創作及

標誌設計，雖是小學生的作品，但每份作品都充分顯出參加者的用心和創意，

實在難得 ! 盼望藉這次標語創作及標誌設計比賽，能夠把《和合本》的歷史與精

神帶進校園裏。

中文聖經巡迴展覽正在籌備中… 
近百年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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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人認識真理、得着指引和安慰。所以，在籌備一連串的《和合本》聖經百周

年紀念活動時，我們很希望把這本聖經傳承下去，讓新一代也有上帝的話語陪

伴他們成長，引導他們走這人生路。 

 

我們計劃製作一系列的展板，鼓勵學校或堂會在宗教週、早會或主日舉行講座

及「中文聖經展覽」。與此同時，我們邀請學者及牧者以深入淺出的方式，講

述中文聖經的翻譯歷史，以及《和合本》聖經的由來，讓大家認識《和合本》

聖經，藉此鼓勵大家翻開聖經一讀，珍惜上帝寶貴的話語，並把當中的教導存

在心裏。

求主引領《和合本》百周
年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

並感動弟兄姊妹奉獻
支持這百年盛事，在各項
慶祝活動中，更加體會
上帝對華人的愛顧！

求主保守香港教會能夠
團結合一，就如百多年前
《和合本》聖經在「和衷
合作」的精神下才得以

完成。
 

在世界各地，人口老化
問題日益嚴重。不少長者
因面對心理或疾病問題

而選擇輕生。求主賜予智
慧，讓我們懂得服侍有
需要的長者，並向他們
傳福音，讓他們認識
耶穌基督，在困難中
找到安慰與盼望。

開放時間：

7 月 18-19 日（星期三至四）：上午10 時至晚上10 時

7 月 20-21 日（星期五至六）：上午10 時至晚上11 時

7 月 22-23 日（星期日至一）：上午10 時至晚上10 時

7 月 24 日（星期二）：上午 9 時至下午 5 時

聖經產品全場八五折，另有多款獨一無二的真皮聖經

供選購，並提供燙名服務。

記得抽空親臨本會攤位。有您同行，是最好的祝福！ 

您手上可有爺爺、嫲嫲傳下來的聖經？

一本雖然表面已破破舊舊的皮面聖經，裏面卻寫滿了很多寶貴的讀經心得！ 

這可能是長輩留下來的，或是您多年來從上帝領受的心血成果！ 

您對這本聖經珍而重之，更想把它流傳下去，成為全家之寶嗎？

但它破舊的外觀怎樣來個「大翻新」，令人人看見都愛不釋手？ 

我們定期舉辦「修復聖經體驗工作坊」，分為初階班及進階班，由資深的

專業導師教授，每班最多 6 人一同上課。

初階班學費原價 HK$800，在書展報名，可獲九折優惠，即 HK$720（學費

已包含材料費及真皮聖經乙本）。

歡迎教牧同工及弟兄姊妹包堂，共聚手作之樂！

查詢電話：2368 5147

今年，我們的主題是：「與您同行一百載，我是不變的！」

除了讓您認識我們的大家庭——聯合聖經公會，還與您一起為《和合本》百周年紀念而感恩！

最令您驚喜的，是在不同的時段，我們有資深的師傅即場示範製作真皮聖經！

香
港
書
展

快
到
啦
！ 

香港聖經公會攤位位置：3GC07
日期：7 月 18-24 日（星期三至星期二）

地點：香港灣仔博覽道一號香港會議展覽中心

修復聖經體驗工作坊

1919 年出版的《和合本》聖經，是第一本以「和衷合作」精神為共同翻譯及出版理念的

聖經。隨着「五四運動」令白話文普及，上帝預備了《和合本》聖經，讓中國不同地區的

教會，從知識分子到平民百姓，都讀得明白同一本聖經。近一百年來，不管是以廣東話、

上海話、潮州話為地方語言的教會，都一同建基於這本聖經之上，上帝的話語因此更加廣

泛地傳揚開去。

上帝喜悅教會團結合一。感謝主！《和合本》聖經至今仍是華人教會和信徒最愛的一個聖

經版本，當中許多經典金句，都從教會先賢，以及家中長輩一代一代流傳下來，至今仍存

在我們心裏，甚至朗朗上口，歷久常新！

今天，在高舉個人主義，四周充滿互相猜疑、關係破裂的環境裏，《和合本》的「和衷合作」

精神正是我們要再思和實踐的。保羅在羅馬書 12 章 3 至 5 節說：「我憑着所賜我的恩
對你們每一位說：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要照着上帝所分給各人的信心來
衡量，看得合乎中道。正如我們一個身子上有好些肢體，肢體也不都有一
樣的用處。這樣，我們許多人在基督裏是一個身體，互相聯絡作肢體。」

在這段經文中，保羅苦口婆心地勸導我們要謙卑下來，承認我們都各有弱點，也各有恩賜，

需要與人同工和合作，彼此建立，互相造就；就如我們身體的每一個肢體都各有功能與        

強弱，不可單獨運作，需要配合起來，才能夠發揮最大的功效。可是，我們身處的職場、

家庭、朋輩，甚至教會，似乎越來越缺乏這種情操與心懷。近年精英教育令人趨之若鶩，

由此養成的「精英心態」，許多時使我們不自覺地漸漸失去謙虛自省的心。加上在每日的

生活壓力下，使各人不僅單顧自己的事，更爭取每一個機會去表現自己，甚至抬高自己。

昔日《和合本》聖經得以翻譯而成，除了感激上帝的深恩厚愛，感動先賢付上多年心血，

也感謝他們放下個人成見與利益，發揮「和衷合作」精神，以天國的事工為優先。這正是

我們今天所失去，而最需要尋回的！

在我們籌備慶祝《和合本》發行百周年之際，願這份精神激勵我們，同心合意地為上帝的

國多走一步！更願教會和信徒團結合一，使上帝的話語在這時代照得更光更亮！ 



董事名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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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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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7月至

9月

李正源先生
署理總幹事

《和合本》百周年標語創作及
標誌設計比賽已經截止 ! 
我們收到很多作品，其中最令人驚喜的是聖公會仁立小學所提交的標語創作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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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帶進校園裏。

中文聖經巡迴展覽正在籌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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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紀念活動時，我們很希望把這本聖經傳承下去，讓新一代也有上帝的話語陪

伴他們成長，引導他們走這人生路。 

 

我們計劃製作一系列的展板，鼓勵學校或堂會在宗教週、早會或主日舉行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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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引領《和合本》百周
年紀念活動的籌備工作，

並感動弟兄姊妹奉獻
支持這百年盛事，在各項
慶祝活動中，更加體會
上帝對華人的愛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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