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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幹事的話/ 鄭正人 牧師

文字宣教事工
—— 台灣聖經公會總幹事就任詞
各位主內牧長、兄弟姊妹大家平安：
首先感謝天父上帝讓我在除了教會牧會
服事之外，還能透過機構有不同的服事。第
二，也感謝台灣聖經公會董事會，讓我有機
會來參與文字宣教的神聖事工。
更感謝這麼多牧長、兄弟姊妹的蒞臨，
給我極大的鼓勵，當然相對的，也帶來了正
面的壓力與責任。
台灣聖經公會長久以來在會友的心中有
兩個不正確的看法：
1. 認為台灣聖經公會是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的機構。
2. 認為台灣聖經公會是書商，不過它只有單
一產品：聖經。
感謝主，今天有機會對這兩點說明與澄

名單：賴炳烔牧師、蔡仁理牧師、賴俊明牧
師、蔡鈴真牧師。
2. 11位董事中有過半的6位董事是台灣基督長
老教會的牧師或長老。
3.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期在人力、財力支持
台灣聖經公會聖經的翻譯。

清：
首先，台灣聖經公會不是屬於台灣基督

從這三點來看，難免大家會認為台灣聖

長老教會的機構，但是跟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經公會是屬於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的機構。非

卻有很親密的關係與互動：

常感謝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長久以來的支持，

1. 台灣聖經公會前四任總幹事都是台灣基督

更盼望在未來，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繼續全力

長老教會的牧師。程序單上有歷屆總幹事

(文章接續第2頁)

本會每季《現代人的福音》刊登於台灣聖經公會網站www.bstwn.org上，若您方便上網查閱而不需收到紙
本季刊，請以Email:service@bstwn.org通知我們，留下您的姓名及地址，請多響應本會環保之舉，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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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任篇
支持；再加上各教派的支持，讓台灣聖經公會這個宣教機構能
夠服事眾教會。
台灣聖經公會主要的工作不是只有出版、發行聖經，若是
這樣，它這是一個書商。聖經公會的宗旨是：「讓每人能以負
擔得起的價錢，買到看得懂的聖經。」所以我們的使命，就是
想辦法降低成本、翻譯各種語言的聖經、出版幫助明白聖經的
研讀本、甚至舉辦詮釋講座、詮釋營、或是主辦透過實地旅遊
讓聖經更加活起來的聖經旅遊。
和合本聖經已經發行95年了，其版權歸屬有些模糊，所以
市面上多了幾家所謂的聖經公會，以和合本為主，再加上一些
在某方面有幫助的文章、經節整合發行聖經。但是台灣聖經公
會沒有出版這種變化的聖經，反倒是努力於不同語言的翻譯，
目前已完成新舊約整本的有客語、阿美族語、太魯閣語；完
成新約、部分舊約，或進行中的有：排灣語、布農語、泰雅爾
語、魯凱語、達悟語、鄒語。至少還有八族的語言需要努力。
另外，每20-25年每種語言都需要再修訂，因為每一代的
用詞都不太一樣。聖經翻譯是一條不歸路，永無止境。需要大
家持續的關心、代禱。
這些少數族群語言的翻譯，都注定是賠錢的事工，因為每
種語言都只會賣出幾千本而已，主要是年長者在使用，年輕的
大部份使用中文聖經。投資在翻譯的時間、人力，根本無法回
本，但為了年長者能讀聖經，更重要是能讓該族群可以有自己
的文字來將文化保留下來，所以台灣聖經公會要繼續努力，盡
力能完成所有台灣族群語言的翻譯。
在十年前，台灣聖經公會開始進行一個鉅大的事工，就是
要出版華人自己編寫的研讀本聖經。到目前已出版5本，包括9
卷書：創世記、路得記、加拉太書、提摩太前後書、提多書、
約翰123書。年底前還要出一本：歌羅西書、腓利門書。資料
在等下的紀念品內有。
現在市面上的研讀本聖經都受到頁數的限制，最多只能
約三千頁，所以有很多資料無辦法放進去，但台灣聖經公會出
版的研讀本是以相關的書卷為一本，所以比較可以不受頁數限
制，單單創世記就有384頁，可以想像其資料一定非常豐富。
它能夠使用於研經、靈修、小組查經。今天感謝大家關心台灣
聖經公會，所以要送大家這本創世記研讀本，盼望能成為大家
的幫助，也盼望大家能幫忙推廣。
台灣聖經公會不能單單靠賣聖經來生存，因為每人一生會
買的聖經有限，若這樣，翻譯、寫研讀本等的費用要如何籌湊？

總幹事的話
1. 要鼓勵大家買台灣聖經公會出版的聖經。
2. 要邀請大家參加會員，長期贊助。
3. 多多為台灣聖經公會奉獻，例如：企業、公司贊助某個活
動，或翻譯事工，專款專用。就像耶路撒冷旅行社出錢、出
力讓詮釋營、詮釋講座能持續舉行。我們甚至能夠預立遺
囑，將遺產捐給台灣聖經公會，這些都非常有意義，同時也
是積蓄財寶在天上，必受紀念。
研讀本計劃在十年內全部完成，而每年的經費約八百萬，
我們需要至少八百位勇士，每人每年奉獻一萬元，或每月奉獻
1,000元，讓我們大家一起來關心、努力。
不只研讀本而已，盼望大家在明白台灣聖經公會的負擔
後，都能成為台灣聖經公會的會員，長期來支持台灣聖經公會
這個宣教機構。也盼望常常為我代禱，本來能夠在已經習慣的
牧會來服事，再經過5年就盡程退休，但現在好像小白兔進闖
叢林，需要有屬天的智慧與能力，需要大家的代禱與支持，才
可能完成上述的目標。
最後願上帝賜福，祝大家身體健康、靈命進步、更加熱心
於上帝國的事工。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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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篇
■梁望惠牧師 / 聖經公會翻譯顧問

2014年8月18-20日個人代表台灣聖經公會前往香港中文
大學崇 基學院 神學院，參 加第四屆國際華 裔聖經學術 會 議

記第四屆國際華裔聖經學術會議
——

在聖經中合一

(International Congress of Ethnic Chinese Biblical Scholars, 簡
稱ICECBS)。這次會議與會者九十多位，來自十二個不同的國
家，總共發表了39篇論文，除了由國際知名華裔聖經學者蕭俊良
(Dr.Seow, Choon Leong)專題演講之外，大會演講有10篇論文，
分組研討有28篇論文。
ICECBS是由蕭俊良博士在十年前所發起，正如手冊簡介
所言，眾多的華裔聖經學者雖然在廣闊的聖經領域孜孜耕耘，
但是在新加坡、台灣、香港和中國，他/她們是宗教上的少數，
而在菲律賓、北美和歐洲，他/她們是族群上的少數。正因為
具備這個「邊緣性」的特性，華裔聖經學者能夠站在一個有利
的地位，即「後殖民」的角度，來和主流文化及世界頂尖的聖
經學者們互動。有鑑於此，這個會議的主要目的在於尋找、鼓
勵、支持散佈於亞洲及世界各地的華裔聖經學者，並且戮力發
掘下一代人才。本次(第四屆)會議並且表揚了十位「前輩」，
希望後進能夠追隨他/她們的腳蹤，繼續在相關領域努力研
究。聯合聖經公會資深翻譯顧問Daud Soesilo博士除了受邀作
大會講員，同時也在接受表揚的「前輩」之列。
參加這個會議，可以說開了眼界，因為與會學者學有專
精，論文發表的題目不限，從聖經對教會的實質作用(以約伯
記為例)、某段經文所透露的當時社會實況(以利亞和以利沙時
代)、聖經與華人社會與文化的互動、語言文脈與聖經翻譯、
約伯記中的文本互涉、雅歌書中的情感、傳教士對聖經漢譯例
子的討論，一直到針對當代學者思想的論述，如德語聖經學五
經形成研究的近代趨勢、邁蒙尼德(Maimodines)對亞伯拉罕捆
綁以撒的解釋、從烏加列文獻看上帝說要保護耶路撒冷、從約
的角度看恪守宗教律法的行為(Covenantal Nomism)、華裔美
國人針對孝道、工作倫理和自給自足等議題與路加福音的耶穌
對話等等。
台灣聖經公會贈送與會學者每人一本創世記和加拉太書
新標點和合本的研讀本，並由彭國瑋博士詳細介紹該研讀本作
為翻譯活動之事工，是在目的論(skopos)的翻譯理論之下，提
供給讀者對於聖經較為周全的認識，這是任何單一翻譯經文所
不能及，也是其他譯自外文的各類研讀本所不能及。
個人在分組時討論「中文聖經中受詞所有格的翻譯」，

例如啟示錄「為耶穌基督作見證」(受詞所有

帶有一些權威感呢？

格)，也可以採用主詞所有格用法，譯為「耶

如果聖經要在一般公眾的社會中流傳，

穌基督的見證」，甚至有可能後者較佳；詩篇

採用「功能對等原則」翻譯的「現代中文譯

19:9和合本用「耶和華的道理」，原文直譯是

本修訂版」，可能是一項不錯的選擇。因為

「耶和華的敬畏」，由於是受詞所有格用法，

它不拘泥於原文的語法和形式，翻譯時著重

和合本修訂版譯為「敬畏耶和華」。這一類

於「意義相符、功能對等」。有時轉換一個說

的例子聖經中非常多，例如「耶和華的驚嚇」

法，比逐字逐句跟隨原文更容易明白，而在意

(賽2:10, 19, 21)、「雅各的殘暴」(俄1:10)、

義上又與原文相符合，何樂而不為？對沒有

「獨子的悲哀」(摩8:10)等等，在文中歸納出

接觸過聖經，未經和合本洗禮的一般社會大

幾個辨識與翻譯原則。

眾，這一個譯本是很好的入門。如需轉譯成其

華人教會大多數是宣教士建立的，因此

他語言，或作少數民族族語聖經翻譯的參考

對聖經的看法也深受宣教士的影響，認為聖

文本，它可以說更加合適。該研讀本進一步

經是教會唯一的權威，是認識上帝的途徑，

提供一些歷史、地理的背景資訊，並對爭議

是信徒道德生活的最高指引，也是紛亂生活

性的經文提供簡要的解說。現階段很多閱讀

中的心靈慰藉。但誠如盧龍光院長所言，聖經

義工已經逐卷試讀，期待新舊約全書的研讀

不單是宗教典籍，教會的資產，更是世界文明

本能夠在2015-2016面世，服務廣大的社會人

的遺產。因此，聖經可以從文學、歷史、社會

士。

學、心理學、考古學等多方面的進路來研究，

來自中國河南的學者在分組研討時強力

也應該在公共領域中受關注、被討論。中國近

建議，從事聖經翻譯時務必留下大家討論與

年來在公立大學設立「聖經文學研究所」，研

爭議的重點，例如宣教士就曾經為文討論「葡

究的學者不必然是信仰基督的信徒，可能也

萄酒」這個譯詞是否恰當，稱呼上帝用「你」

正是這個緣故。

是否不敬等等。這些紀錄都可成為以後從事

參加這個會議讓我們思考一個重要的議
題：聖經只能在教會內閱讀嗎？聖經研究是

歷史研究寶貴的資料，也可作為其他各個翻
譯計畫之參考。

基督徒的專利嗎？聖經可以從世俗廣泛的角

這次與會的成員們說，Bible unites us，

度來研究嗎？這個問題和現階段我手中正要

Biblical studies unite us。長時期在聖經公會

完稿，台灣聖經公會明後年打算推出的「現代

事奉的人也要說，聖經翻譯、聖經出版、聖經

中文譯本修訂版研讀本」息息相關。這一兩

分發等事工把我們緊緊結合在一起。上帝的

年來心中一直在想，究竟聖經是要讓人看得

話是世界的光，不單向基督徒說話，也要向全

懂，普遍化，或者要讓人讀不懂，高高在上，

世界的人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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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篇
■徐淑貞 / 台灣聖經公會副總幹事

長久以來，聖經公會不單是以聖經的翻譯出版為宗旨，
更也以聖經的推廣事工為己任。隨著教會基督徒的年長與新
世代的更替，我們突然發現4-14歲的基督徒人口成了現在亟需

聖經公會 與 福音推廣事工

注意的對象，這個年齡帶的人口獲取知識的方式因為智慧型
行動載具的問世而有不同；換句話說，他們是使用智慧型手機
或是平板電腦的一群，習慣利用社群網站（如Facebook）和朋
友聯繫，交友圈子廣大但是熟識不深，熟捻使用搜尋引擎（如
Google）找資料，讀取豐富但是判斷能力不足。聯合聖經公會
有鑒於此，常年分區舉辦聖經事工分享研討會，希望藉此平
台，讓全世界的聖經公會們都能機觀摩學習，看看如何在屬世
的大眾中讓上帝的話語更加活化。今年的聖經事工研討會由
新加坡聖經公會主辦，邀請了亞洲區各國參加，與會者除了日
本韓國、台港星馬、菲律賓、緬甸、中南半島等，此次還有印
度、孟加拉、巴基斯坦等地，外加澳洲、紐西蘭以及英國。
英國推行了有趣的the Pitch，這是一個鼓勵基督徒拍攝微
電影表達福音與世人關係的事工。由英國聖經公會舉辦比賽
公開徵求，入選作品的作者還將由聖經公會安排獲得到美國好
萊塢Hollywood製片廠參觀，接受電影公司導演的指導。看到
試播影片，可感到新世代對福音追求的方式真的是大不相同。
菲律賓聖經公會推出Bible Run「為聖經跑步」演變至今年有
超過五千人報名參加。由於兼具跑步風潮與主題，參加的對象
不拘於信仰，不但是基督徒、天主教徒，甚而引起許多非信徒
的學校師生也都熱烈參與；該活動明年預計挑戰萬人記錄。
而新加坡表示與以色列駐星大使館合辦了「彩繪聖經比
賽」，由於兩國的民眾跨國參加，形成活潑的文化色調，也間
接促成了國際外交行誼。日本聖經公會則舉行了全國性的背經
比賽，先在日本當地各區舉行巡迴賽，並由各區的決勝者進入
東京的總決賽；冠軍者為了所代表的教會無不盡全力角逐。
此外，在有些信仰限制無法公開的國家，推廣聖經的方法
就須隱晦許多；如中南半島的寮國，越南，柬埔寨等。該地區
由於尚屬共產國家，信仰雖然還不能開放談論，然而卻有經營
印刷廠的共黨幹部，因為拿到大量的聖經訂單，使得經營得以
維持，與聖經事工產生了脣齒共生的現象，成了奇妙的見證。
也有回教國家如巴基斯坦聖經公會，自家成立了一個聖經圖書
館，內有各仿抄本羊皮古卷，也有各式考古出土的古文物如錢
幣，陶壺燈，甚或縮小尺寸的聖殿模型等等。由於巴基斯坦乃

回教國家，有關基督教收藏自然稀少，連該國
的國家圖書館館長都率員前來參觀。
台灣聖經公會曾經於2000年起先後推動
兩次「手抄聖經運動」，由眾多教派熱烈參與
也獲得全國性報紙與電視媒體的注目。爾後
更蘊為風氣，帶動眾多教會呼籲會友們共同
為教會抄寫聖經，成為各教會保留長存之寶。
而此「手抄本聖經運動」也得到聖經公會會
員國的認同，在各國也引起風潮紛紛傚彷。針
對年輕的族群，台灣也在2004年起在全國北、
中、南分區舉辦了好幾次「牛仔聖經青春大會
串」，參與人次累計超過三千人，會中除了高
舉聖經之外，也以牛仔精神來鼓勵年輕人參
與宣教工作的挑戰；甚至該「牛仔聖經」也創
下幾萬本的累積印量，吸引各國聖經公會一
同印製各種語言的牛仔封面聖經。
為了吸引不同的族群，台灣聖經公會也
曾與誠品書店聯合舉辦「聖經展覽」並於該書
店兩間最大的旗艦店藉聖誕節期間舉辦「聖
誕懸疑講座」，在熱鬧熙嚷的書店中，吸引了
在書店閒逛的過客也能停下腳步，坐下來聆
聽。也藉著提供第一台印刷機的展覽，讓台灣
聖經公會在現場協助逛書店的觀光客自己體
驗以油墨壓出早期的台語文；藉機讓大眾知
道台灣聖經公會各個母語聖經翻譯計畫使用
的羅馬文字系統，喚起世人對母語的記憶。更
也曾在台北、新竹兩地舉辦「異象傳遞感恩音
樂會」，特別邀請台北聖樂團義務協助本會獻
唱知名的神曲與讚美詩歌，並在會中穿插訪
談短片，翻譯計畫介紹與感恩，帶給支持聖經
公會的與會人士難忘溫馨的夜晚。
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宣傳福音並推廣上
帝的話語是聖經公會的責任。也企盼不單是
聖經公會，更能藉此拋磚引玉吸引眾教會們
一同參與，方能達到藉此傳福音的功效，使得
上帝的話語真正成為教導督責的指標，讓社
會現在的年輕人日後成為教會的領袖時，仍
不忘當年的領受繼續福音的承傳。

訪客篇

韓國長老教育院、
澳門豐盛恩典教會 來訪

8

韓國長老教育院

▲ 6月19日當天
下午，一行21
多位「韓國長
老教育院」學
員蒞臨本會參
訪。

澳門豐盛恩典教會

▲ 7月25日澳門
豐 盛 恩 典 教
會，一行9人
蒞 臨 本 會 參
訪。

老舊聖經光榮退休
專 案
貴教會是否:
為了不知如何處理老舊聖經而煩惱?
教會公用聖經想換新，卻不知如何處理老舊聖經?
擺放多年在倉庫內的老舊聖經已被遺忘了?
請讓台灣聖經公會為貴教會解決這些煩腦。
請貴教會將老舊聖經寄到台灣聖經公會供應中心，我們將代為處理。
貴教會可享8折優惠價格購買同數量下列聖經(新聖經運費內含):
1.和合本中型硬面上帝(神)版

原價340元 特價272元 上帝版

本、神版

本

2.新標點和合本中型硬面上帝(神)版 原價380元 特價304元 上帝版

本、神版

本

3.現代中文譯本中型硬面直排(橫排) 原價370元 特價296元 直

本、橫排

本

排

4.巴克禮修訂版台語漢字版硬面

原價500元 特價400元		

本

5.和合本大字硬面神版

原價500元 特價400元		

本

教會名稱：

聯絡人：

電話：

寄送地址：
供應中心：
地址：台北市仁愛路3段31巷3弄19號
郵政劃撥：0013070-9

電話：
（02）2751-9932

傳真：
（02）2775-4164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電子信箱：service@bstwn.org

網站: www.bstwn.org

※此活動至2014年10月31日截止，敬請把握機會
※寄回本會之老舊聖經煩請附上訂單並寫明 貴教會資料，收到新聖經後再匯款即可。

2014 台北基督教聯合書展
日期：2014年10月21(二）～ 28日(二）
地點：信基大樓（台北市信義路四段456號B2）
現場並有「聖經、以色列考古學、與死海古卷」展覽
基督教書籍等，將有意想不到的折扣！千萬別錯過，等您來領受！

2014

經

聖 詮釋講座 10-12月
台北場
講師：胡維華牧師
日期：

10 月 11 日 08:45~16:00

內容：專講一：以色列的智慧傳統

高雄場
講師：彭國瑋牧師
日期：2014年

內容：專講一：從羅馬書省思教會的社群本質

專講二：以色列的早期先知傳統
地點：東門長老教會

專講二：從羅馬書省思教會與社會的互動框架
地點：長老教會高雄宣教中心

(台北市仁愛路二段76號）
報名截止：10月1日 (三) 17:00 截止。

11 月 8 日 08:45~16:00

(高雄市三民區山東街142號）
報名截止：10月29日 (三) 17:00 截止。

敬請注意：講座前一週收到
行前通知者方確認為報名成功。

敬請注意：講座前一週收到行前通知者
方確認為報名成功。

台中場

台南場
講師：胡維華牧師
日期：2014年

11 月 15 日 08:45~16:00

內容：專講一：以色列的智慧傳統

講師：胡維華牧師
日期：2014年

內容：專講一：以色列的智慧傳統
專講二：以色列的早期先知傳統

專講二：以色列的早期先知傳統
地點：勞工育樂中心

地點：南山人壽教育訓練中心
(台中市烏日區成功西路300號）

(台南市南區南門路261號）
報名截止：11月5日 (三) 17:00 截止。

12 月 6 日 08:45~16:00

報名截止：11月26日 (三) 17:00 截止。

敬請注意：講座前一週收到
行前通知者方確認為報名成功。

敬請注意：講座前一週收到行前通知者
方確認為報名成功。

講師介紹/
胡維華牧師
1.加拿大University of Toronto舊約博士
2.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務部部長、舊約副教授
3.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舊約顧問

彭國瑋牧師
1.英國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新約博士
2.美國聖經公會所屬奈達聖經學術研究學院
專屬聖經翻譯顧問
3.台灣聖經公會研讀本系列總編輯

報名資訊/
▓網路報名200 元整，現場報名400 元整，名額限60 位，敬請提早登記以免向隅
▓報名費現場繳交即可( 牧師、師母、傳道、神學生免費)
▓詳細內容請搜尋耶路撒冷旅行社網站(http://www.jrstours.com.tw)
進入後點選右下角「活動訊息與報名」。
▓如有問題請洽 陳淳志執事/電話：(06)235-0078/Email:ser vice@jrstours.com.tw

主辦單位/ 台灣聖經公會    執行贊助單位/ 耶路撒冷旅行社

年

月

日

持卡人簽名：

買

現代人的福音季刊

聖經主日奉獻

元

(請與信用卡上簽名一致)

(夜)

性別：□男 □女

元

單 價

元（郵費另計）

份 數

小 計

台灣銀行仁愛分行 帳號：122-004-51802-3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土地銀行仁愛分行 帳號：057-001-00012-0 戶名：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銀行匯款帳號

消費日期：

●

元整

消費金額：新台幣

冊 名

我願為 聖經公會事工奉獻共計

奉獻

電子信箱：

地址：□□□

聯絡電話：(日)

姓名：

●

(H)

名

我要購買上列出版品，共計

品

● 訂購出版品資料及收件人資料

聯絡地址：□□□

(O)

出生年月日：

持卡人姓名：

聯絡電話：(手機)

末三碼：

授權碼 ：

身分證字號：

月

卡號：

年

發卡銀行：

有效日期：西元

商店代號 01-016-39809

(持卡人同意照信用卡使用約定，按所示之全部金額，付款與發卡銀行)

信用卡別：□VISA □MASTER □聯合信用卡

● 信用卡基本資料

信用卡訂購單

台灣聖經公會

財團
法人

The Bible Society in Taiwan
國
郵

資

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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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

10651台北市仁愛路三段29號4樓之1(仁仁大樓)
電話：(02)2751-0882
傳真：(02)2775-4163
供應中心：10651台北市仁愛路三段31巷3弄19號
電話：(02)2751-9932
傳真：(02)2775-4164

E-mail：service@bstwn.org
Web-Site：www.bstwn.org
郵政劃撥：0013070-9 財團法人台灣聖經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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