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信徒 ���
聖言宣讀員培育
（VD58）	 



《上主的話》引用1981年的《羅馬彌撒聖
經選讀規程》55：	 
「聖經培育應讓讀經員能把經文置於其上
下文語境來理解，並在信仰的光照下領略
這啟示信息的核心。	 
禮儀培育應使讀經員把握聖道禮的意義和
結構，以及它與感恩祭禮儀關係的重要。	 
技術訓練應使讀經員更熟習公眾宣讀的藝
術，包括用自然聲音或借助擴音器材。	 



聖言宣讀員──	 
是善會嗎？天主召叫我們，不是為不潔，而是為成
聖。(得前4:7)	  

應為成員提供神修綱領：聖言成為血肉（若1:18）	 
是工作小組嗎？	 



聖言宣讀員──	 

是工作小組嗎？	  

受任命的讀經員(限於男性平信徒)，按1983年《天主
教法典》230條1項及《羅馬彌撒經書總論》（2002
年）99：宣讀聖經，福音除外；提示信友禱詞祈禱
意向；聖詠員缺席時，領念或領唱聖詠	 

《天主教法典》230條2、3項；可由堂區主任選派稱
職的平信徒擔任：讀經員(101)：讀經，為使信友由
恭聽聖經的宣讀，心中激起對聖經的熱誠與活潑的
愛戴，執行這職務者必須確能稱職，並應盡力準
備‧．	 



聖言宣讀員──	 

領經員(羅馬彌撒經書總論105b)	  ：需要時為信友提
供簡短說明與提示	 



在堂區服務的聖言宣讀員：	 

是團隊？定期開會嗎	 

是團體？定期聚會嗎	 

是聖言同行者嗎？擔負推廣聖言的使命嗎？	 



1. 	 禮儀方面	 

第一階段：聖言宣讀員訓練	 
目標：以基本的三年時間，學習參與彌撒，既學習聆聽教會提供的三年禮儀
讀經，從中學習宣講天主聖言，實踐所宣講的：奠下基督徒生活的基礎	 



1. 	 禮儀方面	 

第一階段：聖言宣讀員訓練	 

第一年：讀經	 	 	 	 10小時禮儀訓練	 	 	 	 
經過試音，開始讀經 	 	 

主的日子：一周的第一天，主日的傳承	 
主的餐	 
禮儀讀經	 
讀經技巧	 
禮儀年(一)	 



1. 	 禮儀方面	 

第一階段：聖言宣讀員訓練	 

第二年：答唱詠、信友禱文、聖經祈禱lectio	 divina	 	 	 	 	 
6小時(兩日一夜聖母神樂院避靜)	 

周年避靜	 
參加隱修院七次日課	 
聖詠在教會禮儀中的應用	 

學習聖經祈禱lectio	 divina－編寫信友禱文	 



1. 	 禮儀方面	 

第一階段：聖言宣讀員訓練	 

第三年：領經	 	 	 	 	 	 	 	 	 	 	 	 	 	 	 	 	 	 	 	 	 	 	 	 	 8小時	 

禮儀元素：時間、空間、言語、行動、職務	 
彌撒中的領經員	 
彌撒中的聖樂	 
禮儀年(二)	 

第二階段：禮儀工作者訓練	 (聖事禮儀及籌備禮儀的
培育)	 



2. 	 技巧方面	 

聆聽	 
宣講	 
靜默	 



主的日子41 
41     我們也應該記住，在
禮儀中，尤其是感恩祭中
宣講天主聖言，……是天
主與祂子民交談的時間。
在這交談中宣揚救恩的奇
事，而且不斷重申盟約的
要求：天主子民感到被召
喚，以感恩和讚美，也以
不斷地「悔改」，證明他
們的忠信，來回應這愛的
交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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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會尊敬聖經 
•  21　…在天之父藉著聖經	 
· 慈愛地與自己的子女們相會，並同他們交談。	 
•  天主的話具有那麼大的力量及德能， 
•  以致成為教會的支柱與力量， 
•  以及教會子女信德的活力，靈魂的食糧：	 
· 精神生活清澈不竭的泉源。	 
•  因此，所謂「天主的話確實是生 
活的，是有效力的」(希4:12)，它能 
建樹你們；並在一切聖徒中，賜給 
你們嗣業」(宗20:32; 參閱得前2:13)， 
對聖經來說最恰當不過了。



2. 	 技巧方面	 

讀經準備：聆聽：聽，這是我愛人的聲音(歌2:8)：	 
宣講(代上主發言)：將滿腔宣告喜訊的熱誠聚焦
為對聖言的服從，不多不少，以清晰的聲音，字
正腔圓地宣告出來，使能直指人心，讓人知所跟
從，而在生活中開花結果。故此，讀經不是照本
宣科，是盟約之言，愛情結晶。「上主的話」是
上主親臨發言。應：「感謝天主。」是盟約(主的
日子)	 
善於掌握靜默(VD66)	 



2. 	  技巧方面	 

抑揚頓挫	 
起承轉合	 



2. 	 技巧方面	 

外功：	 
生活節奏、	 

衣著、儀表、姿態、	 
眼神、聲線保養、	 

咬字、	 
速度、	 

善用擴音器	 



禮儀讀經的吸收和栽培：	 



關於信友讀經訓練、
準備主日讀經的聚會	 

若望保祿二世，
＜主的日子＞書函， 

1998年， 40 



主的日子40 

40     考慮到大公會議召開
卅多年以後的主日感恩祭
時，我們必須評估宣講天
主聖言的成績，以及天主
子民對聖經的認識與愛好，
是否有效地成長。…	 



主的日子40 
40     …從個人的實際體驗來說，為
了能好好地聆聽天主聖言的宣講，
必須幫助信友心靈做好準備，對聖
經有適當的認識，	 
牧靈人員在可能情形下，應主動設
計一些讀經班，以加深信友對讀經
的了解，尤其是主日及聖日的讀經。	 
如果基督徒個人和家庭，沒有定期
以祈禱的精神和願意受教於教會解
釋的心，去閱讀聖經，以汲取新生
命，是很難單靠禮儀中天主聖言的
宣講，產生我們所期望的果實。	 



 40 …所以在主日以外的日子，把堂區中參與
感恩祭的人，如神父、牧職工作者以及信友
集合起來，準備主日的禮儀，並事先反省主
日要誦讀的天主聖言，是很有好處的……使整
個感恩慶典—不只是講道，還包括祈禱、唱
歌、聆聽，都能以某種方式表達出主日禮儀
的主題，使參與者都能更強烈地被這禮儀所
打動。 

顯然，為聖言服務的人十分重要。他們應藉
著祈禱、讀經，來反省天主聖言，俾能忠實
地解釋聖經內容，並應用在人們所關心的事
務及日常生活之中。	 

主的日子40 



禮儀讀經的吸收和栽培：	 



聖經方面	 
聖經根底是讀經的內功。	 
只有受教於聖言的人、有讀經習慣的
人、準備按所宣讀的去生活的人，才
適宜（有資格）宣讀聖言。	 



一些顯示聖言宣讀員需要聖經入門訓練
的例子：	 
　　恭讀瑪拉雞先知書	 
	 	 	 	 恭讀聖保祿宗徒致希伯來人書	 
	 	 	 	 恭讀依撒爾雅先知書	 

什麼是聖經入門訓練？	 



主的日子40 
40     …從個人的實際體驗來說，為
了能好好地聆聽天主聖言的宣講，
必須幫助信友心靈做好準備，對聖
經有適當的認識，	 



閱讀聖經的勸語	  

25　…神聖的公會議也同樣懇切	  
並特地勸告所有基督信徒，特別	  
是修會的會士們，要藉多讀聖經，	  
去學習「耶穌基督高超的知識」(斐3:8)。	  

「原來不認識聖經，即不認識基督」(39)	  

•     所以要藉充滿天主語言的神聖禮儀，	  

•  或藉熱心閱讀，	  

•  或藉專設的訓練班，(instruc8ons	  suitable	  for	  the	  purpose)	  

•  以及其他受教會司牧批准及督導的，	  

而在我們現代到處盛行的可嘉方法，	  

欣然去接近聖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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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2010教友信仰生活現況調查  	  
• 樣本是在「資料庫」中以隨機抽樣方法抽選出來，具代表性。
• 要求：八個總鐸區中每個總鐸區不少於300	  個成功個案。
• 結果：總數為2,653成功個案，合作回應率為73.11%。	  

一、讀聖經的習慣
在過去一年內沒有讀過聖經的教友人數最多，佔30.6%
在過去一年內只讀過一次到幾次的有16.4%	  
每個月讀一次有13.0%	  
每半個月讀一次有5.3%
每星期讀一次有12.4%	  
每星期讀多過一次聖經的教友共有22.4%	  
•	  73.3%	  教友沒有經常讀聖經（每星期讀少過一次）的主要原
因為忙，佔43.1%。沒有養成習慣佔16.6%，而懶惰則佔12.6%
•	  1,722名在過去一年內有讀過聖經的教友，他們每次讀聖經的
平均時間為24.43分鐘
•	  以10分為滿分，教友表示明白聖經內容的平均分為6.60分
•	  感受到聖經和生活之間的關係平均分為6.90分	  



常年期主日讀經二、
平日彌撒也採用半連
續讀經 

仿效四世紀後隱修院
發展的連續讀經
lectio continua，深
入默思聖言lectio 
divina	 

梵二鼓勵平信徒每日
讀經，生活聖言	 



林思川神父建議：救恩史讀經法	 

聖文德堂於2010-2011年請教友試行	 



栽培每日讀經習慣	 

Bible	 Study	 Fellowship	 
一年讀一卷書，只有7年	 
每周一次：	 
　　30分鐘分享過去一周每天讀經的得著，答反
省問題，與生活接軌	 
　　90分鐘聖經講座：歷史地理文化，釋經…	 

目標：每日讀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