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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退修修日日記記  
在一月的一個星期五，我們舉行同工退修日，今年的主題和內容較為輕鬆，沒有邀請專業人士分

享營商之道，或探討教會未來的趨勢，也沒有任何遊戲去銳意培訓同工的團隊精神，更沒有部門之間

的工作匯報及檢討。當天，只希望同工們在繁忙的工作中退下來，享受唱詩敬拜、安靜黙想，重尋上

帝的呼召，聆聽上帝的聲音，感受聖靈的觸動。我們心裏反思：我們為事奉主而獻上了甚麼？我們工

作的擔子只是我們獨力去承擔，還是有上帝的同工與同行？我們工作的成績就是我們個人的成就，或

是見證我們行在上帝的心意中？最後，我以一首詩歌「奉獻全生歌」及一篇禱文「聖伊格那丟努力服

務禱文」來回應，這篇禱文常在我的腦海中，經常背誦，亦是我一直以來在牧養崗位上的勉勵。 

 

 

 

 

 

 

這退修會的主題之一是「屬靈恩賜」，相信作為牧者的您，一定不會感到陌生。屬靈恩賜對我們

參與上帝工作的人十分重要，所以同工們趁著退修會，彼此數算對方的恩賜，發現大家對恩賜有不同

的看法。有人說：「你很有口才。」有人說：「你很溫柔，而且細心。」有人說：「你頭腦靈活，做事

認真！」多少時候，同工容易將恩賜與才能拉上關係。究竟甚麼是恩賜？我們可以求主給我們更多恩

賜嗎？ 

誠如羅馬書 12 章 6 至 8 節所言：「按着所得的恩典，我們各有不同的恩賜：或說預言，要按着

信心的程度說預言；或服事的，要專一服事；或教導的，要專一教導；或勸勉的，要專一勸勉；施捨

的，要誠實；治理的，要殷勤；憐憫人的，要樂意。」恩賜雖然各有不同，但各人在基督裏聯合成為

一體，「專一」、「誠實」、「殷勤」、「樂意」地發揮所長，就能產生協同效應，為主成就更大的事，讓

主得着榮耀。在基督教機構裏的事奉如是，在教會的牧養事工也一樣，你同意嗎？ 

蘇以葆主教（香港聖經公會義務總幹事） 

聖伊格那丟努力服務禱文 

聖善之主歟，求主教我等依主所應得者服事爾，使我等施與不計代

價，奮鬥不顧創傷，勞苦不求休息，工作不望酬報，只知順從上帝之旨

意。此賴我主耶穌基督而求。阿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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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合本修訂版—— 

申命記經文修訂點滴（上） 
 

摩西五經中重要的一卷書 

本期筆者要介紹申命記經文的修訂。雖然這一卷書在「摩西五經」中排行最後，但卻不可要小虧

本書。正如《和合本修訂版》聖經（以下簡稱《和修版》）在本書開首的簡介中所述，新約節錄「摩

西五經」，以申命記的次數最多，根據聖經翻譯軟件 Paratext 6 裏的 Checklist，竟多達 35 次，比節錄

26 次的創世記還要多。可想而知，新約的作者們不單非常熟悉申命記，而且對其極之重視。 

 

此外，在死海古卷無數舊約書卷的抄本殘片中，到目前為止已鑑定的「摩西五經」，也以申命記

抄本的數量最多，竟有 30 份不同的副本，遠多於創世記（20 份）、出埃及記（17 份）、利未記（14

份）、民數記（6 份）。 

 
換言之，在耶穌基督時代的猶太人中，申命記是「摩西五經」最受到重視、廣傳誦讀的一卷書。

難怪新約作者常常節錄申命記，而耶穌三次回應魔鬼的引誘，都是引用申命記的經文；他指出最重要

的誡命是「你要盡心、盡性、盡力愛耶和華──你的上帝」，也是出自申命記（6：4）。 

 
經文評鑑學影響經文的修訂 

由於死海古卷中的抄本殘片有不少申命記的經文，印證了來自古代的其他經文傳統，例如七十士

譯本和撒瑪利亞五經，因此本書在經文評鑑方面，特別多處值得落筆交待，本書卷在《和修版》裏共

有 59 個註腳，當中不少涉及經文評鑑。 

 
申命記 9 章 24 節開首的「我認識」，是翻譯原文動詞 d｀ty（動詞字根是 yd｀），但七十士譯本

在此有異文，動詞的主詞竟是指前面提過的「主」的「他」，故此撒瑪利亞五經的異文動詞 d｀tw 雖

然只差一個字母，意思是「他認識」，並非不無道理。這裏的異文按「希伯來文舊約文本研究小組」

之紀錄，評級為 C，英文譯本 RSV、法文譯本 NBS 和德文路德譯本都翻譯馬所拉文本的「我認識」，

英文譯本 NRSV、NEB、REB，以及法文的耶路撒冷譯本，則翻譯作「他認識」。《和修版》仍保留

馬所拉文本的原譯，但加註交待異文。 

 

在申命記 21 章 2 節，馬所拉文本用了一個詞，就是 shpt，意思是「審判官」，但撒瑪利亞五經在

這一節有異文，採用 shtr，意思是「官員」。由於「希伯來文舊約文本研究小組」把這個用詞評級為

C，表示有存疑，故《和修版》加註交待撒瑪利亞五經的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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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 24 章 14 節裏的一句「欺負他」，《和修版》加了註腳，說「七十士譯本是扣留他的工錢」，

原來七十士譯本得到死海古卷的支持，有異於馬所拉經文的譯法。在第一個昆蘭洞穴發現的申命記第

二份抄本副本，這裏的經文的用詞是 skr，意思是「工錢」，而馬所拉文本的用詞只不過加了一個 yod

的字母在其間，作 skyr，意思是「雇工」。這裏的異文按「希伯來文舊約文本研究小組」之紀錄，評

級為 C，表示存疑性高。《和修版》在此的正文仍然保留馬所拉文本，以及《和合本》舊譯的意思，

但加了註腳，交待有死海古卷支持的七十士譯本的異文。 

 

在申命記 28 章 22 節，馬所拉文本用了一個字詞 chrv，具有兩個可能的意思，首先是發音成 cherev

的，解釋作「刀劍」，而發音成 chorev 的，解釋作「乾旱」。古代希伯來經文的抄本，抄寫的字詞全

都只有輔音字母，沒有標音符號，因此 chrv 可以有這兩個不同的意思。拉丁文武加大譯本翻譯作「乾

旱」，但七十士譯本卻翻譯作「殺戮」，反映「刀劍」之義。《和修版》保留舊譯「刀劍」，但加註

交待有「乾旱」這另一個可能的意思。 

 
在申命記 31 章 1 節，《和修版》開首的整個句子「摩西去把這些話吩咐以色列眾人」，仍然是

根據馬所拉文本，保留《和合本》舊譯，但加了註腳，交待了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譯本在此是「摩西對

以色列眾人說完了這一切話」。死海古卷的佐證是來自第一個昆蘭洞穴的申命記第二份抄本副本，引

證了七十士譯本沒有錯譯當時所根據的希伯來原文。原來馬所拉文本中的動詞「去」，原文拼寫是 ylk，

而死海古卷殘片裏的經文動詞竟是 ykl，意思是「完成」。因此，文士極有可能在抄寫時，把動詞的

第二和第三個字母對調了，造成有兩個意思不同的用詞。 

 
申命記 32 章 8 節正文的用詞「神明」，是《和修版》罕有地根據死海古卷的佐證，而不採納馬

所拉文本的「以色列的眾子」。在第四個昆蘭洞穴發現的申命記第十份抄本副本的殘片，用詞正正就

是「上帝的眾子」，意思與七十士譯本的用詞「天使」沒有牴觸，因為在聖經時代，有時會把「天使」

稱作「上帝的眾子」（參約伯記 1 章 6 節註），古時的人也把天使或天上的生靈看作是神明，因此《和

修版》改譯作「神明」，但加註交待。由於有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譯本的佐證，「希伯來文舊約文本研

究小組」把「上帝的眾子」評級為 A，表示確定這反映了原著的用詞。 
 
同樣，在同一章的第 43 節，這是「摩西之歌」的終結，根據不同的經文傳統，這裏有幾個異文，

而《和修版》單單為這一節提供了四個與經文評鑑有關的註腳，交待這些不同的異文。來自死海古卷

的佐證，是在第四個昆蘭洞穴發現的申命記第十七份抄本副本的殘片，恰巧包含了申命記 32 章 37 至

43 節的經文。殘片開首的第一句「諸天啊，當與他一同歡樂；上帝的眾子都要拜他」，正正和七十士

譯本吻合，有別於馬所拉文本的用詞「列國啊，當與耶和華的子民一同歡呼」。英文譯本 NRSV 和

REB 都在正文裏採納了死海古卷的用詞，而不採納馬所拉經文。《和修版》仍然在正文裏保留馬所拉

文本的用詞，但加註腳交待死海古卷和七十士譯本的異文。 

 
洪放博士（聯合聖經公會翻譯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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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迎迎向向向電電電子子子潮潮潮流流流——————   

I Love the Bible 

今天，我們身邊的人喜歡談甚麼？ 

「我近日添了一部 iPhone 5，沒有甚麼特別……」 

「我就喜歡 Samsung Note 2，四核心功能，快而準…… 」 

「我想很快又要換新手機了， Window 8 手機版剛剛推出了……」 

在港鐵車廂內，最多乘客做甚麼？閱報？閉目養神？用手機玩遊戲、看電視、上網、收發信息？

訪問了 5 個六歲的孩子平日喜歡以甚麼作樂，他們的回答是： 

 爸爸、媽媽的手機：3 票 

 iPad：2 票 

 故事書：0 票（評語：悶） 

 電視：0 票（評語：一般，手機也可以看電視啦！）   

電子書的市場趨勢 

2010 年，Amazon 推出 Kindle 閱讀器，一年內銷售的電子書已超出實體書。Amazon 與  Barnes and 

Noble 已有一百萬本以上的書籍由電子平台銷售。iOS 和 Android 手機的流行，以及 Apple 推出 iPad，

Samsung 推出 Galaxy Note 平板電腦，令業界普遍看好電子書的前景。2010 年，全球電子書閱讀器銷

量達 1,200 萬台，2013 年更可達 1,400 萬台。 

我們的回應   

「我們傳揚他，是用諸般的智慧，勸戒各人，教導各人，要把各人在基督裏完完全全地獻上。」

（西 1：28）作為出版聖經的機構，縱使不大認同電子平台的銷售模式，或是偏愛傳統印刷的紙本聖

經，或是基督教的電子產品發展尚未成熟，開發費用不菲……但這些足以成為對電子聖經的開發裹足

不前的理由嗎？聖經的出版是為了使聖經普及，廣傳開去，讓人人都讀到上帝的話語。I Love the Bible 

App  就是我們出發的第一步。Bible App 包括：《和合本修訂版》新約經文、讀經計劃、聖經背景、舊

約經文輔讀、詞彙解釋等，還有反思問題、響鬧、建立群組的功能，旨在鼓勵弟兄姊妹分享聖經，彼

此祝福。我們將於下月分發馬太福音試讀版，誠邀您的支持與回應。您可以透過 info@hkbs.org.hk 電

郵我們，說明「索取 I Love the Bible App 試讀版」，我們稍後會主動聯絡，邀請您加入 I Love the Bible

行動，協助我們推廣上帝的話語，讓讀經成為我們每天生活的一部分！ 

除了 I Love the Bible App，我們還陸續開發兒童電子聖經、有聲聖經等軟件，幫助不同群體進入

聖經裏。如您有甚麼好提議，不妨與我們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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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讀得明白的聖聖聖經經經   
對失明人士同樣重重重要要要  

最新出版的西班牙文凸字聖經已運抵哥斯達黎加，此聖經採用當代的西班牙文寫成，是 Good News 

Bible 的西班牙文譯本（相等於《現代中文譯本》），十分容易明白。哥斯達黎加聖經公會籌劃將此版

本轉成凸字，讓視障人士也能親自閱讀聖經。 

哥斯達黎加聖經公會總幹事邁亞表示：「長久以來，失明人士也希望獲得以現代語言翻譯的凸字

聖經，我們急不及待把這本聖經送到他們手上。雖然現時的凸字本只包含四福音及兩個舊約故事，但

我們計劃把更多書卷轉成凸字，希望此凸字聖經能為更多失明人士帶來祝福。」 

哥斯達黎加聖經公會不但提供凸字聖經予個人和圖書館，並每月為失明兒童及其父母舉辦定期聚

會，讓失明兒童一起玩玩遊戲、聽聽聖經故事，享受歡樂的時光。另一方面，各位家長也可以彼此支

持和鼓勵，享受團契時間。故此這活動獲得很多人的欣賞及支持。 

哥斯達黎加聖經公會亦計劃透過不同的活動或服務，協助視障人士融入社會，求天父為他們預備

足夠的資金，讓此等協助視障人士的事工能繼續推行。 

負責校對現代西班牙文凸字聖經的工作人員 視障兒童在聖經公會的聚會中一同遊戲 

 

聯合聖經公會在超過 50 個國家推行視障事工，提供約 200 種語言的凸字聖經，想知更多關於世

界各地的視障事工，請按此。 

 

http://www.unitedbiblesocieties.org/news/3077-global-braille-ministry-brings-life-and-light-to-the-blind/


中文聖經
《和合本修訂版》

優惠
〔2月至3月〕

《和合本修訂版》

 大字版‧黑色精裝‧白邊

 181 x 263mm $175 $140 

《和合本修訂版》

 新約全書‧大字版‧黑色精裝‧白邊

 180 x 263mm $70 $56

《和合本修訂版》

 標準版‧紅黑精裝‧白邊

 140 x 198mm $90 $72

《和合本修訂版》

 標準版‧雙色皮面‧金邊

 140 x 198mm $160 $128

《和合本修訂版》

輕便版‧皮面拉鍊‧金 / 銀邊‧附拇指索引 

 140 x 180mm $220 $170

《和合本修訂版》

 標準版‧雙色皮面‧金邊‧簡體

 140 x 198 mm $160 $128 

《和合本修訂版》

 輕便版‧精裝‧白邊

 122 x 161mm $70 $56 

長者
聖經

個人
聖經

青年人
聖經

復活節   字體為
12
級

   字體為9 級

  字體為8 級

洗禮

八
折
優
惠

77折

2013MQ1001 （後頁... .續）

教會專享  



香港九龍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號安年大廈 902 室 
電話： (852) 2368 5147 電郵： info@hkbs.org.hk 
傳真： (852) 2311 0167 網頁： www.hkbs.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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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專享： 
復活節洗禮中文聖經《和合本修訂版》優惠 

個人聖經系列（標準版） 定價 教會專享優惠(8 折)  預訂數量 總額 (HK$) 

紅黑精裝．白邊 
神 RCU63ABK 

HK$ 90 HK$ 72 
  

上帝 RCU63BK   

雙色軟皮．金邊 
神 RCU64A 

HK$ 160 HK$ 128 

  

上帝 RCU64   

雙色軟皮．金邊．簡體 神 RCUSS64A   

個人聖經系列（輕便版）附拇指索引 定價 教會專享優惠(77 折) 預訂數量 總額 (HK$) 

黑色皮面拉鍊．金邊 
神 RCU56AZTI 

HK$ 220 HK$ 170 

  

上帝 RCU56ZTI   

金紅軟皮拉鍊．金邊 
神 RCU54AZTIRD   

上帝 RCU54ZTIRD   

綠色軟皮拉鍊．銀邊 神 RCU54AZTIGR   

長者聖經系列（大字版） 定價 教會專享優惠(8 折) 預訂數量 總額 (HK$) 

黑色精裝．白邊 
神 RCU83A 

HK$ 175 HK$ 140 
  

上帝 RCU83   

新約全書．黑色精裝．白邊 神 RCU283A HK$ 70 HK$ 56   

青年人聖經系列 定價 教會專享優惠(8 折) 預訂數量 總額 (HK$) 

橙色精裝．白邊 神 RCU53A 
HK$ 70 HK$ 56 

  

綠色精裝．白邊 上帝 RCU53   

總金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付款方式： 
 □ 現金  *只限自取；請勿郵寄現金 
 □ 支票  抬頭「香港聖經公會」，請連同此表格寄回本會／送貨時交與本會同工 
 
送貨服務（本地訂單）： 
 □ 送貨（只送港九新界車可到之處，費用每次$120；折實後訂購滿 $1,000 可享免費送貨服務）

 □  自取 
本會書室：尖沙咀漆咸道南 67 號安年大廈 902 室（尖沙咀港鐵站 B2 出口） 
辦公時間：星期一至五 9:00am - 5:30pm / 星期六 9:00am - 1:00pm（公眾假期休息） 

團體名稱：         聯絡人：  
電  話：         傳 真：  
送貨地址：   
   （如適用）
電  郵：    負責人簽署/蓋印：  

 
查詢：3184 4244   傳真熱線：2311 0167（Nick Chan）  優惠期至 2013 年 3 月 31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