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書籍
修靈

讀經須下苦功 劉文亮節(本會總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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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

原價 $78

$650

原價 $185

原價 $155

原價 $100

原價 $250

聖經—粵語聆聽版
漢語聖經協會

這是一本有聲的聖經，新舊約全書用88隻

CD以口語方式演繹，配上原創背景音樂，

可以隨時隨地，包括不方便閱讀的時候也

可「讀到」神的話語。你可以在駕車時聽、

做家務時聽、睡覺前聽、與家人一起聽……，

讓自己輕鬆地對經文內容有一個大概的認

識，或反覆聆聽，思考經文和禱告。

亨德里克‧房龍 著 / 王偉、劉國鵬 譯  好讀出版

由荷蘭裔美國歷史學家房龍以學生都看得懂

的文字寫成的聖經故事，幫助讀者對《聖經》

有一個通盤的理解。作者以歷史文化的角度

去講述聖經的內容。舊約主要講述猶太民族流

浪、佔領地土、定居並建立國家的故事；新約

以拿撒勒人耶穌為中心人物，簡明地描述了當

代希臘、羅馬和猶太人的政治文化關係。

本書為全彩印刷插圖本，展示160幅與聖經故

事有關的世界名畫及255件各大博物館收藏出

土古物，附設簡潔精闢的藝術賞析，增加讀者

閱讀的興趣和背景知識。

聖經的故事

漢語聖經協會

這個聖經版本的出版使命是準備讀者實踐聖經

教訓，除了一般註釋書的史、地、人、神學等背

景資料和對比圖表外，它更按章節提供生命反

省問題和為應用經文而撰寫的註釋，幫助讀者

以生活應用的角度去讀神的話語。本書適合個

人靈修及小組查經分享之用。

聖經靈修版(和合本)

慈愛的呼喚──   聆聽上主愛語的讀經操練

Jan Johnson著 / 石彩燕 譯      學生福音團契

有別於以理性為主的讀經和研究聖經的進路，作

者帶領讀者以「默想」的方法，即「靈閱」(lect io 

d i v i n a )或默觀式讀經的進路，去聆聽上主的聲音

，與祂相遇；在安靜默想中，將經文內在化及個

人化。

全書有三十個默觀式讀經單元，有系統地按照不

同的心靈需要而編排，幫助讀者經歷醫治、成長

，以至服事的靈性旅程，適合個人及小組使用。

每個單元均有熱身、讀經、注釋、想像經文、浸

淫在經文中、思量神的呼召及祈禱的指引和資料

聖經職場事奉版(和合本)精裝

喜歡閱讀John C .  Maxwe l l  著作的長執教牧，要

了解「事奉」，必讀這書。

基本上這是一本聖經，編者以「職場事奉」的角

度，叫我們從聖經中學習事奉。作者透過每一段

重點經文，點題出教會領袖要學習的事奉態度和

功課。作者指出：「神呼召你起來領導」，一個

愛神愛教會的人，就有份參與建立教會的職事。

漢語聖經協會

漫畫聖經—中英對照版 + 粵語/英語聖經故事CD

漢語聖經協會

這是一套親子閱讀的恩物。書中有超過一百個新、

舊約聖經故事，粵語和英語均生動準確，兒童及

青少年讀者一定喜歡聆聽；而且每一個故事都有

鮮明活潑、描繪細緻、人物神態誇張的插圖，叫

人對這本漫畫聖經愛不釋手，讓讀者不單享受閱

讀的樂趣，亦可以一面認識聖經，一面學習語文。

         無論你多愛主，若不願痛下苦功，把聖經讀完一遍又一遍，你在主裡面就無法通達得深。唯獨聖經，把我們完完整

     整地引領到神的面前，因為這是神給我們的「道」。

         所以，怎樣才可以把聖經讀完，又將神的話藏在心裡？

         首先我們需透過精簡易明的聖經概覽，如圖說聖經、漫畫聖經等，幫助我們先有一個大概念，這些書最好是讀得快又有

     條理，你看過後，可以在心中留下一個基本的輪廓，方便你「下苦功」。

         第二步就是用讀經工具書，開始你的讀經大計，這計劃不用偉大到一個月讀完整本聖經一遍，那實在容易叫人挫敗。最

     好是一季一個計劃，例如（三個月左右）讀畢大小先知書，按部就班地持之以恆，如此，大約一至兩年就可以讀完聖經一遍。

         第三步就是選擇一本聖經的好版本，一部份又一部份，有系統及有主線地循序閱讀聖經，這時代的聖經版本，不單只重

     視經文如何貼近原文，也開始為讀者指引讀經的方向，如《聖經—生命陶造版》、《聖經—職場事奉版》之類。叫我們看到

     聖經中一個清晰的主題，如此，當你讀完聖經一遍後，你會擁有與生命息息相關的屬靈視野。

         來吧，親愛的朋友，你總想一生人最少讀完聖經一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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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修書籍直銷訂購表 (參看第4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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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 $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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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價 $94

原價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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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生命陶造版(和合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這部靈修經典是作者經歷苦難和試煉後寫成的，自

1920 年問世後一直安慰無數在艱困中奮鬥， 在苦

難中掙扎的人， 成為全球除聖經外的第二大暢銷

書。

三百六十五天，每日一篇， 有感人勵志的信息、發

人心省的金句， 日日伴你活在神的話語中。

荒漠甘泉(中英文對照全新版)
考門夫人 原著      橄欖

這是香港信徒熟悉的靈修學者傅士德的編輯力作，

以聖經引導我們進入生命陶造的旅。 《聖經． 生命

陶造版》的編輯和撰稿人竭力以各篇專文、 註釋和

練習， 幫助讀者將聖經的教導融入自己心靈裡面。

首先本書是一本和合本聖經， 由舊約到新約， 你可

以順序一次過讀完它。 第二， 編者把一本相當有份

量的靈修書《與神同行的人生︰1 至 15 章》順著聖

經的次序， 嵌入聖經的經卷中間， 如一個導遊， 讓

你透過聖經， 發現神與你同行的路標。 第三， 這也

是本書艱巨力作， 就是在各段經文之間， 以靈修導

引把經文的背景、 註釋和默想重點來幫助你閱讀聖

經。 讓你一邊讀經， 一邊經歷生命的陶造。

全家讀經10分鐘
考柏夫婦 著 / 莊源俊、王曉慧 譯  校園

想輕鬆地建立全家一起讀經禱告的習慣？想把寶

貴的信仰資產傳承給下一代嗎？想帶領孩子建立

讀經禱告的生活？想將聖經的教導落實在生活中？

這本書就是你的答案。 

她是一本家庭崇拜的材料， 幫助你從每天短短的

十分鐘起步， 持續九十天燃起家庭的禱告祭壇。

她最大的特色在於以經文作禱文， 每天提供一篇

與主題有關的禱文， 示範如何以經文作為個人的

禱告， 幫助孩子認識神的屬性、 大能和應許。

聖經姊妹版(和合本)精裝
漢語聖經協會

華理克讀經法 —享受讀經樂趣的12種方法

作者：華理克 出版社：基督使者協會

這是寫給進深明白聖經者， 去學習如何鑽研聖經

的 12 種方法。 當讀者對全部聖經有所掌握， 就可

以開始這些聖經研讀法。 書中 12 種方法中最少有

七八種是神學生用來預備講章用的研經法， 所以

本書並不簡單。 然而， 本書也不沈悶， 因為華理

克用具體易明的步驟， 清晰地助你掌握這些讀經

法。

誠意推介給主日學老師， 這是一本必備的研讀聖

經工具書。

永永遠遠新天地— 兒童聖經

本書是在小麥子的編寫下完成的一本精彩繪本

兒童聖經故事書， 基本上本書不是聖經， 及是

用童言和詩， 描述聖經的內容 （讀者如需要可

自行加上經文）。 其中由創世到未來的天家， 

透過百多幅全彩色的兒童畫表達出來， 為兒童

說了一遍聖經故事。 對家中有小朋友的家長來

說， 絕對是 「好看」 又好教的兒童書。

小麥子主編

這是和合本聖經， 穿插了千多段文字而成的。 最

值得留意的， 這是華人姊妹所寫的文章， 鼓勵今

天的姊妹， 透過默想聖經， 進入與神同行的現代

女性生活中。 當中涉及的生活範圍， 包括：屬靈

生命、 個人成長、 工作、 婚姻、 單身生活、 人際

關係、 家庭（親子）等， 讓聖經成為了姊妹身心靈

就有力的支持。

聖經(現代英文譯本/現代中文譯本) 
                  黃色硬面白邊/上帝版
香港聖經公會

這是一本現代中、 英語文對照的聖經。 此譯本是速

讀和初次接觸聖經人士的好伴侶。 為使廣大讀者在

閱讀時不感覺困難， 它着重意譯和誦讀上的流暢， 

文字運用大約以初中學生的中文程度為標準， 英文

亦為中學程度， 同時避免使用教外人士所不諳熟的

宗教術語或神學名詞， 並盡可能擺脫原文語法的束

縛。

生命福音事工協會

新約、舊約聖經速讀手冊

這是一套聖經速讀工具書，  助你三個月閱畢新約，

九個月閱畢舊約， 一年便可閱畢整本聖經一次。

這兩本手冊將每卷經文分成若干段落， 在每大段

落教導一些閱讀方法， 如精粹法、 圈點法、 標記

法等， 助你提高閱讀的能力和效果。 而且以時間

來分段， 每天閱讀一段， 由 8 分鐘至 15 分鐘之間，

絕不吃力。 另附書卷背景資料和小測驗， 助你掌

握每卷書的中心思想和溫習其中的內容。 你必定

能夠以既輕鬆又讀有所得的方法， 在神的話語上

裝備好自己。

圖說聖經

視覺設計研究所 編著 / 銀色快手 譯  
易博士文化–城邦文化事業股份

此書以輕鬆活潑的圖像介紹聖經故事， 在文字以外

輔以一目了然的插圖、 漫畫並與聖經故事有關的藝

術作品， 帶領讀者進入《聖經》及有關的文化藝術領

域。 

本書從創世到最後審判， 有系統地整理出一些宗教

議題， 例如：比較天主教與基督教的異同；介紹新、

舊聖經的定典與組成；彙整聖經中幾位同名異人的

馬利亞、  約翰、 約瑟等，  讓讀者在閱讀聖經故事外， 

也能有效率地了解《聖經》相關知識與重要影響。

聖經‧新約全書—中英對照：新普及譯本、
New Living Translation

漢語聖經協會

這是一本中英對照的聖經。中文譯本是 2006 年

全新的譯本，對照著英文 New L iv ing Trans la t ion

進行翻譯。 中、 英文文字均有著正確、 好讀、 易

懂、 清晰、 豐富感情的效果， 讓你能夠輕鬆流暢、 

容易理解地讀完新約一遍。 另外， 新的譯本能帶

來新的理解和亮光， 刺激你再一次思想耳熟能詳

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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