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 年 5 月 非 常 忙 碌， 月
初從美國出發，先後到波蘭華

沙、法國巴黎、英國倫敦和劍橋

推廣事工，並教導「輔開思」

（FOCCUS）婚前導引員課程；
之後，返回美國與溫偉耀博士夫

婦搭配，在三藩市灣區參與講座

和春令營福音的服侍。接著，又

飛往香港主領正道福音神學院亞

洲同學會的退修營；並籌辦第一

屆香港基督徒教育大會，與十多

位分別在美國、加拿大、新西蘭、台灣、香港和內地服侍的牧者，就

「當代門徒的挑戰與突破」的課題，跟在場約 100位參加者分享。

今年 8月，女兒要離開家園升讀大學。按計劃，我本來在 6月
和 7月不時休假外遊，盡量抽時間陪伴女兒和師母，所以暑假期間只
答應了在一個夏令會擔任講員，以及主領一些主日講道。我們先後去

了新加坡和香港探親，又有幾天參加旅行團，藉此放鬆和休息。沒想

到，在這段休閒期，神仍賜我學習機會，讓我經歷了香港因修訂「逃

犯條例」而引發的「反送中」風暴。有人稱，這是一場百年罕見的政

治風暴。

百年罕見的風暴

老實說，我不太熱衷參與政治活動。我必須承認自己的軟弱，很

多時沒智慧去弄清楚誰對誰錯，總是覺得雙方都有道理和問題。聖經

說：人心比萬物都詭詐，無法醫治；誰能識透呢？（耶 17:9，《新
譯本》）

今次「反送中」事件，影響香港既深且遠。無論你持甚麼意見，

甚或不太關心和理會，你仍會被每週的遊行、衝擊或襲擊，或社會上

充斥的對立、仇恨、憤怒氣氛，影響了日常生活。不少肢體跟我說，

這場風暴令他和孩子意見分歧，家裡充滿張力。 

感謝神！面對挑戰，我常靠著聖經的話語，勝過試探。這場風暴

起於 6月 9日 103萬人上街遊行後，政府在一小時後發稿回應，認
同及尊重遊行人士的不同意見，但仍按計劃在立法會進行二讀辯論。

之後，有人鼓吹全港罷工罷課罷市，以表達不滿。有其他機構的同工

問我有何意見，令我不得不回到聖經尋找類似案例回應。最終我沒有

找到，也不敢向神（我的老闆）申報罷工。

其後，「反送中」風暴持續升溫，6月 16日再有 200萬人上街
遊行。遊行前，我看到不少教牧參與推動，甚至引用聖經經文來說明

為何要去遊行。我看到一些很好的聖經理據，也不反對以遊行方式表

達訴求，但要堅持非暴力原則。可惜，在這些論述中，有些所選的經

文有斷章取義之嫌。也因為誤解經文，一些人可能走錯了路。聖經教

導：神的話是我腳前的燈，是我路上的光（詩 119:105）。我再次深
感一本忠於原文、易讀易明的聖經，是何等重要。 

百年歷史的譯本

感謝神！《和合本》的編譯工作前後經歷了 29年，於 1919年
面世，這實在是個百年罕見的聖經翻譯工程。今年剛好是《和合本》

面世 100週年。這個聖經版本影響深遠，獲神使用，歷來銷量最高。
如此百年功勞，真是值得感恩慶幸！

到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文聖經新譯會（環球聖經公會前身），

從神領受中文聖經中國人自譯的異象，啟動了華人學者翻譯原文聖經

的重要工程；結果在 1992年譯成並出版了《新譯本》，為華人教會
提供了另一選擇，讓華人牧者及信徒得著另一種讀經感覺，另一種感

情，另一點亮光。雖然《新譯本》起初飽受抨擊，但蒙神保守，現已

廣受歡迎，為許多華人接納和使用。

百年感恩與供應

近二三十年，聖經學術硏究在質和量方面都有長足發展，更多華

人學者認識原文，可以用現代語言更精確地表達原文的意思。另外，

互聯網盛行，世界村組成，急速改變現代中文詞彙和表達的方法。加

上近代語言學和翻譯理論日益進步，環球聖經公會於 2001年成立，並
開展新的翻譯工程，在《新譯本》的良好基礎上，與時並進，精益求

精。該個嶄新的中譯本定名為《環球聖經譯本》，目標是供應未來 100
年華人信徒讀經所需。現時已有近 100位學者同心參與翻譯。《環球
聖經譯本―新約全書》已於 2015年出版；舊約方面已出版了五經和
詩篇的單行本，今年下半年將出版一卷歷史書和一卷先知書。

為感謝各位支持，今年 11月 9日（星期六）上午，我們將邀請
對翻譯聖經有興趣的牧長，經常支持我們工作的兄姊，參加我們的

「譯經大會」，主題為「譯經與釋經，譯經與宣講」。屆時，我們多

位駐會學者和聖經學者會分享在舊約譯經上的成果。如果你有興趣出

席，可藉電郵（info@wwbible.org） 報名。

福音機構常面對經費不足的問題，但神感動你們奉獻，叫我們繼

續舉辦免費講座，憑信心去經歷祂的供應，為此我要獻上感恩。隨刊

附上本機構拓展總監劉群英姊妹的信函：「誠邀您一起守護『聖經大

本營』」，祈盼你能抽空閱讀，並按感動行動。願主賜福給你和你的

一家。

百年罕見的變局

陳肇兆牧師
環球天道機構總裁（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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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9

總  裁  
心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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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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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肇兆牧師
 



中文也好，原文也好，無論是甚麼語言，都要用有限的語彙

來表達無窮無盡的概念，因此一詞多義頗為常見，這情況在常用

詞的使用上尤為明顯。以中文「日」字為例，它可以表達的意思包

括「白晝」、「一晝夜」、「時候」（例：「得志之日」）、「季

節」（例：「春日」）、「時代」（例：「今日社會」）等。然而，

「日」這個詞在具體使用中通常不會產生混淆，因為其語意範圍受語

境制約，使其中一個意思顯示出來，排除其他的意思。略懂英文的人

都不會在所有情況下，把這個詞直譯為 day。同樣，我們翻譯希伯來
文的常用詞 !wœY（yom；很多時可譯作「日」）的時候，也不應慣性地
譯作「日」，而必須注意語境及用詞搭配，才可以有準確清楚的翻

譯。以下舉出幾個例子，以資說明：

申9:1 
《和合本》：以色列啊，你當聽！你今日要過約旦河⋯⋯

《環球聖經譯本》：以色列啊，你要聽！現在你快要過約旦河⋯⋯

「現在」的原文 !wœYh'（hayyom），是「日」加上冠詞「這、
那」，很多時候可特指「今日」，但也可指目前一個籠統的時段

（「現在」、「如今」），不限於今天。本節是摩西死前對以色列人

的訓話。由於以色列人在摩西死後才過約旦河（書 1:1~2），過河前
還要在摩押平原為他守喪哀哭 30天（申 34:8），所以這裡顯然不是
指以色列人要在特定的「今日」—摩西訓話之日—過約旦河。

同樣，申命記二十章 3節是以色列人渡河作戰前摩西對他們的
訓話，真正開戰是在渡河後，所以該節的 !wœYh'（hayyom）也應理解為
「現在」（現在你們將近與仇敵作戰），而非「今日」。

申27:2
《和合本》：你們過約旦河，到了耶和華你神所賜給你的地，當天要

立起幾塊大石頭⋯⋯

《環球聖經譯本》：將來你們過約旦河，到了耶和華你神賜給你的地

的時候，你要立起一些大石頭⋯⋯

「的時候」的原文 !wœYB'（bayyom），是「日」加上冠詞「這、那」
和介詞「在」，很多時候可譯作「在那日」，即「當天」。不過，下

文（申 27:4）說以色列人要在以巴路山上立起那些石頭；以巴路山高
約 1,000公尺，離約旦河約 50公里，因此他們不大可能在渡河那天就
這樣做。再者，約書亞記八章 30至 35節記載以色列人實踐摩西在本
章的吩咐，他們是在渡河後，攻陷了耶利哥城和艾城後做這事的，所

以顯然不是在渡河那天就做。由於五經裡「日」有時可指一個籠統的

時段，所以這裡最好把「在那日」理解為「的時候」的慣用語。

耶11:4
《和合本》：這約是我將你們列祖從埃及地領出來、脫離鐵爐的那日

所吩咐他們的⋯⋯

《環球聖經譯本》（暫譯）：這約是我把你們先祖從埃及地那熔鐵爐

裡領出來的時候吩咐他們的⋯⋯

「的時候」的原文 !wœyB]（beyom），是所有格片語的「日」加上
介詞「在」，很多時候可譯作「在……之日」，即「在那日」。不

今日何日兮
    —多義詞「日」的翻譯

張達民博士
《環球聖經譯本》主編

美國費城西敏神學院釋經學哲學博士

過，神與以色列人立約是在西奈山，顯然不是在離開埃及那天，所以

這裡應是指出埃及後的一個籠統時段。

創25:31、33
《和合本》：你今日把長子的名分賣給我吧⋯⋯你今日對我起誓吧。

《環球聖經譯本》：你要先把你的長子名分賣給我⋯⋯你先向我起誓

吧。

「先」的原文 !wOYk'（khayyom），是「日」加上冠詞「這、那」
和介詞「正如、像」，在這裡是慣用語，指「首先」（參撒上 2:16；
王上 1:51，22:5；代下 18:4）。雅各要求的，不是以掃吃小扁豆羮
當天起誓出賣自己長子的名分，而是要求他吃小扁豆羮之前就起誓，

免得他吃了以後反悔不賣。

民7:10
《和合本》：用膏抹壇的日子，1 首領都來行奉獻壇的禮⋯⋯

《環球聖經譯本》：摩西膏抹祭壇的時候，眾領袖獻上祭壇啟用禮的

供物⋯⋯

「的時候」的原文 !wOyB]（beyom），是 「日」加上介詞「在」，
很多時候可譯作「在那日」。不過，摩西膏抹祭壇，使它分別為聖要

用 7天（出 29:37），領袖獻上供物要用 12天（民 7:12~83），兩
者都不止用了一天。因此，這片語應理解為「當……的時候」的慣用

語，而非「在那日」。

1 《和合本修訂本》改為「的那一天」。

《 環 球 聖 經 譯 本 》
譯 經 大 會

專題 1

譯經與釋經
（與教導查經有關）

專題 2

譯經與宣講
（與牧養信徒有關）

日期：2019 年 11 月 9 日
時間：10am-12:30pm
內容：專題、回應與討論

講員：

張達民博士

賴建國博士

彭家業博士

洪詩慧博士等
＊ 尚有其他講員參與（邀約中），
 詳情請瀏覽環球聖經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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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譯  經  點  滴



香港

w  感謝神，《環球聖經譯本—舊約全書》的摩西五經已於第二季完成出版

（圖），詩篇（卷三～五）及以賽亞書（上卷）現於編校階段，下半年將陸續

出版。求主讓一眾學者和編輯有美好搭配，也請弟兄姊妹為餘下書卷的翻譯進

度代禱。

w  今年第三季，香港環聖舉辦了 3個系列合共 9場的聖經講座，以切合信徒在信
仰、生活和神學認知上不同的需要；另開辦了 21個聖經解讀和轉化生命課程，
涵蓋新舊約不同書卷和專題。誠邀弟兄姊妹踴躍報讀未來的同類課程，裝備自

己，為主使用。課程費用全免，歡迎自由奉獻。

w  今年繼續推廣守護「聖經大本營」的籌款計劃，盼望靠賴主恩及肢體的愛心支
持，讓環聖的譯經和培訓事工得以持續發展。

w  批發倉務人手短缺，急須招聘倉務員，敬請代禱並轉介有志服侍的肢體應徵。

新加坡及馬來西亞

w  感謝主，6月份吳獻章博士在新加坡教會作主日證道，
同場同工也一起搭配，提供聖經及書籍展銷服侍，弟兄

姊妹都踴躍購買。

w  下半年每主日到教會講道及推介環聖事工的工作已安排
妥當，求主賜平安健康給兩位幹事（蒲瑞生牧師和劉

驟寬牧師），盼望能跟眾教會建立良好關係，並有美

好收穫，請代禱記念。

w  感謝主，劉驟寬牧師（圖左）在 7月 22至 24
日，獲准在聖公會沙巴教區樂齡大會中推介《新

譯本》和擺設書攤。另外，劉牧師又獲邀在巴色

會夏南南堂擔任一年一度的宣教大會講員。願主

賜福和使用劉牧師的服侍，讓信徒得蒙造就。

w  9月 19日，劉驟寬牧師獲邀到沙巴神學院主領一堂特
別講座：「中文聖經面面觀」，當中會特別介紹環聖事

工和《新譯本》；同場也會擺設書攤，服侍學院同學。

台灣 

w  6月 21至 22日，唐子明博士於桃園石門水庫教會主領
「中文聖經翻譯故事系列」講座（圖），感謝合辦單位大

力推動和支持，也為出席講座的牧者及弟兄姊妹能更了解

《環球聖經譯本》而感恩。

w  吳獻章博士將於 11月 2日到新竹聖經學院，主領聖經專
題講座。求神藉著吳博士對聖經的精闢分析和運用，使參

加的牧者與弟兄姊妹在屬靈上有豐富領受；也請為相關的

宣傳及報名工作代禱。 

美國

w  本年度開展的「教牧同工加油站」，為灣區牧者及青
年傳道人提供專屬服務平台，就靈命、事奉、家庭、

婚姻、講道、團隊建設、處理衝突等課題，以座談形

式促進深入分享，讓同工得到幫助，事奉得力。本年

度的分享嘉賓包括：劉富理院長、溫偉耀博士、林國

亮院長、林永健牧師、馮秉誠牧師、鮑維均博士等。

w  第四季續辦環聖專題講座（圖），
服侍北加灣區教會：

 9月 19至 21日 鮑維均博士  
 聖經專題講座 

 11月 23日  梁美心博士   
 第二聖殿

  聖經專題講座

w  屬靈閱讀可以造就會眾。在教會舉
辦書展，不僅可省卻交通往來書展

場地的時間，更可帶動教會的屬靈

閱讀風氣，歡迎教會聯繫協作！也

請為我們的書展義工團隊禱告！聯

絡電郵：christina@tdcma.com。

澳洲

w  感謝主，天道書樓董事蔡志輝先生於 5月 3至 12日蒞臨悉尼，主領
一連串佈道培靈會，包括：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培靈佈道會和福音

主日，悉尼餐館福音團契的培靈佈道會及餐會（圖）；同時推介其著

作：《至尊之路—從屋邨仔到上市集團主席》。

w  9月 20日，與比華利山華人浸信會合辦舊約聖經講座「與神有約」
（粵語），由梁潔瓊院長主領。請為梁院長大作（《恩約永續—舊

約神學解讀》）能如期出版，並於講座前運抵澳洲代禱。 

w  11月底，與展愛堂於悉尼合辦聖經講座，由賴建國牧師和師母主領。
求主使用賴牧師和師母，以神話語造就更多弟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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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維均博士
美國三一神學院新約教授及系主任

今天，我們選擇禁戒一些事情來記念耶穌基督為我們死，例如禁

食。信徒應否禁食？若應該的話，要如何禁食？其實，屬靈操練對我

們是否有益，視乎我們操練的方式、原因與目的。不同的宗教雖然有

一些共同的禮儀或行為，但其方法、原因與目的各有不同，而這些正

可反映出基督教與其他宗教的分別。以下從這角度來看馬太福音第六

章論禁食的經文：

你們禁食的時候，不要像偽君子那樣愁眉苦臉，他們裝

成難看的樣子，故意向人炫耀他們在禁食。我實在告訴

你們，他們已經得到了他們的報償。至於你，你禁食的

時候，倒要潤髮洗臉，免得向人炫耀你在禁食， 只要讓

隱祕中的父知道，你那在隱祕中察看的父就會給你賞報。

（太 6:16~18，《環譯》）

偽君子的炫耀

偽君子禁食，是在「炫耀」甚麼（太 6:16、18）？其他宗教怎
樣禁食？信徒又該怎樣禁食？

聖經的禁食與其他宗教有顯著的分別。新約學者指出，聖經的禁

食是人在事情發生後自我降卑認罪，聽從神的話去行；其他宗教的禁

食是在事情發生前，人要求神按照他的意思去行。這是兩種不同的宗

教操練、禮儀和神學，反映我們視誰為主人、誰為僕人。

禁食是所有宗教共有的操練，基督教的獨特之處是用來向神表達

自己的無能。相反，其他宗教的禁食是為了操控。最基本是操控自己

的身體；也有些少數群體禁食，是要操控社會和意識形態、表示對主

流群體的厭棄，或對外界的一種控訴。此外，有些人甚至要藉著禁食

來操控神。假如我們藉著禁食來炫耀自己，表現自己的偉大，能夠控

制自己的身體、社會，甚至神明，這就是假冒為善的行為，因為禁食

本該表達自己的無能。

隱密中的認信

馬太福音第六章論到施捨、禱告和禁食，都說要「在隱密中進

行」（6:4），是否表示要有這些行為卻不可讓別人知道？然而，耶
穌曾經說：「同樣，你們的光也要照耀在眾人面前，讓他們看見你

們的好行為，就把榮耀歸給你們在天上的父。」（5:16）那麼，「隱
密」究竟是甚麼意思？

「隱密」一字也在聖經別處出現：「做猶太人是在於那隱而不

見的內心，割禮也是心裡的，倚靠的是聖靈而不是律法條文」（羅

2:29）。這裡的「隱而不見的內心」就是「隱密」。神要求我們接受
隱密的割禮，意思不是要我們暗地裡受割禮，乃是要在心裡受割禮。

誰能為人的內心行割禮？人不能夠，惟有神才能夠，所以這完全是神

的工作，完全彰顯人的無能。在隱密中禁食是表達一種認信，承認我

們自己做不來，只能靠賴神的工作。

總結

這是我們在四十天預苦期要做的事情：把一切引以為傲的事物陸

續放下，因為至終來說是耶穌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一切。因此，預苦

期的禁食不是要證明我們多麼厲害；相反，是要表達我們的無能，好

叫我們看見神大能的彰顯。如果禁食的目的是控制，就不如不禁食；

如果禁食是表達我們不能控制，把一切歸給神，禁食也無妨。其實，

即使不禁食，我們也有別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軟弱無能，例如禱告和

施捨。預苦期提醒我們，重要的不是我們做了甚麼，而是神為我們做

了甚麼；最完美的祭不是我們獻上的，而是由耶穌基督獻上的。

*  節錄自《從記念神恩到重整現實─聖經節期的神學反思》，頁 147-159；
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預苦期
  禁食的神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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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節期的神學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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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筆者看來，《等他自己情願―雅歌的愛情故事》是一個大

膽、敢於冒險的嘗試，作者黃天逸博士試圖在有限的篇幅，把相關的

聖經研究與婚姻家庭理論結合起來，讓讀者在了解雅歌說甚麼之餘，

亦知道可以怎樣把經文信息應用到伴侶關係去。之所以說此舉既大

膽、又進取，因為一本遊走於兩個學術範疇的著作很容易招來抨擊，

吃力不討好。不過，作者仍冒著被專家剝皮拆骨的風險寫下本書，可

見他內心有著多強大的熱情和使命感。假如筆者沒看錯，作者是希望

藉本書來幫助讀者建立更成熟、健康和長久的戀愛婚姻關係；作者選

取雅歌，正正由於他確信這書卷充滿著相關的描述、表達和教導。從

這個角度看，作者提供了一個獨特的向度來幫助弟兄姊妹閱讀一本容

易被忽略的書卷，同時通過介紹相關的婚姻家庭理論，使我們多點關

注在建立親密關係上容易忽略的事情。筆者認為，這是本書最大的貢

獻和價值。今天我們在市面上，可看到不少解經書及助人成長和建立

婚姻家庭的書籍，但是一本能夠將釋經和輔導連結起來思想的著作，

卻付之闕如。作者勇於接受這個挑戰，力補這方面的不足，實在叫筆

者佩服萬分。

筆者認識作者接近二十年，是筆者在許多方面的同行者、戰友。

在建道神學院接受神學訓練期間，筆者已看到天逸牧師（當時還未按

立）對聖經研究有很大的興趣和熱誠。大家或許不知道，畢業時他是

以聖經研究主修取得道學碩士學位呢。成為教會的牧者後，天逸仍努

力鑽研聖經，為的是要預備講道，和教導主日學。天逸常常跟筆者

說，教授主日學，讓弟兄姊妹明白上帝的話語，是牧者不可推卸的責

任。記得每次到教會探望他的時候，筆者總看到幾本有分量的釋經書

放在桌上。相信本書就是他過去努力研讀聖經的成果。

後來，天逸牧師轉去鑽研輔導學，因為在牧養過程中他越來越

肯定，牧者不能沒有這方面的裝備和知識。所以，本書也是他多年來

參與輔導學習和牧養的心得。認識天逸牧師的人都知道，他是個很有

理想和原則的人，感情也相當豐富。在學院裡，他認真教學，亦關心

同學在學業、交友和婚姻上的需要。同學都喜歡找他傾訴心事，尋求

李文耀博士
香港建道神學院神學系助理教授

幫助。在與天逸同行的這些年間，筆者也曾獲他給予許多寶貴意見，

包括感情、婚姻及教養孩子等方面。當天，筆者可以放膽前往德國進

修，天逸牧師的「背後發功」也相當重要。無論如何，本書是他努力

的成果，結合聖經研讀、教牧關懷與個人品性於一身。筆者在閱讀時

也得到不少啟發和幫助，字裡行間彷彿看到作者在場跟我說話似的。

雅歌是一卷不容易閱讀和明白的書卷。衷心希望本書能增加信

徒、牧者閱讀此書卷的興趣和了解，同時能幫助讀者在每段感情關係

的開展和維持上都得到建立，讓三一上帝在人際關係的健康發展下得

著榮耀。

* 節錄自《等他自己情願》，頁 vii-ix；標題為編者所加

《等他自己情願─雅歌的愛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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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
名
上季
排名

書名 作者

1 2 茁苗—初信栽培手冊（繁／簡合計） 盧宏博

2 6 精煉舊約—文體、信息、生命、事奉的融貫 吳獻章

3 — 女人要愛・男人要尊重
埃格里斯

（Emerson Eggerichs）

4 1
聖召出聖徒—
由內而外的門訓四十二章經（繁／簡合計）

高銘謙

5 — 童來靈修聖經
畢德生

（Eugene H. Peterson）

6 —
俗世洪流中的堅信—
從教牧書信看顛覆現實的基督信仰

鮑維均

7 新書 以賽亞書（40 ～ 66 章）—末世展望中的安慰 曾立華
8 — 五經導讀 賴建國
9 8 舊約之彌賽亞 聶錦勳
10 新書 普天詮釋・啟示錄 鮑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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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一本「回歸基本」（back to basics）的書，是作者這 30年
作為信徒、牧者、神學院老師對靈命塑造與生命成長的反省探索、整

理與總結。

書中針對當今信徒（其實也包括教牧）靈命的三大危機（頭腦

與內心失連、肢體關係疏離、靈命與事奉割裂）作分析，然後詳細地

為每個危機提供出路。作者的建議不單有扎實的理論基礎支持，同時

教導我們在日常生活與忙碌工作中可以怎樣實踐出來。更重要的是，

她不是只想解決問題或提供答案，而是將一個異象重新擺在我們面

前：神想我們成為一個怎樣的人？我們可以在每日生活中，怎樣讓祂

在我們裡面作工，且與祂同工？我們羨慕這成長方向嗎？有了異象及

渴慕，我們才會有動力願意去跨越障礙，持續追求成長，生命更像基

督！這豈不也是使徒保羅的心志：「這並不是說我已經得著了，已經

完全了，而是竭力追求，好使我可以得著基督耶穌所以得著我的」

（腓 3:12）？願這也成為每個跟從基督的人的心志！

孫國鈞牧師・香港宣道會沙田堂顧問牧師

離地信仰下的

      靈命塑造
本書由問題開始，教你深思：「為何 A姊妹沒有為一件嚴重影響

到她生活的事，更積極地祈禱？」本書並非沒有提供答案，你會喜歡

看下去的。

到本書結束，也同樣有個值得思考的問題：「若你相信你會永遠

活著……你會成為怎樣的人？」就我現在這個樣子，真的會進入永恆

嗎？直到主再來的日子，我想成為怎樣的人？……

在這兩個問題之間，作者勾畫出靈命成長的危機、進程，以及在

神眼中自己受造的目的。書中提到成長的阻力與助力，但加入了渴想

與祈求，這樣不致令整個論述停留在知性的層面。然後，作者又讓我們

知道，靈命並非個人的事，靈命與教會使命是分不開的。感激作者對教

會抱持正面的信念，無論從聖經教導、個人牧養或教學體驗方面來說，

她都不會抽離教會來談靈命，因為這就是基督的新人類。

最後，筆者喜歡穿插在書本中作者的個人故事，它使人讀起來很有

感覺，全都是實際的個人體驗，顯示出靈命成長是真實可行的；而且篇

幅長短恰到好處，讓讀者從人的不能看見神的大能，使人敬服神的作為

與智慧。

筆者樂意推介黃韻妍老師這本謙卑又令人戰兢的大作。好書。

何傑牧師／博士・香港 611靈糧堂牧師

＊節錄自《讓明光透現》，頁 vi-viii；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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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曆 特 點

✶	 《心靈關懷》藏著 12 句聖經金句（中英對照），

 讓你每天重新得力。

✶ 附有環球聖經公會全年讀經計劃。

✶ 全年農、陽曆及香港公眾假期，並附設美、加、

 澳、中、台、新及馬等公眾假期。

✶ 記事空間充足，附加基督教實用網址

 （參以下 QR Code）。

✶ 教會、機構及公司集體訂購 100 個或以上，

 可免費代製作附加資料。（其他面議商談）

「談天說道」專欄逢週一至週五刊於《明報》，藉著社會大眾關心的題目、時事

及信徒見證，宣揚基督的真理，將福音帶進人群。

“關懷 Day by Day” 讓弟兄姊妹參與此福音事工，共同宣揚大好信

息，一同為主作見證，與人分享主的愛，將人領到主面前。在屬於你的特別日子，奉

獻支持報章出版，為你的那一 “Day” 增添新意義。

2020

浸禮紀念

生日

結婚週年

感恩／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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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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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小時讀通以弗所書》

張穎新著／天道書樓出版

2019 年 7 月初版／ 234 頁／ HK$85

本書由 30篇精練易明的文章組成，幫助讀者用
7小時讀通以弗所書；又配以「情理兼備讀經法」，
使經文連於靈性和日常生活。以弗所書是保羅的「監獄書信」之一。

雖然保羅身陷囹圄，他所寫的這封信卻洋溢著積極奮進的氣魄。藉著

研讀以弗所書，我們可認識到信徒在基督裡享有的豐盛福分，心存感

恩，展現出教會這個屬靈群體的兩大特徵，就是合一和愛心；並且學

習倚靠神的大能大力，抗衡邪惡世代的潮流。

《與猶太人樂談信仰》

勞朗迪（Randy Newman）著／翻譯小組譯

天道書樓、選民事工差會出版

2019 年 5 月初版／ 156 頁／ HK$80

你有否想過找一本理想的「小型工具書」，學會

與猶太人溝通呢？當你更了解猶太人的思維、特徵及與他們對答的技

巧，就必會更有自信與喜悅，和他們交流信仰了。本書是目前唯一同

類型的中文書籍，易讀易懂易學會！內容主要有兩部分：（1）認識
猶太人―描述猶太人是怎樣的，以及猶太人相信些甚麼；（2）接
觸猶太人―包括藉著禱告來建立友誼、以聖經為本、回應對方的抗

拒理由、說話有智慧，以及將人帶進彌賽亞的身體。

《約翰福音》	 	 	 	

鍾志邦著  

2019 年 4 月初版／ 368 頁／ HK$115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馮蔭坤著

2019 年 5 月初版／ 268 頁／ HK$95

《使徒行傳》	 	 	 	

張永信著

2019 年 7 月初版／ 524 頁／ HK$135

《國度語彙》（Kingdom	Speak）

Jo Ann Yau 及 Qiu Sheng Lung 著

環球聖經公會出版

2019 年 4 月初版／ 184 頁／ HK$100

本書針對正在學習中文（普通話或粵語）的非

華語基督徒，幫助他們與華人談論和分享信仰，參與聚會，並以中文

為他人禱告。藉著本書，讀者可以：(1)找到英文基督教詞彙的對應
中文用詞；(2)根據「漢語拼音」和「耶魯式廣州話拼音」的發音指
南，輕鬆讀出中文詞句；(3)使用聖經書卷簡寫列表，快速識別中文
聖經段落；(4)用中文為他人祈禱甚至撰寫禱文；(5)在互聯網受限制
的地區，擁有寶貴的中文基督教資源。

新增

如有家人患上精神病或腦退化症，照顧者在體力、情緒、社交甚至經濟上

都會承受極大壓力。很多會心力交瘁，有些甚至因承受不了而絕望放棄。作為家

人和照顧者，如果對這些病症認識不足，或未能調整心態，很容易會走進孤單及

委屈的困局。

本書作者家中同時有患思覺失調的姐姐和兩個患腦退化的老人家，你可能

覺得這是完全不能負荷的擔子。當我看過她的作品後，實在感到不可思議，也深

深被她坦誠的分享打動了。我特別欣賞作者透過平實的筆觸，以「過來人」身份

分享自己的掙扎、磨練和跨越，從很多人認為是「悲劇」的環境中，沉澱出真摯

的喜樂、欣賞和感激，沒有咒詛，只有祝福，恍如在黑暗中燃起點點燭光，予人

「希望」，予人「溫暖」。此外，書中每章的生活錦囊，都是從實戰中總結得來

的寶貴經驗，深信對同樣身為「照顧者」的讀者非常受用。

* 節錄自《夜幕燭光》，頁 viii-ix，標題為編者所加

《夜幕燭光──照顧「三寶」的校長》

羅懿舒著／天道書樓出版

2019 年 6 月初版／ 208 頁＋ 8 頁（彩色）／ HK$80

《慢活的一年》

蔡以瓦著／個人出版

2019 年 7 月初版／ 215 頁／ HK$85

慢活，始可細嘗生活的味道；

痛苦，領人體悟生命的甘美。

作者飽受濕疹煎熬，毅然決定停工一年，開展不一樣的慢活日子。期間，

她記下所思所感，談慢活、旅遊、家人和童年、人生選擇、濕疹、教學，以及感

情，沒有高言大智，看似只是一名尋常女子的尋常生活絮語，卻盛載繁忙都市人

不經意忽略的體會。然則，豈能只道是尋常？

誠邀您呷一口茶，捧讀本書，靜聽作者與您閒話日常，消受半晝的安憩。

黃仁龍
精神健康諮詢委員會主席

不能忽略對「照顧者」的照顧 1.  舊約神學─從創造到新創造／黃儀章

2.  神學方法論／陳俊偉（編著）

3.  五經導論／賴建國

4.  二十世紀神學選讀／楊慶球	

5.  普天註釋．約翰福音／鍾志邦

6.  普天註釋．啟示錄／鮑會園

7.  守護在生死邊緣的孩子─同行者手記／吳嫣琳

8.  跨越─傾聽安寧者心聲的五課／陳偉雄

9.  新約釋經講道學／楊詠嫦

10.  舊約之彌賽亞／聶錦勳

11.  畢德生之牧職召命的聖經靈性學─一個牧者塑造的模式／廖金源

12.  再向苦路行─預苦期靈修默想／莫瑞英、葉福成

13.  相伴一生─婚前輔導實務手冊／黃天逸

14.  相伴一生─婚前輔導伴侶手冊／黃天逸

15.  天地匠人的模造─由內而外的 365 天生命蛻變（簡體）／高銘謙

16.  和平之子／陳國偉

訂 閱 電 子 書

（2019年 1-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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