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肇兆牧師
環球天道機構總裁

「聖經都是真神言語，證明耶穌基督，道成肉身釘於十架，流血

洗我罪污。生命之道極奇，我今篤信不疑，美哉主道，奇哉主道……」

執筆之時，剛完成澳洲多場的「環球聖經講座」，心裡仍受這首每場

必唱的詩歌所感動。

神的道改變人心。掃羅往大馬士革時，忽然有一道光照亮他的

四周。他仆倒在地，聽見有聲音說：「掃羅，掃羅！你為甚麼迫害

我？」（徒 9:3~4，《環球聖經譯本》，下同）當神的話臨到掃羅
時，他願意回應，生命就完全改變。聖經記載，掃羅跟大馬士革的

門徒住了幾天，隨即在各會堂宣講耶穌，說祂就是神的兒子。（徒

9:19~20）生命之道極奇，掃羅由迫害信徒的人，變成到處宣講耶穌
的使徒，為主作見證。

神的道改變文化。保羅（掃羅）在以弗所宣講神的道，令當地發

生一場不小的騷亂。製造阿蒂米斯神龕模型的銀匠低米丟召集同業，

指責保羅令他們的行業受人鄙視。（參徒 19:23~27）因為當地有許
多人信了福音，更有些行巫術的人，把他們的書拿出來當眾燒掉，估

計書價值五萬個銀幣（參徒 19:17~19）。生命之道極奇，能移風易
俗，改變文化，使人歸回正道。

神的道改變世界。使徒行傳最後記載，保羅在羅馬住了兩年，

凡來見他的人，他都接待，並放膽宣講神的國，教導有關主耶穌的事

（徒 28:30~31）。歷史告訴我們，主後 313年，羅馬皇帝君士坦丁
下令全國，使基督教成為合法宗教，從此整個歐洲也受神的道影響。

今天世界充滿危機，ISIS興起、北韓局勢緊張、敘利亞難民潮、
香港發生暴力衝突、學生接連自殺輕生……我深信，只有神的道再次

高舉和為人接受，世上的問題才能解決，人心才得平安。親愛的弟兄

姊妹，你相信嗎？當神的聖言—聖經、永恆的真理—臨到，人的

心思意念就會轉化，愛就可重燃，變回永不止息，人間重回真善美。

新的譯本・新的亮光

自《環球聖經譯本—新約全書》出版以來，我這幾個月分別在

美、加、澳及兩岸三地推廣這個新的譯本。這譯本有三個主要特色：

第一，以現代中文清楚表達聖經原意，兼顧兩岸四地以至海外華人的

語言習慣。第二，註釋豐富，分三類，有助學習讀經：（1）文本鑒
別註釋：討論抄本異文；（2）翻譯註釋：討論不同譯文及其背後理

據；（3）解經註釋：提供經文的歷史和文化背景，解釋經文含意及
神學信息，指出新舊約之間的聯繫，或提供其他相關資料。第三，廣

邀各地數十位華人聖經學者，配合語文專家及編製人員，組成近百人

團隊，以非常嚴謹的態度翻譯而成。

感謝主！神使用這個譯本，首四個月已印製四次，發行量達二萬

冊，反應熱烈。我在各地介紹這譯本時，除發現經常供不應求外，還

聽到不少趣聞妙語：「我從未見過教會有人排隊買書……」「我讀經

幾十年，未試過主耶穌向我說話；但讀這本聖經，就好像門徒在現場

聽耶穌教導……」「我昨天買了一本，有人借了就不願還……」「教

會決定把這譯本作為受洗禮物……」「不少弟兄姊妹告訴我，這譯本

易懂得多，你們的工作真的祝福很多信徒呢……」

尋求40位奉獻勇士
我在拜訪教會、神學院、機構，或舉行聖經講座時，大家總問及

舊約全書何時會翻譯完成……每次，我都帶笑回答：「若蒙主憐憫，

希望……」答得如此不斬釘截鐵，只因工程實在巨大，我們需要很多

人力物力。目前，我們計劃在本年底譯成舊約全書，但正面對資金短

缺困難。因此，我們求神賜下 40位奉獻勇士，每人奉獻港幣 10萬元
來支持這項任重道遠的聖工，願神賜福你加入這行列。為表謝意，我

們預備了一些禮物送給同行的奉獻勇士，包括：（1）整套燙金皮裝
「天道聖經註釋」約 90冊（預計今年完成出版）；（2）2016年環球
天道機構主辦的 40場聖經講座入場套票兩套；（3）2016年天道書
樓出版的 40種好書乙套，包括《環球聖經譯本—新約全書》乙本；

（4）台灣故鄉合唱團聖樂晚會貴賓票兩張（11月 26日晚舉行）；
（5）天道書樓 40週年感恩聚餐餐券兩張（11月 27日晚舉行）。

當然，我們也求神興起大量滿有愛心的支持者，用禱告和其他款

額來支持我們翻譯《環球聖經譯本》、少數民族聖經和贈經等事工。

奉獻詳情請參閱我們的網頁（http://www.wwbible.org/acms/content.
asp?site=wbs&op=showbycode&code=Support）。

願《神的恩言》這首詩歌成為眾人的好信息：「神的恩言，超越

年代，是人生命好信息，是希望泉，永遠存在，勞苦憂驚得慰庇。聖

經示主恩慈不易，任何所在皆蒙恩。不敗導師，永恆能力，白白施予

給萬民。」阿們！

環球天道機構董事：
 
姚冠尹長老（主席）、鄒挺群律師（副主席）、施熙禮長老（司庫）、劉群英姊妹（書記）
廖亞全校長、林明祥先生、張戡雄先生、洪振賢長老、馬長生先生、劉彤牧師、聶錦勳博士
容保羅牧師、李耀全牧師、姚何佐恩女士、麥基恩醫生、范偉文先生、黃婉霜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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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歌是最精煉的文學形式，以生動的形象比喻、優美的節奏音韻，表達豐富的感情和深遠

意境，喚起無邊想像，牽動心靈共鳴。譯詩之難，不在於譯出基本意思，而在於忠實地傳達原

詩的內涵、風格和神韻。由於不同語言的文法、語句結構、文化處境、審美情趣各有不同，要

在譯文中完全再現詩歌原文的音美、意美、形美，委實可望而不可即。

對信徒來說，聖經不僅是文學作品，更是神啟示的真理，是信仰和生活的指引，聖經翻譯

的側重點和優先次序，也跟一般文學翻譯不同。文學寫作注重天才靈感，行文不受羈絆，不少

文學評論家視譯詩為與原文若即若離的再創造。詩歌譯者往往不惜以詞害義，求美失真，甚至

借原詩之名，抒一己之情者，也屢見不鮮。聖經譯者卻要按捺文學創作的衝動，刻意受原文信

息限制，只求傳達原作者而不是譯者的聲音；為保信息之真，有時甚至要犧牲文辭之美。再者，

因為聖經譯本的讀者是普羅大眾，所以要用平易通達的語句表達，以免陽春白雪，曲高和寡。

然而，這不是說翻譯可以不顧修辭。一個譯本無論翻譯得多麼準確，如果讀來索然無味，

就乏人問津，幫助不到想要服侍的讀者群，結果就是白譯。因此，在意思準確清楚的大前提

下，詩歌翻譯仍要努力修飾詞句。譯者必須深入了解中文與原文的異同，靈活運用中文的語言

特色，在最大程度上讓現代讀者感受到詩歌對原初讀者的震撼和引發的聯想，從而分嘗他們的

喜怒哀樂、盼望恐懼。以下舉一個例子，拋磚引玉，希望有識之士參詳指正，集思廣益，使聖

經詩歌的中譯臻於完美。

以賽亞書是聖經文學的瑰寶，書裡很多部分都用詩歌體寫成，氣勢磅礴，感情豐沛。全書

以一首控訴之歌開始，把耶和華對以色列人背約棄義的傷痛和憤怒表露無遺。

6  從頭到腳
  體無完膚（8），
  盡是瘀傷、裂傷
  和潰爛（9）的傷口（10）；
  沒有清理（11），沒有包紮，
  也沒有橄欖油撫痛（12）。

  ⋯⋯

11  耶和華說：
 「你們眾多的祭物於我何用？
 我已厭膩公綿羊的燔祭
  和肥畜的脂肪；
 公牛、羊羔、公山羊的血，
  我都不喜歡。

12  你們來見我的時候，
 誰求你們帶這些（13）

 　來踐踏我的院子呢？

13  不要再帶虛假的（14）供物來了，
  祭香（15）於我是可憎之物（16）！
 月朔和安息日、召開的大會（17）—
  罪惡的莊嚴聚會（18），令我無法容忍！

2  諸天哪，要聽！大地啊，張開耳朵（1）！
  因為耶和華說：
  「兒女（2）我養大成人（3），
  但悖逆我的正是他們（4）！

3  牛知道誰把牠買回來（5），
  驢也知道主人餵牠的槽；
  以色列卻不知道，
  我的子民卻不明白。」

4  哎，犯罪的國，
  罪孽深重的民，
  行惡的子孫，
  敗壞的兒女！
  他們離棄耶和華，
  藐視以色列的聖者，
  背他而去，恍如陌路人（6）。

5  你們為何還要自討責打（7）？
  還要一再悖逆？
  整個頭都生病，
  整顆心都發昏；

14  你們的月朔和節期，我心裡憎厭，
  都成了我的重負，
  我已厭倦承擔。

15  你們伸開雙手祈求，
  我必遮眼不看；
  你們祈禱再多，
  我也不聽；
  你們的手血跡斑斑！

16  去清洗，使自己潔淨吧！
  從我眼前除掉你們的惡行，
  停止作惡，

17  學習行善，
  尋求公義，
  幫助受欺壓的，
  為孤兒主持公道，
  替寡婦申訴冤情。」

 （1） 1:2 張開耳朵│譯│這個動詞源於「耳朵」，指「留心聽」。
 （2） 1:2 兒女│譯│直譯是「兒子們」，在原文置於句首強調位置。
 （3） 1:2  我養大成人│譯│直譯是「我使長大並我使長高」。 
 （4） 1:2  正是他們│譯│原文使用文法上沒有需要的代名詞「他們」，在修辭

上強調悖逆者的身份。
 （5） 1:3  誰把牠買回來│譯│原文是分詞「買牠的」，可引申指主人，因為買

主有擁有權，不過與本節下句名詞「主人」的詞義色彩有點不同。
這裡可能有耶和華買贖以色列人歸祂的弦外之音（參出 15:16；詩
74:2；啟 5:9）。

 （6） 1:4  背 他 而 去， 恍 如 陌 路 人│譯│直譯是「成為陌生人〔向〕背後
〔去〕」。

 （7） 1:5  自討責打│譯│直譯是「受責打」。
 （8） 1:6  從頭到腳體無完膚│譯│直譯是「從腳掌直到頭，當中沒有健全的」。 
 （9） 1:6  潰爛│譯│或譯「新」。
 （10） 1:6  瘀傷、裂傷、傷口│譯│這三個詞原文意思重疊，「傷口」較為普

遍，指各種創傷，「瘀傷」多用於擊打造成的傷害，「裂傷」精確意
思不肯定，可能指鞭笞造成的創傷或傷痕。

 （11） 1:6  清理│譯│這個詞在舊約聖經出現僅此一次，意思不確定。有些學者
認為它源於一個意思是「擠壓」的詞，指擠乾淨潰爛的傷口。古譯者
似乎根據上下文把這個詞理解為敷裹（拉丁文譯本）、愈合（敘利亞
文譯本），或把整句綜合意譯為「沒有敷藥膏，沒有塗橄欖油，也沒
有包紮」（《七十士譯本》）。

 （12） 1:6  撫痛│譯│直譯是「使柔軟」，指橄欖油的鎮痛作用；參路 10:34。
 （13） 1:12  誰求你們帶這些│譯│直譯是「誰求這〔事〕，從你們的手」。根據

1:11、13，這裡是指他們帶眾多祭牲來踐踏耶和華的院子。
 （14） 1:13  虛假的│譯│這個詞也可指「空虛」，但通常都帶虛詐的意思（5:18，

59:4；伯 11:11，15:31，31:5；詩 24:4，26:4，41:6，89:22等），
也用來描述偶像的虛假（詩 31:6；耶 18:15；拿 2:9）；參賽 66:3與
本節相似的思想和用詞。

 （15） 1:13  祭香│譯│原文可指祭物燃燒產生的香氣，或指獻祭燒的香。
 （16） 1:13  可憎之物│譯│這個詞可指各種令人厭惡的東西，44:19用來指偶

像；參申 13:14~15，17:4，32:16；王下 23:13；結 7:20等。這裡可
能是指以色列人虛偽的獻祭等同於拜偶像；參 66:3。

 （17） 1:13 召開的大會│譯│ 由不定詞「召集」和同源名詞「〔經召集的〕集
會」組成的片語，有強調的語氣。 

 （18） 1:13  罪惡的莊嚴聚會│譯、鑒│直譯是「罪惡和莊嚴聚會」，如果補上
隱含動詞，這個片語或可理解為「既〔犯〕罪又〔舉行〕莊嚴的聚
會」。不過，這個片語較可能是修辭上的重言法，用兩個名詞表達一
般用名詞和修飾形容詞來表達的思想，以加強兩者的聯繫（這是拉丁
文譯本的理解）。《七十士譯本》作「禁食和假日」，可能是較寬鬆
的意譯，或根據不同的原文抄本。

香港辦事處
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號匯達商業中心 22樓 
電話：(852) 2356 7234  傳真：(852) 2356 7389  
電郵：info@wwbible.org
台灣辦事處
台灣 24243新北巿新莊區中正路 387號 11樓 
電話：(886-2) 8201 0211  傳真：(886-2) 8201 0212  
電郵：taiwan@wwbible.org

新加坡辦事處
221 Henderson Road, #06-12, Singapore 159557
Tel: (65) 6276 2981  Fax: (65) 6276 2981  
Email: singapore@wwbible.org
菲律賓辦事處
c/o #13 Denver Street, Cubao, Quezon City, Philippines
Tel: (63-917) 814 7223  Fax: (63-2) 410 0329  
Email: philippines@wwbible.org / wbsphil@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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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w 香港「環聖」正積極為《環球聖經譯本—
舊約全書》的翻譯及出版，招募奉獻勇士。

感謝神，初步收到一些弟兄姊妹愛心的支持，

惟與招募目標尚有一段距離。求神親自為我

們開路引領，感動更多弟兄姊妹支持和回應。

w 今年是天道書樓創立四十週年，「環聖」與
「天道」將合辦 40場聖經講座。首三個系列
已舉行，反應理想，願神繼續賜福和使用，

讓接下來的講座祝福更多信徒。

w 「環聖」的駐會學者正夜以繼日，埋首翻譯
《環球聖經譯本—舊約全書》。求神保守

各學者身心靈健壯，讓他們在神的恩領下按

時完成，造福全球華人教會及信徒。

澳  洲

w 感謝神，讓陳肇兆牧師於 3月 1至 18日蒞臨澳洲，
連環走訪東岸四大城市（悉尼、坎培拉、布里斯本及

墨爾本）的華人教會，主領聖經講座及介紹《環球聖

經譯本》；並與澳洲「環聖」各董事會面，一同商討

及訂定本地事工計劃。感謝神，讓陳牧師在澳洲四個

城市的推廣聚會帶來積極回響，教會、信徒能得幫助。 

w 澳洲「環聖」向政府註冊的各項手續，在會計師李鄭
如冰女士義務協助下，已大致完成，現可投入運作，

為此感恩。

w 為各董事、義務總幹事及各義工的身心靈健康祈禱。
求神帶領他們，讓各人能按神美好的旨意，在各教會

推動信徒讀經及閱讀屬靈書籍運動。

美  國

w 1 月 30 日，《環球聖經譯
本—新約全書》在北美順

利舉行發布會，為此感恩。

w 謝挺博士主領的聖經講座於 4月 22至 24日舉行，
盼望與各教會、機構有美好的搭配與合作。

w 4月 30日將協助宣道會頌恩堂舉辦福音親子家庭
講座，盼望有更多福音對象參加，從中認識主。

w 求主供應購置辦事處的款項及贈經運動的經費，並
賜福和引領書房的聖經推廣與銷售事工。

新 加 坡 及 馬 來 西 亞

w 感謝主的帶領與賜福，2月 26至 28日與新加坡恩澤堂長老會聯辦的研
經培靈會已順利舉行，當日由中華基督教長老會台北信友堂何玉鋒長老主

講，題目為「信心與成就」。許多弟兄姊妹積極出席學習，我們也藉此推

介《環球聖經譯本》，得到熱烈回應。 

w 3月 14至 17日在吉隆坡舉辦「教牧領袖研討會」，同月 25至 27日在柔
佛峇株巴轄（Batu Pahat）也舉辦由杜嘉牧師主領的培靈會，兩個聚會皆
順利完成，為此感恩。另外，我們亦參與 6月 4至 6日在吉隆坡舉行的基
督教聯合書展，期盼能藉此有效推介《環球聖經譯本》和「環聖」事工。

w 請禱告記念幹事蒲瑞生牧師和劉驟寬牧師在東馬和西馬各教會的推廣工
作。求主賜他們能力、健康、路途平安，並保守恩待他們的家人。

w 請記念「環聖」今年在新馬區的事工推廣。求神賜我們機會，可與眾教會
分享閱讀《聖經新譯本》的好處，推介時能得到廣泛支持和熱烈回響，又

與眾教會保持良好默契與聯繫。

台  灣

w 祕書長周克成牧師上季順利到新莊靈糧堂、靈命日糧牧者講
座、貴格會忠湖教會、華美堂、信義會青年特會，以及各地牧

者聯禱會，分享和推廣《聖經新譯本》的優點，為此感恩。

w 事工代表劉弘義牧師上季也到大肚教會、建工教會、土庫教
會、華忠教會及望鄉教會證道，分享「環聖」事工及異象，且

在募款上有美好成果，為此感謝神。

w 謝挺博士去年 12月，分別到內湖思
恩堂、世界展望會及佳音教會主領研

經講座，參與的牧長與弟兄姊妹對神

的話語深有領受，為此感恩。

w 請為上半年聖經講座的安排祈禱，求
神預備合適的講員與場地，以利開展

《環球聖經譯本》與天道書籍的推廣。

加  拿  大

w 國際總幹事陳肇兆牧師今年 1月走訪溫哥華和多倫多，
獲當地華人教會協辦「教牧同工發布會」，向眾教牧及

教會領袖推介《環球聖經譯本》。另外，陳牧師又在神

學院分享翻譯和出版《環球聖經譯本》的專題信息，蒙

主恩領，一切順利。

w 祈求主引領和幫助，讓更多加拿大的華人教會（包括溫
哥華、多倫多，及其他幾個有華人聚居的城市），能認

識環球聖經公會的事工。 

w 求主加添同工智慧和能力，把推廣《環球聖經譯本》的
工作做好，更有效服侍弟兄姊妹。 

網址： 
www.wwbible.org
www.wwbibleus.org
Facebook：
www.facebook.com/WorldwideBible

美國辦事處
12175-A Saratoga Sunnyvale Road, Saratoga, CA 95070, U.S.A.
Tel: (1-408) 996 8388  Fax: (1-408) 996 2838  
Email: usa@wwbible.org
加拿大（東岸）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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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 (1-647) 28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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祭司與利未人

在好撒瑪利亞人比喻（路 10:25~37），第一組角色是祭司和利
未人。在當時猶太人眼中，祭司有別於大祭司：大祭司擁護羅馬政

府，往往給認定為有權有勢的壞人；祭司則是負責聖殿獻祭的好人。

祭司在聖殿的事奉，是採用輪值制的。每年除了大節期，每位祭司只

須在聖殿事奉兩星期。祭司若在這兩星期沾染不潔，就會影響整個聖

殿運作。因此，或許祭司略施小惠，就能幫助路上的傷者，但他不施

予援手，非因虛偽或冷漠這麼簡單。

撒瑪利亞人

在一般人心目中，比喻裡的撒瑪利亞人是好人，但經文曾記載撒

瑪利亞人不接待耶穌（路 9:51~53）。現實中的撒瑪利亞人不如我們
想像般好。那麼，耶穌是否想藉著這個比喻，諷刺人要學效撒瑪利亞

人的榜樣？

被棄的人

學者提醒我們，要留意那常被忽略的角色，就是躺在地上的傷

者。從兩方面可見這角色的重要。第一，在路加獨有的比喻裡，第

一個出場的人物往往是主角。第二，許多比喻都有象徵神或耶穌的角

色。在好撒瑪利亞人的比喻中，躺在地上的傷者就可能象徵耶穌。路

加刻意詳細描述這角色：「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

盜手中。他們剝去他的衣服，還把他毒打了一頓，就走了，把他半死

不活的丟在那裡」（路 10:30）；而耶穌也有相似遭遇：祂受強盜侮
辱、給剝去衣服、受虐打、被門徒離棄（參路 22~23章）。

「誰是我的鄰人呢？」

這比喻最重要的經節是十章 36節，耶穌總結時問：「你認為這
三個人之中，誰是那個落在強盜手中的人的鄰人呢？」耶穌說這比

鮑維均博士
美國三一神學院新約教授及系主任

喻，是要回答律法師的問題：「誰是我的鄰人呢？」（路 10:29）這
裡把鄰人等同愛的對象。那麼，躺在地上的傷者就是鄰人，好撒瑪利

亞人就是愛鄰人的榜樣嗎？但耶穌的總結剛好相反：誰能成為躺在地

上的傷者的鄰人，而不是誰是撒瑪利亞人的鄰人。根據十章 36節，
愛人的是那躺在地上一無所有的人。他是愛的標記，因為他愛一切經

過的人，包括撒瑪利亞人。

「我要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呢？」

這比喻最初是要回答「我要做甚麼才可以承受永生呢？」（路

10:25）這問題可以有兩個答案。倫理的答案是：做好人就可以承受
永生，例如像好撒瑪利亞人般照顧有需要的人。恩典的答案則是：要

定睛於那躺在地上的人，並且願意像好撒瑪利亞人一樣，接受那躺在

地上的人的愛。這比喻不是教導我們做好人就可以承受永生。這比喻

的中心是那個最卑微的人，即是那躺在地上、遭受忽略的人。在祂一

無所有，落在強盜手中、被虐打、遭離棄的時候，世界就改變了。當

人一無所有，神的恩典就臨到。人跟從耶穌，不能靠自己的能力，因

為他就像落在強盜手中的那人般一無所有。

十字架的福音

這比喻傳達的是十字架的福音。正因為人不能靠自己做好人，耶

穌才要死在十字架上。路加著作不斷提到，十字架是恩典的中心。福

音離不開恩典和十字架，也離不開人的無能。惟有人無能的時候，才

懂得倚靠神的恩典。路加福音有個逼切的信息：無能的人只要倚靠十

字架的恩典，就可以得到能力。人在無能的時候，可以接受一個無能

者的福音，這樣就能改變世界。

*  節錄自鮑維均：《從路加著作看顛覆現實的基督信仰》（香港：天道，
2015），頁 31-39。標題為編者所加。

好撒瑪利亞人比喻新解

閱
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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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維均博士
美國三一神學院新約教授及系主任

暢
銷

書 榜

天 道 書
2015年 11月–2016年 2月
1 從路加著作看顛覆現實的基督信仰

2 女人要愛．男人要尊重

3 始於神─創世記靈修日引

4 重新認識屬靈爭戰

5 「A 貨」信徒

6 「騎呢」信徒

7 【天註】彼得後書 ‧ 猶大書（平裝）

8 俗世聖徒─平凡人的靈性生活

9 70x 變焦讀新約

10 出於神─出埃及記靈修日引

代 理 書
2015年 11月–2016年 2月
1 家庭隨想曲

2 新編幼兒聖經第二課

3 新編幼兒聖經第一課

4 從紀念到委身─默想耶穌受難與復活 30 天

5 夫婦輔導的理論與實務（增訂版）

6 荒漠甘泉（大平裝）

7 新編小孩子聖經之奇妙恩典

8 教牧書信神學─牧養職志傳承

9 敬拜生命的主─從聖經重尋靈修的意義

10 耶穌 12 應許

「天道聖經註釋」普及版問世
「天道聖經註釋」（簡稱「天註」）向來廣受華人信徒歡迎，但

因學術水平較高，令一般讀者覺得艱深。「普天註釋」面世，是要將

「天註」普及化，使普天下華人都愛讀聖經，又深入明白聖經，讓聖

經塑造信仰群體的生命和信仰。

「普天註釋」保留「天註」的神學精髓、解經要點、作者陣容，

省去艱深難明的學術用語和原文，並加插思考問題，幫助讀者將觀念

融會貫通，反思信仰和生命，有助把所學的真理身體力行。無論是用

作個人靈命追求，或教會主日學課本或團契查經材料，都很合適。

普天註釋　《羅馬書》

鮑會園著／天道出版

2016 年 3 月初版／ 261 頁／ HK$90

你一生的使命是甚麼？
你確知上帝給你一生的使命是甚麼嗎？你確信上帝的應許會藉著

你而成就嗎？

我們憑甚麼得以完成使命，又能得著寶貴的應許？

進入迦南地是約書亞一生中信心的高峰，他看到上帝的應許雖然

延遲，但最終應驗。願上帝奇妙的工作，在我們身上留下不可磨滅的

記號，正如約書亞和以色列人的經歷一樣。

本書作者張玉明博士獲美國達拉斯神學院頒授哲學博士學位（主

修舊約），現任南加州大公園靈糧堂主任牧師、靈糧神學院北美分院

院長、尼希米國際事工協會會長。著有《永恆的福音》、《以利亞以

利沙的故事―敘事文體釋經法》。

天道聖經註釋　《約書亞書》

張玉明著／天道出版

2016 年 3 月初版／ 564 頁

平裝：HK$155　精裝：HK$185

聖研導讀叢書

出版「聖研導讀叢書」，是要簡介當代聖經研究的課題（主

要是新約聖經），成為「聖經研究」的「導讀」。

這套叢書的內容源自學術講座，本意是對聖經作新的解讀，

讓信徒管窺聖經研究的新方向。這些學術講座不是「讀經心得分

享」，旨在提供零碎的屬靈亮光，而是將古代文本置於歷史文化

處境中細究其意義，然後與當代聖經研究互相映照。現將講座內

容整理成「學術文章」，讓更多信徒可以受惠。

《唯獨聖經─聖言的詮釋與應用》

鮑維均著／天道出版

2016 年 2 月初版／ 192 頁／ HK$90

作者總結多年經驗，不單提供簡易實用的方法（字義、段

落、結構研究），也傳授正確的心法（讀者的無知、作者的深

意），並以不同體裁為例子，展示詮釋與應用的藝術；同時，在

品評釋經進路（歷史處境、當代處境、文本處境、同志釋經）之

餘，更指出應用的諸般危機（自由主義、律法主義、世俗主義、

人文主義）。

《從路加著作看顛覆現實的基督信仰》

鮑維均著／天道出版

2015 年 11 月初版／ 183 頁／ HK$90

本書引導讀者從顛覆的新視角，再讀路加著作。第一部分

透析恩典與倫理的關係，第二部分從使徒行傳的歷史文學透析生

命意義。作者指出，耶穌的死突破時空、種族的界限，叫人對

聖潔、誡命、現實有新的認識；神是歷史和萬有的主，人若降

服於祂，就脫離因果的桎梏，並吸引別人來到神面前；歷史的高 
峰―耶穌基督的死和復活―已經發生，只要傳揚福音，就能

看到神國的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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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BLOG」喜歡與父母分享陪伴孩子成長的喜、怒、

哀、樂，總相信喜樂愈分享愈多，重擔互相分擔便愈少。齊齊

努力，我們的孩子終會成為積極正向，真正喜樂、健壯的人兒。

「父母 BLOG」 

學習

•專家教細路

•父母成長路

•名人童年時

•婚姻與孩子

Facebook

•Go﹗家事新聞

•博師奶開放式廚房

成長 分享
支持

互勉學習
成長 分享

支持
互勉

網址：
www.tdww.org.hk 
Facebook：
www.facebook.com/goodnewshk

香港辦事處

地址：香港九龍新蒲崗雙喜街 9號匯達商業中心 22樓
電話：（852）2356 7234  傳真：（852）2356 7389
電郵：info@tdww.org.hk   



閱讀「爾道自建」文章步驟

點選「爾道自建 2016」
即可線上閱讀

登 入「 徒 ‧ 書 館 」 後，
選擇「靈修」分頁 1

3 2

由香港建道神學院創製的流動應用程式「爾道自建」深受歡迎，其精彩靈修資料現已

登陸「徒•書館」。該程式內容以釋經靈修為主，由「建道」多位資深學者撰寫，每

日上載一篇精彩靈修文章，現已授權「徒•書館」每日新鮮上架，供免費線上閱

讀。* 至今「爾道自建」程式已有超過七萬多人下載使用，盼望未來能接觸更多

信徒，助他們建立良好的靈修生活。

《同作門徒──耶穌門訓 24 課》

葉福成、莫瑞英著／天道出版	 	

2016 年 4 月初版／ 384 頁／ HK$110

人信主後，不一定就立刻變成合乎主心意的

門徒，當中還有一段克己的鍛煉歷程。

正如我們的「大師兄」—一眾使徒，也是

經過千錘百煉，才煉成主所喜悅的樣式。他

們的成長經歷，可供借鏡；耶穌針對他們的

弱點，而施加的身教言教，更是彌足珍貴—

因為我們和使徒都具同樣的性情！因此，我

們踏著使徒成長的階梯，一步一腳印，汲取

主的教導，相信能更有效學習如何作門徒，

履行大使命。

本書擷取了 24個主教導使徒的場景，每篇探
研一個屬靈成長課題，並有使徒為「學習模

版」，讓我們從他們的經歷中汲取教訓。本

書作者是資深牧者及心理學家，書中每章除

有嚴謹釋經外，還加插查經問題及應用建議，

有系統地引導信徒學習，是理想的門徒訓練

教材。

《從紀念到委身─

默想耶穌受難與復活 30 天》

梁美心著／明道社出版

2016 年 1 月初版／ 184 頁／ HK$85

這是較重釋義的靈修默想書，每章包含經文、

釋義、反思和禱告四部分，可用作靈修材料，

合共 30天。經文選自福音書及使徒行傳第一
章，由耶穌受難的星期日，騎驢進入耶路撒

冷開始，直到祂在橄欖山升天，天使宣告祂

會再臨地上完結。這書指出 30天的靈程方
向，讓讀者較完整回顧一次耶穌受難和復活

的故事，記念祂的十架恩情；同時受基

督捨身的愛激勵，立志委身跟從祂，在

地上踐行使命。

靈修「館」中尋
爾道自建@徒・書館

《五經神學》

黃福光著／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出版	 	

2016 年 2 月初版／ 315 頁／ HK$100

本書是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聖經神學系列」的

第二冊。五經是舊約的基石及福音的神學基

礎，它既解釋救恩的需要，也描述救恩歷史的

起始，而原罪、贖罪祭、因信稱義亦源自五

經。本書旨在介紹這方面課題在基督教正典語

境裡的討論，和涉及的神學問題。

* 欲瀏覽「徒‧書館」的書籍及資訊，請先到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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