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荒漠甘泉》By SoftOfChrist 

 
 

說明 
《荒漠甘泉》由考門夫人原著，以日記形式出現，每日壹篇。本軟件可以根據日期翻到任意壹篇，亦可查看上壹篇或下壹篇。 

以下是《荒漠甘泉》壹些簡介： 

《荒漠甘泉》的作者是美國傳道人考門夫人，她與她丈夫除了於美國服過神職外，也曾壹起在東亞傳教達二十年之久。這本書是她在其丈夫重病時開始提筆所著，

記錄了她的靈修生活，以及如何在苦難當中如何藉禱告來獲得「盼望、忍耐與喜樂」。該書以日記形式書寫，其內文引言主要以《聖經》為依據，也引入了其他

神學著作中的段句，並結合夫妻二人的見證和靈修生活，對《聖經》中某些經文展開了非常深入的闡釋。教導人們如何通過閱讀聖經聆聽「神」的話語並明白神

的旨意。荒漠甘泉全書雖宗教味濃厚，但因為該書內文流暢且不落俗套，因此 1920 年發行後，不但在美國發行量很高，更曾被譯為數十種文字，通行於全世界。

比較特殊的是，該書閱讀者不盡然全是基督徒。 

此版本是專門為服侍香港與臺灣以及在海外的華人弟兄姐妹而制作，希望借著本書給親愛的弟兄姐妹帶來幫助，如果您有感動要支持我們的侍工，請購買捐贈版，

需要說明的是:捐贈版本與免費的版本沒有功能上的區別，但您能得到主的記念，如主借聖經告訴我們：“只要積攢財寶在天上，天上沒有蟲子咬，不能銹壞...”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soc.hmgqpubtw 

 

Android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huang-mo-gan-quan/id446089602?mt=8 

    

    iO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soc.hmgqpubtw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huang-mo-gan-quan/id446089602?mt=8


《爾道自建》By 建道神學院 Alliance Bible Seminary 

 
 

 

說明 
歡迎使用建道神學院精心設計和建立的「爾道自建」流動應用程式(APP)。以釋經靈修為主的 「爾道自建」即將於 2014 年 1 月 1 日正式推出。此 APP 提供每

日一篇靈修文章讓基督徒作為每天親近主的屬靈食糧。當中的靈修資料特色，是每日提供一篇以釋經為主的文章，透過聖經原文、歷史背景、地理或考古等不同

角度，闡釋一些常被人誤解或難解的經文，讓讀者靈修時先理解經文原意，同時亦提供思考問題，讓讀者每天自省與神的關係。 

建道邀請了傑出的聖經學者參與寫作「爾道自建」的靈修文章，包括梁家麟、鄺炳釗、蔡少琪、馮耀榮、鄺成中、甘汝誠、潘仕楷、高銘謙、賴建國、區伯平、

彭家鏗、陳耀鵬，作者們會各自選取一聖經經卷，編寫每日的靈修材料，讓使用者在靈修的同時也能對整卷經卷有更深刻的印象和理解。此 APP 只儲存三個月

的靈修文章，例如當四月份的文章更新後，一月份的文章會上載到建道網頁 www.abs.edu ，當五月份的文章更新後，一、二月的文章亦同時在建道網頁出現，

如此類推。 

除了鼓勵你使用「爾道自建」作為每天的靈修資料，歡迎你把這 APP 傳送「share」給其他弟兄姊妹，使更多人在神的話語中得建立；也請你為我們禱告，求神

供應我們推動這免費事工所需的一切。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nycube.demo 

Android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er-dao-zi-jian-xin/id733674750?mt=8 

 

     iO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nycube.demo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er-dao-zi-jian-xin/id733674750?mt=8


 

《中信月刊》By 中国信徒布道会 

 
 

 
說明 
《中信》月刊（Chinese Today），中國信徒佈道會（Chinese Christian Mission, CCM）出版，與你一起反省人生、剖析問題、探索出路。本應用程式旨在讓更

多人可以很容易、很方便地閱讀《中信》： 

- 包括 2011 年 1 月至最近一期 

- 安裝後不必上網即可隨時隨地閱覽 

- 操作簡易 

- 繁、簡體任意互換 

- 設有書籤讓讀者記下喜愛的文章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appinventor.ai_ccmusa_org.ct2011_latest 

  Android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appinventor.ai_ccmusa_org.ct2011_latest


 《中信傳書》By GRACEAPPS.COM 

 

 

說明 
「香港中信」出版的《傳書》正式開展新里程,並登陸 iPhone 平台了!從現在起,你可以隨時隨地透過手機,閱讀《傳書》的全部內容。 

 

傳遞使命‧建立生命 

1993 年創刊的《傳書》雙月刊,藉著每期不同的主題,專欄文章及差傳培育的作品等,造就信徒屬靈生命,回應主吩咐的大使命,是信徒的屬靈良伴。 

 
每期內容: 

主題文章:以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及聖經的原則,探討信徒生活中面對的不同議題。 

 
專欄文章:劉文亮的「心靈世界的尋覓」、何述儉、譚廷蔚的「查經小品」、陳振衣的「神州感懷」、張逸萍的「生活中的真真假假」、殷靈的「屬靈心.屬靈眼」

及熟悉內地教會人士輪流執筆的「中華曠野路」等。 

 
差傳作品:由差會領袖及宣教士執筆的「差傳文章」、「差傳小品」、「宣教士生命見證」、「差傳信箱」、「各地宣教士動向與代禱」等。 

 
這是《傳書》電子版的試閱版本,歡迎讀者提供你的寶貴意見,我們會盡快更新及改善,謝謝你們的支持!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zhong-xin-chuan-shu/id410018693?mt=8 

 

iOS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zhong-xin-chuan-shu/id410018693?mt=8


《聖經行事曆》:金句、比喻、地圖、教導、靈修筆記、神蹟、小工具 

By Arkist 
 

 
說明 
聖經行事曆 BibleApp 特色: 

【1】除人物、比喻、神蹟、地點、金句、地圖等外，更支援中文配詞 ，如輸入想搜尋的關鍵字「愛」,系統會列出所有包含「愛」的詞語: 仁愛、相愛、貪愛、

慈愛等,並註明在聖經中出現的次數。進入經文後,關鍵字會用黃色標示。＞＞＞真是多樣、快速的中文關連搜查! 

【2】行事筆記可插入不同版本聖經章節同時編輯、閱讀 ，方便聽道、講道，更可插入日曆，聯絡，照片等作關顧事項。完成事項可刪除或標示已完成。＞＞＞

真是集中、全面的行事筆記! 

【3】可安裝不同 Widget，快速查閱經文與關心事項，更備有自訂金句和最新熱門金句，時刻緊記神的話語。日曆更備有快速輸入時間功能、選擇日期時更可即

時檢查已約會的時間。程式還有自動備份功能呀 ! ＞＞＞ 真是快速、便利的小工具!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org.arkist.cnote 

 

  Android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bible-app-sheng-jing-xing/id509971816?mt=8 

 

    iO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org.arkist.cnote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bible-app-sheng-jing-xing/id509971816?mt=8


《每日與主同行》By Harmony Channel 

 
 

說明 
 
能聽、能看、能閱的靈修好拍擋！  

● 365 篇《荒漠甘泉》靈修文章 

● 100 多部牧師培靈短片 

● 全港教會地圖搜索功能 

功能介紹: 

● 每日與主同行:多位知名牧者，陪你一起輕鬆地專題靈修，了解聖經話語 

● 每日靈修:365 篇考門夫人著作《荒漠甘泉》靈修文章，安慰心靈 

● 教會名冊:全港教會地圖搜索服務，配合 GPS 導航功能 

機構簡介: 

「hChannel.TV 和諧頻道」是「和諧事業國際基金會」為栽培華人基督徒而設的新媒體事工, 為一個非牟利的基督教網絡媒體。以聖經原則為本, 讓人與神重新

建立和諧關係, 從而與自己和別人達至和諧。達致栽培門徒, 隨時隨地、隨事隨在均能活現聖經的真理。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com.cloudpillar.android.projects.hchannel.app 

  Android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mei-ri-yu-zhu-tong-xing/id540289978?mt=8 
 

iO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hk.com.cloudpillar.android.projects.hchannel.app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mei-ri-yu-zhu-tong-xing/id540289978?mt=8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mei-ri-yu-zhu-tong-xing/id540289978?mt=8


《每日讀經釋義》By 香港讀經會 

 
 

 
說明 
《每日讀經釋義》(簡稱《釋義》)是一本閱讀聖經的輔助材料,以五年讀畢聖經一次為一個循環,希望能幫助信徒建立每天讀經靈修的習慣,與神建立良好關係,生命

得更新改變。 

 

我們邀請來自不同宗派背景的牧者及神學院講師撰寫每一個循環的《釋義》內容。他們對經文的詮釋,必能有效幫助讀者明白神的話語,從而得到確切的啟發。應

用部分則把經文連於生活,讓讀者感受神話語的實在。 

 

實體印刷版《釋義》每季定期出版,每季的讀經內容均包含新約及舊約經卷,以及兩篇專題文章,讓讀者更深入了解不同經卷的內容。而電子版《釋義》除了供讀者

以每季形式下載外,亦設每月分冊版本,方便讀者使用。 

 

本會建議讀者以「每日靈修七式」作為閱讀指引,實踐有效的讀經靈修生活,相信在過程中,你必會感到與神親近的甘甜,因神話語的大能而驚訝。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uchutility.dailybread 

 

  Android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mei-ri-du-jing-shi-yi/id486392781?mt=8 

 

    iOS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touchutility.dailybread
https://itunes.apple.com/hk/app/mei-ri-du-jing-shi-yi/id486392781?mt=8


Bible Gateway By The Zondervan Corporation LLC 

 

說明 
The Bible Gateway Bible App is the OFFICIAL and FREE mobile Bible reading and study experience from BibleGateway.com (http://www.biblegateway.com). 

The Bible Gateway Bible App offers many wonderful ways to experience Bible reading and Bible study, including: 

* More than 90 different Bible translations, including NIV, KJV, ESV, NKJV, NLT, HCSB, NASB, CEB, The Message (MSG), Amplified Bible (AMP) and many 

more. 

* Easy-to-use and reliable Bible search 

* Daily Bible verse in the translation of your choice 

* Daily Bible reading plans 

* Bible audio in a number of different translations and styles 

* Personal notes - both general notes and notes tagged to specific Bible verses can be created 

* Star the Bible verses that are your favorite 

* Highlight Bible verses or passages 

* Easily view Bible study resources (Bible Commentaries, Bible Dictionaries, etc.) to help you unpack your Scripture reading 

* And integrated sharing tools make it quick and simple to share your favorite Bible verses with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on Facebook and Twitter 

Bible Gateway's mission is to encourage Bible reading and deepen Scriptural understanding among Bible readers worldwide. We fulfill that mission by making 

Scripture and Bible study texts freely available in as many languages and translations as possible, in the web browser and on the mobile device. For more 

about who we are, visit About Us (www.BibleGateway.com/about) and read our Statement of Faith (www.BibleGateway.com/about/faith.php) 

 

 

Android                                                                         iSO                  

https://play.google.com/store/apps/details?id=com.csnmedia.android.bg           https://itunes.apple.com/us/app/bible-gateway/id506512797?mt=8 

https://www.google.com/url?q=http://www.biblegateway.com&sa=D&usg=AFQjCNFt0iA6D7U2K9AmwnyDzgAozpepCA
http://www.biblegateway.com/about/faith.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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