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相信每個人都需要聖經。為甚麼？因為聖經是神向我們每個人
說的話！

神透過聖經宣判我們的罪，領我們得到耶穌基督的救恩，以奇妙的方法
轉化我們的生命。每個人都應該得到這機會，可惜，世上仍有數以億計
的人在等待聖經。

你也可以出一分力，為仍在等候母語聖經的族群帶來希望！以下是幾
個參與其中的例子：

你也可以改變世界！
請聯絡我們了解更多事奉機會。

我們的盼望

仍有大約一億八千萬人沒有以他們能清楚明白的語言寫成的聖經譯
本，即約有一千九百種語言仍在等候聖經翻譯的開展。對這許多

族群來說，神既陌生又遙遠，無法回應他們的文化和身分。有些人更連
耶穌的名字也沒有聽過。

而有些已經認識耶穌的人為著自己語言的聖經翻譯能夠開展，多年來忠
心禱告。他們沒有母語聖經，信仰難以成長。隨年月流逝，很多人未等
到夢想成真，便抱憾而終。

這叫我們痛心，也驅使我們繼續努力推動聖經翻譯。

他們的需要
浦剛（Pugong）曾被邪靈攪擾，神的話語把他
從恐懼中釋放出來。

露沙蓮（Rosaline）曾以為必須靠賣淫為生，
神的話語改變了她的生命。

約瑟（Joseph）從前是勇猛的戰士。認識主耶
穌後，他已準備好爭取自己語言的聖經。

請瀏覽 wycliffe.org.hk 進深認識聖經翻譯事工。

瑪麗莉從沒想到神會差遣她到非洲參與 
威克理夫的事奉。

你的事奉機會

在20世紀初，金綸湯遜（Cameron Townsend）嘗試向危地馬
拉的加支告人售賣西班牙語聖經，但屢屢碰壁。

原來加支告人不懂說或閱讀西班牙文。金綸湯遜驚訝之餘，懷著「
每個人都需要聖經」的信念，隨即開辦一所小型的語言學學校，訓
練聖經翻譯員。

該校漸漸演變成今天的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和我們許多的合作伙伴。

現時，我們正為超過一千七百項譯經工作而努力。我們的異象是在
2025年以前，為每個需要聖經翻譯的族群開展工作。

我們的故事
紀美子一家多年來為宣教士恆切禱告。當紀美子自己成為日本
威克理夫的宣教士後，她的父母便在他們的教會成立禱告小
組，每月聚會一次，為受差派到世界各地的日本宣教士禱告。

一對夫婦多年來在財政上支持數名威克理夫宣教士的事工。最
近，他們邀請友人與他們一同支持一名新宣教士，好讓對方籌
得足夠的經費到國外事奉。因著他們的熱心，所籌得的款項超
出了目標。

瑪麗莉（Maralee）沒有想過自己會成為宣教士，非洲更是她最
不想到的地方。豈料神卻把她差派到喀麥隆，在公共關係的崗
位上參與威克理夫的事奉。



2025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盼
望在這一年看到聖經翻譯
工作在每個需要聖經翻
譯的族群中開展。

1995
巴布亞新畿內亞巴賴語
（Barai）新約聖經面世，
標誌著第四百個威克理夫
參與完成的聖經譯本。1942

金綸湯遜創立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1951
墨西哥聖米格爾米斯特克語
（San Miguel Mixtec）新約聖經面世，
這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完成的第一個譯本。

1914
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歐洲爆發。

1884
卡勞瑟主教
（Bishop Samuel Ajayi 
Crowther）
把聖經翻譯成尼日利亞約魯巴語
（Yoruba）。1834

威廉克理（William Carey）
與同工翻譯完成超過四十種印度和亞洲語言的聖經。

1818
諾特（Henry Nott）
把路加福音翻譯成大溪地語
（Tahitian）。

1530
戴塔普勒
（Jacques Lefèvre d'Étaples）
印製首部法文聖經。

世界首部印刷的聖經 —— 古騰堡
（Johannes Gutenberg）
的四十二行聖經面世，
從此聖經出版速度變得更快。

「不錯，它只是印刷，
但由它而出的是永不乾涸的溪流。
神要藉此傳開衪的話語。真理的泉水由此湧出，
好比一顆新星，它的光輝要驅散無知的黑暗，
把前所未有的光明，照耀人間。」～古騰堡

1384

1456

約翰威克理夫（John Wycliffe）
把聖經翻譯成英文。

1492
哥倫布（Christopher Columbus）
成為首名發現加勒比海島嶼的歐洲人。

「對聖經無知，無異於對基督無知。」
  ～約翰威克理夫

           「我認為，除非聖經以人們的母語展示，
 否則他們難以明白真道。」
   ～丁道爾

1525
丁道爾（William Tyndale）
率先從希臘原文直接翻譯出英文新約聖經。

1819
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和米憐（William Milne）
翻譯完成首部中文聖經。

「請記住，
在中國尚有三億五千萬個靈魂沒
有途徑認識耶穌基督為救主。」
  ～馬禮遜

1663
埃利奧特（John Eliot）
把聖經翻譯成北美阿爾袞琴語
（Algonquin）。

1929
金綸湯遜把聖經翻譯成危地馬拉加支告語
（Cakchiquel）。

「回想在20年代，要不是得到加支告人的相助，
我肯定不能翻譯好加支告語新約聖經。
我們一同努力合作，我解釋意思或指出問題，
但最終會按他們表達的意見作決定，
儘管有時只有一人表達看法。」
   ～金綸湯遜

1947
葛培理（Billy Graham）首次舉行佈道大會。

      「我有幸能夠到世界各大洲中的大部分國家傳揚福音，
           而且我發現當我帶著權柄，引述聖經，
            簡單展示耶穌基督的福音中的信息，
            神便會以超自然的方式，
          把祂的信息帶進人的心裡 」
     ～葛培理

1903
萊特兄弟（The Wright brothers）
成功實現首次的動力飛機飛行。

1908
福特（Henry Ford）
創建第一條機械化汽車生產線。

         「要明白如何以德語表達意思，不是去請教說拉丁文的人，
  而是去請教家庭主婦、街頭小孩、市井路人，
     仔細了解他們怎樣說德語，才著手翻譯，
      這樣讀者便會明白你所翻譯的，
      感到你以德語向他們說話。」
    ～馬丁路德

1534
馬丁路德與同工翻譯完成德文聖經。

1882
徐相崙、羅斯（John Ross）徐相崙、
李應贊與白鴻俊把路加福音翻譯成韓語。

1931
紐約市帝國大廈落成啟用。

1934
   金綸湯遜成立世界少數民族語文研究院
   （Summer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現稱 SIL International）。 

「1917至1918年，我在中美洲售賣聖經⋯⋯
當時我未受過任何聖經學院的訓練，但我讀聖經，
領受了聖經中使徒保羅的思想，就是要走到遠方，
到那些未聞基督名字的地方，
把救恩的信息傳揚到新地方。
                     ～金綸湯遜
 

1917
金綸湯遜（William Cameron Townsend）
到危地馬拉售賣聖經。

1939
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

1968
馬丁路德金
（Martin Luther King Jr.）
遭刺殺。

第一
個譯經項目

完成

「人若沒有值得拼死追
   求的理想，不配活下去。」
                ～馬丁路德金

1989
   菲律賓科塔巴托馬諾博語
       （Cotabato Manobo）
            新約聖經面世，
             標誌著第三百個威克理
            夫參與完成的聖經譯本。

1970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開展第五百個譯經項目。

「『描寫語言學』（Descriptive Linguistics）
的當代理論在20年代開始發展⋯⋯有了這套訓練基礎，
加上現代工具的協助，例如小型飛機、對講機、
錄音機、電腦等，相信到了2000年，
為數八千至一萬的譯經員和支援人員，
便可以接觸到每個族群。」～金綸湯遜，1970年

1969
岩士唐（Neil Armstrong）
和艾德靈（Buzz Aldrin）
登陸月球。

「這是個人的一小步，
人類的一大步。」
 ～岩士唐

1978
秘魯阿梅薩語（Amuesha）
新約聖經面世，標誌著第一
百個威克理夫參與完成的聖經譯本。

第五百
個譯經項

目開展 第三百個

譯本完成

1999
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擁抱新挑戰，
定立目標：在2025年以前，
為每個需要聖經翻譯
的族群開展工作。

2014

聖經翻譯大事

圖例

一般歷史大事

聖經翻譯里程碑

第一百個

譯本完成

1983
迦納漢加語（Hanga）
新約聖經面世，
標誌著第二百個威克理夫參
與完成的聖經譯本。

第二百個

譯本完成
第四百個

譯本完成

2000
加勒比海爪哇語（Suriname Javanese）
新約聖經面世，標誌著第五百個威克理
夫參與完成的聖經譯本。

第五百個

譯本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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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和世界少數
民族語文研究院（SIL）正在超
過一千七百個語言項目中工作，
並已協助翻譯完成七百多種語言
的新約聖經，及三十七種語言的
整部聖經。

「我的同胞一直不太相信耶穌的故事，

直到他們以卡馬諾語

（Kamano）—— 他們能夠明白的語

言 —— 聽到聖經。」～一名巴布亞

新畿內亞的卡尼特人（Kanite）

香港威克理夫聖經翻譯會 
香港英皇道郵箱34757號

電話：(852)2856 0463
電郵：admin@wycliffe.org.hk
wycliffe.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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