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因祢醒覺 下冊 （2006 年 12 月重印兼訂版）勘誤表
11/2017
甲部‧必須更正部分
（1）以下為本書編撰不妥當的例子
頁次

內容

訂正

頁 28
頁 29

〈醫治被遺棄的痲瘋病人〉（路
5：12-13）和〈接受迦南婦人的
求助〉（太 15：21-28）

已在教師用書設計活動，由老師引
導學生進行討論，請詳見此項活動
教師用書頁 33-34

頁 59

〈意識是否正面？〉
譬如電視的廣告宣稱：只要單單
進食某品牌的健康食品就能達到
減肥、健美的效果；

譬如電視的廣告宣稱：只要單單進
食某品牌的健康食品就能達到減
肥、健美的效果。其實，我們如要
減肥和健美成功，是不能夠單單進
食某品牌的健康食品就能收效的，
而是必須從實踐均衡飲食、適量運
動、充分休息及控制情緒這幾方面
着手。
（備註：未修訂，藉此表向學生清
楚說明。）

頁 101

引用聖經時「神」前留一空格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
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
神為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
們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
全。」（來 11:39-40）

上帝為了祂的公義慈愛和聖潔的
榮耀而造人(賽 43:7)，但人類的
始祖及其後代，都不聽信與遵行
上帝的話，卻喜歡偏向引誘人的
魔鬼，並在心思意念及行為舉止
上違背上帝，犯罪作惡。

「這些人都是因信得了美好的證
據，卻仍未得著所應許的；因為
神為我們預備了更美的事，叫他們
若不與我們同得，就不能完全。」
（來 11:39-40）
（備註：未修訂，藉此表向學生清
楚說明。）
統一用詞
文中的「神」與「上帝」同時出現，
因為在上冊第 11 頁已向學生介紹
「神」與「上帝」名字，都是同一
位的稱呼，他們已經知道在本書
上、下冊交替使用。另付該頁的文
字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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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118

〈基督復臨是世界的希望〉
第二段「古巴危機」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有一件
令舉世震驚的「古巴危機」(29)事
件，按軍事專家估計，如果當時
蘇(前蘇聯)、美雙方發生衝突，
在張弓弩拔的緊急形勢下，不論
那一方先按動核控的按鈕及隨之
而來的反擊，結果至少有二、三
億人死傷。

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有一件令
舉世震驚的「古巴危機」(29)事件，
按軍事專家估計，如果當時蘇(前蘇
聯)、美雙方發生衝突，在張弓弩拔
的緊急形勢下，不論那一方先按動
核控的按鈕及隨之而來的反擊，結
果至少有二、三億人死傷。
本書第 130〈參考資料〉29，已說
明「古巴危機」，如下：
「29.古巴危機(Cuba Missile
Crisis)
1962 年，美國 U-2 偵察機照片偵測
顯示，發現蘇聯正悄悄密謀在古巴
部署核彈，這些武器能在數分鐘內
突襲美國東部及南部數州，造成毀
滅性傷害，那時國防部建議派兵入
侵古巴，眼見一場必不可免的核戰
風暴迫在眉睫，而歷史上稱此事為
「古巴危機」
。最後，當時美國史上
最年輕的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y)，採取海上封鎖的強硬手
段，迫使蘇聯將核彈撤走。甘迺迪
因成功化解那場危機而聲名大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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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以下為「字詞誤植」、「語法不當」、「標點誤用」的例子：
頁次

內容

訂正

頁 17

〈觀念正確〉
第4行
「我們切勿單以金錢來衡量一份
工作的值價……」

〈觀念正確〉
第4行
「我們切勿單以金錢來衡量一份
工作的意義……」

頁 44

第三行
「藉以證明自己已經是長大成
人，……」

第三行
「藉以證明自己已經長大成
人，……」

頁 46

〈自由失落記〉
漫畫
「神賦於亞當和夏娃自由選擇權
選……」

〈自由失落記〉
漫畫
「神讓亞當和夏娃自由選擇權
選……」

頁 61

題目
〈監察傳媒投訴方法〉

〈監察傳媒〉

頁 65

頁 70

頁 74

漫畫說明：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第一段
「在色情汜濫的社會裡……」

漫畫說明：
你們聽見有話說：「不可姦淫」
（備註：未修訂，藉此表向學生
清楚說明。）
「在渲染色情文化的社會
裡……」

〈人渴望洞悉過去與未來〉
「只有上帝按自己形像所
造的，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才
有回憶及展望的功能。難怪每
一個人，或多或少對自己的過
去與未來充滿好奇，而任何一
個覺醒者，成熟的人又必然遲
早會想到哲學的三大命題：我
們從何而來我日後往何處去?
我現今活著有甚麼價值和意
義？
且不說其他，在現實世界
中，遺憾的是沒有一個人能免
卻生離，尤其是死別的痛楚，

「
只有上帝按自己形像所造
的，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才有回
憶及展望的功能。難怪每一個
人，或多或少對自己的過去與未
來充滿好奇，而任何一個醒覺
者，成熟的人又必然遲早會想到
哲學（１７）的三大命題：我從何而
來？我日後往何處去？我現今活
著有甚麼價值和意義？
在現實世界中，遺憾的是沒
有；沒有一個人能免卻生離和死
別的痛楚，這些不受歡迎的不速
之客一旦闖入我們的生活（如親
友的亡故）和腦海中（日思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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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88

120 頁

一旦當這不受歡迎的不速之
客，闖入人們的生活（如親友
的亡故）和腦海中（日思夜
夢），又或面對雖在眼前卻又
總是看不清楚的「將來」，及
充滿神祕的死亡幕後，出於人
自身的好奇心，求知慾、思念
的情結與魔鬼的影響，結果就
產生了形形色色人為的宗教
信仰，玄奧的哲學解說，更有
古今中外流傳民間街坊的占
卜、算命、通靈、交鬼、以至
於今日盛行於西方的新紀元
運動，充斥人間，有些四處流
行蠱惑人心；……」
〈人的出路〉
第二段，第 6 行
「……為求買座及牟利的各
種媒體活動，……」

夢）
，又或是雖在眼前面對卻又總
是看不清楚的「將來」
，以及充滿
神秘的死亡幕後，出於人的好奇
心，求知慾、思念的情結與魔鬼
的影響，間接導致就產生了形形
色色人為的宗教信仰，玄奧的哲
學解說，還有古今中外流傳民間
的占卜、算名、通靈、交鬼、以
至於今日盛行於西方我新紀元運
動，充斥人間，四處流行蠱惑人
心；讓我們列舉一些例子，探討
一下占卜、通靈與新紀元運動背
後的真相。」

〈防備另一類「鬼」〉
第3行
「要警愓和防備自己……」

〈防備另一類「鬼」〉
第3行
修訂後仍將「警惕」誤植「警愓」

第 14 行
「……同時又有另一部分人
放縱罪中暫時之樂」

第 14 行
「……更有另一部分人只顧
放縱罪中暫時之樂」

〈基督復臨的預兆〉
第二段，第 2 行
「教會狀況（帖後 2：3，啟 3：
14-22）……」

〈基督復臨的預兆〉
第二段，第 2 行
「教會狀況（帖撒羅尼迦後書
2 章 3 節，啟示錄 3 章 14-22
節）、……」

〈人的出路〉
第二段，第 6 行
「……為求賣座及牟利的各
種媒體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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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以下為「概今待適榷」或「資料錯誤」的例子：
頁次

內容

訂正

頁 45

〈想一想〉
題目 1
以「人不能永遠不吃東西」作為
「選擇食物的自由」

〈想一想〉
題目 1
人有選擇食物種類的自由，可以
不吃某些食物，不過人的限制是
「人不能永遠不吃任何東西」。
（備註：未修訂，藉此表向學生
清楚說明。）

頁 87

〈同出一轍〉
「路錫甫由天使變成魔鬼……」

〈同出一轍〉
「路錫甫由天使變成魔鬼……」
（創世記 3 章 3 節）

頁 96

〈同出一轍〉
〈同出一轍〉
第 4 點：
「世人都犯了罪，虧缼了 第 4 點：
「世人都犯了罪，虧缼了
上帝的榮耀」
上帝的榮耀」
（未有作出修訂，而
課本委員會建議刪去此點）。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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