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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第四十二屆周年大會 

日期：2015年1月11日 

時間：下午三時 

地點：基督勞工堂(牛頭角) 

 

恭奉聖經禮 

新會員入會儀式 

議程 

1. 通過今次周年大會議程 ----------------------------P.2 

2. 通過上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P.4 -6 

2014年會務報告-----------------------------------P.7-10 

3. 2014年財政報告---------------------------------- P.11-12 

4. 2015年活動計劃-----------------------------------P.13 

5. 2015年財政預算---------------------------------- P.14 

6. 鳴謝---------------------------------------------P.15 

 

公開講座：「 真福雷永明神父對今日見證聖言及新傳福音的啟示」 

           ---夏志誠輔理主教 

 

結束祈禱及降福 

聚餐 

 

 

 

 

 

 

                  

 

 

 

本會宗旨 
 

(一)本著人人同享基督救恩的願望，向基督徒、 

   非基督徒，尤其易被他人遺忘的人士傳播福音。 

 

(二)協助堂區和學校推行聖經分享及聖經研習。 

 

(三)推廣每日讀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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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 師 勉 語           盧伯榮神父 
 

                    不 是 火 熱 的 嗎 ？ 
 

最近看過香港一個電視台的台慶劇，其中一個角色是一位牧師，       

手中時常有一本經書，口中也時常說：經上記載說 …。但可惜在劇中

的其他角色當這牧師開始說：「經上記載說…」時，都表現不耐煩，      

甚至避而遠之。 

 

天主聖言真的是讓人不耐煩，所以避而遠之？ 

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當他在路上與我們談話，給我們講解聖經的

時候，我們的心不是火熱的嗎？」（路 24:32）一份火熱的感覺，也是           

一個恩寵時刻。我相信，只有被聖言所感動過和被接觸過的人，才能           

體會兩位在厄瑪烏路上的門徒的這句說話。 

 

當陳副主教在一四年的四月左右通知我，將會接任香港天主教聖經

協會的神師，我第一個回應給他說：「吓！我怕我不能勝任；我又不是

聖經專才！」但他給我的回應是：「你可以，你不是在不同地方推動         

聖經和研讀聖經嗎？」 

就這樣，答應了。我會形容是聽命，是聽主教的任命，最重要的是

聽聖言的使命，因為我的的確確：我的心是火熱的！ 

 

接任之後，發現被聖言燃燒及灼熱的，不只是我自己，更有幹事會

的所有成員，及其他小組的組員；我們都十分努力，甚至犧牲自己的        

精力、時間，讓聖言活在我們及他人身上。 

所以，我們正努力開展一些新的行動和概念：讓聖言入屋，進入       

每一位基督徒的生活圈子中。 

故此，我們需要會員的共同行動，如：口耳相傳協會的來年計畫：

課程、工作坊和活動等等；也更好利用不同的傳播媒體，互聯網、電話

Whatsapp等，把每日聖言放進自己所認識的名單中。 

 

往厄瑪烏的兩位門徒，路加描寫說：「他們遂即動身……」。 

香港天主教的基督徒，聖經協會的會員，二十一世紀的門徒，也要

「遂即動身」，向人講解：「怎樣認出了耶穌，述說了一遍。」（路 2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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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第41屆週年會員大會記錄 

 

日期 ： 二零一四年一月五日（星期日）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 聖保祿堂 

 

週年大會會員出席名單 

神師：馮賜豪神父 

會員：歐煥玲、陳江潮、翟鳳玲、鄭月鳳、鄭寶蓮、鄭美湄、鄭秀玲 

      周婉嫻、周秀玲、馮婉雯、馮景豪、何天祥、簡月英、江琍珍 

      關笑芳、黎建華、黎歷山、黎嫚鈞、林錦玲、林錦玲、林嘉興 

      林美卿、劉德貞、劉麗娟、劉麗娟、李振迪、李子忠、李淑玲 

      梁 轉 、駱麗娥、呂鋈鑾、呂欣茵、倫惠菁、馬慶忠、潘秀琼 

      龐玉嫻、冼素冰、冼妙蘭、邵慧明、譚淑雯、譚麗璇、許美寧 

      蔡華璋、丁綺雯、徐偉雄、徐靜思、黃展芸、黃展南、黃楚湮 

      葉橋旺、袁麗紅、邱少鈞、屈淑美修女   
 

程序 

I. I.供奉聖經禮： 

  大會以供奉聖經禮開始，主禮為神師馮賜豪神父，聖經選讀(若2:1-12)。 
 

II.新會員入會： 

   今日歡迎屈淑美修女、蔡華璋、林嘉興、呂欣茵、鄭寶蓮、冼妙蘭、 

   周秀玲、黎嫚鈞、關笑芳、馮景豪、林錦玲及歐煥玲加入協會成為 

   新會員。 
 

II. III.周年大會： 

  1.通過今次周年大會議程：丁綺雯動議，李子忠和議通過。 

 

  2.通過上屆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第40屆周年大會會議記錄有下列修訂： 

   ˙P.6: 「通過2013年活動草擬」：「邱少均」應更正為「邱少鈞」。 

   上述一項經修正後，會議記錄由林嘉興動議，袁麗虹和議通過。 
 

  3. 2013年會務報告 

    第一副會長林錦玲簡介是年會務及活動(詳見年報P.7-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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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道同行四十載」：本年為協會四十周年，協會舉辦了分享祈禱會 

     及晚宴慶祝，祈禱會邀請到前世界聖經協會秘書長費康伯神父及 

     雷永明神父家人作分享。 

  ˙ 適逢雷永明神父宣福，協會獲教區邀請為「雷永明聖髑慶典」協辦 

     機構之一。 

  ˙ 課程方面：第二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課程已完滿 

     結束，總學員約有200人，課程中各項活動，如逾越節晚餐、以色列 

     朝聖、神樂院日課營等亦相繼順利完成，而第三屆的課程亦己於八 

     月展開，今屆上課地點為荃灣葛達二堂，迄今己有240多人報名。 

  ˙ 第五屆聖言同行者工作坊已於2013年9月完成，講者為費康伯神父， 

     參與人數約60人。 

  ˙ 本年度舉行了三個公開講座：馮賜豪神父主講的「我信、我們信」、 

     高夏芳修女主講的「只緣身在此山中」、伍國寶神父及談雷濤神父 

     主講的「輕談淺嚐【啟示憲章】」，各講座參與人數踴躍，其中 

     高修女主持的講座有逾300人參加。 

  ˙ 出版方面：印製「2014聖經金句日曆」、高夏芳修女新書著作 
    「只緣身在此山中」。 
  ˙ 本年度協會特為慕道者及新教友增設「揭開聖經」聚會，發信邀請 

     各堂區參加。 

  ˙ 對外聯絡方面：協會參加「聖經聯席」會議、「教友迎新日」、「亞洲主教 

     團協會舉辦的研習會」及由陳志明副主教主持的「VD會客室」等。 

 

   2013年會務報告有下列修訂： 

   P.7--2.1.3: 「擔任神父」應為「擔任神師」。 

   P.8: 2.1.4:「導師團」應加入「屈淑美修女」。 

   P.11—7.3: 「徐靜詩」應為「俆靜思」 

   上述三項修訂後，會務報告由Michael Wong動議，馬慶忠和議通過。 

 

   4. 2013年財政報告： 

      由財政馬慶忠報告：(年報P.12-13) 

      通過2013年財政報告：李振廸動議；黃楚湮、龐玉嫻和議。 
 
   5. 2014年活動草擬：(年報P.14)  

    ˙公開講座：「啟示憲章」第六章，講者：盧伯榮神父、李子忠兄弟 

    ˙續辦第四屆「無花果樹下」課程，課程中的各項活動計有以色列       

朝聖、逾越節晚餐、思高聖經學會參觀、神樂院體驗日課營等，       

大致日期已定。 

    ˙續印製「聖經金句日曆」，並邀請學員參加揀選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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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屆聖言同行者工作坊已與講者高夏芳修女擬定初稿，日期為 

      2014年5月，今屆會加插聖母誦音樂會環節。 

    ˙每年一月的「真福雷永明神父紀念」感恩祭，將會與思高聖經學會

及天主教香港聖經學院攜手合作進行。 

    ˙為各堂區的需要設計「聖經套餐」及為慕道者、新教友舉辦「揭開

聖經」講座。 

      通過2014年活動草擬：BETTY TAM動議；楊錦桃和議。 
 
  6. 2014年財政預算草擬：由財政馬慶忠報告(年報P.15) 

   通過2014年財政報告：徐偉雄動議；邵慧明、徐靜思和議。 
 
  7. 由於現任幹事任期已屆滿，因此需要進行改選，經一番投票後， 

     結果以 38票信任票通過 2014-16年新幹事如下： 

     會長：周婉嫻，第一副會長：蔡華璋，第二副會長：呂欣茵 

     財政：鄭月鳳，培育：林嘉興，聯絡：邵慧明，秘書：劉德貞    
 

8. 其他事項：没有其他討論事項。 

 

IV. 公開講座：「啟示憲章第六章」--講者為盧伯榮神父及李子忠兄弟 

    (講座內容己上載於協會網頁) 

 

周年大會結束：下午六時半 

 

公開講座：「啟示憲章」---盧伯榮神父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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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2014 年會務報告 

《神師調任》 

本會神師馮賜豪神父於 2014 年 5 月底離任，我們衷心多謝馮神父為協會    

過去廿多年來作出的無私奉獻，帶領協會笜壯成長；另一方面，我們歡迎    

新任神師盧伯榮神父，盧神父對聖經研讀及推動富有經驗，深信協會在         

盧神父帶領下，會更向前邁進。 
 

今年幹事會訂立了一個工作目標：「以人為本，在聖言內成長」，期望透過

深化、優化各項活動，使參與者能紮根信仰，熱愛聖言，生活聖言。茲略述 

本年會務如下： 

1. 「無花果樹下(若 1:48)：揭開聖經 73 小時 (2013-14) 

1.1 第三屆「無花果樹下」課程於 2013 年 8 月 24 日開始上課，2014 

年 7 月 23 日完滿結束，修讀全期課程共 248 人；修讀單元課程共 15 人。 

1.2 逾越節晚餐 (「無花果樹下」課程活動): 已於 2014 年 4 月 6 日，假 

   荃灣石鐘山學校舉行，共有 237 人參加，伍國寶神父主持，李子忠 

   兄弟講解。 

1.3 聖地朝聖 (「無花果樹下」課程活動): 已於 2014 年 2 月 17 至 3 月 

   3 日舉行，共 41 人參加；伍國寶神父擔任神師，李子忠領隊，團長 

   翟鳳玲。 

1.4 邀請學員幫助揀選 2015 年每日聖經金句。 
 

2. 「無花果樹下(若 1:48)：揭開聖經 73 小時」(2014-15) 

2.1 第四屆已於 2014 年 8 月 23 日展開，上課地點 : 油塘聖雅各伯堂， 

      時間 :逢星期二晚上 7 時 30-分至 9 時；迄今已有 180 人報讀，大 

      部份學員來自東九龍總鐸區。 

為優化課程，達到本年工作目標，本屆課程特色：「走訪舊約人物，

認識他們所預報的救主」，每課堂有半小時的「聖經牧民」活動，        

成立聖經牧民小組負責跟進。  

此外，協會蒙思高聖經學會授權，准許採用「思高聖經光碟 2006」

中的地圖，作「無花果樹下」聖經課程使用作參考教材。 

 

2.2「白冷聖母邀請你：迎接聖言」聖經牧民工作坊 (「無花果樹下」課程活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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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2014 年 12 月 13-14 日舉行，地點：明愛青衣活動中心， 

透過工作坊的五個環節：急速登山、修橋舖路、窮人之家、麵包之鄉

及遍地開花，讓參與者經驗一日七次日課祈禱，參與人數約 45 人。 
 

3. 第六屆「聖言同行者工作坊」--「看!你的母親」(主講: 高夏芳修女) 

工作坊分兩部份進行，第一部份於 2014 年 5 月 1 日及 5 月 3 日，假           

黃大仙聖母書院進行，除講座外亦有多項活動，例如「玫瑰經祈禱」、 

 「奉獻神花」、「舊曲新詞」分組表演等，參與者十分欣賞及投入。 

  第二部份「聖母音樂祈禱會」於 5 月 2 日晚上，假油麻地天主教小學 

  (海泓道)舉行。聖母的一生，聖母的嘉言懿行，以歌曲、音樂、投影片 

  表達出來，增添工作坊的姿采。是次活動採用網上及手機等媒體作宣傳及 

  報名，使工作坊參與人數約有 330 人。 

  工作坊跟進：2014 年 6 月 29 日下午舉行「神花聚會」，約 30 人參加。 
 

4.「公開講座」--「啟示憲章第六章」 

日期：2014年1月6日周年大會後 

地點：聖保祿堂， 

講者：盧伯榮神父及李子忠兄弟 

  出席人數：約有 100 人。 
 

5.「終身執事培育講座」： 

  為深化信仰，部份會員參加了「終身執事培育講座」，日期為 2014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9 日，逢星期一晚上於教區中心上課，是次主題是： 

  「啟示憲章」、「上主的話」及「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講者為李子忠 

  兄弟及屈淑美修女。 
 

6.「青年牧民」：本年培育對象以青年為主，本會培育幹事林嘉興於年內 

曾探訪各院校的公教學會，並與院校的牧工聯絡，希望能在各院校內成立 

  「讀經小組」等組織，工作仍在進行中。 
 

7. 讀經小組：七個讀經小組仍在各區按時進行聖經分享，其中中區大昌大廈 

因裝修而遷移聚會地點至協會會址，官塘聖約翰堂小組更換了主持人。 

  年內增設了一組：屯門贖世主堂，聚會時間為每月最後一個星期五晚上 

八時，負責人：李振廸及黃展雲。 

本會培育幹事林嘉興年內亦廵廻探訪各小組，給予適當的支持及鼓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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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會員活動： 

   8.1 新春行大運：本年春節期間，由培育幹事林嘉興帶領了十多位會員 

       到石澳龍脊作了一次遠足， 神師馮賜豪神父亦有同行。 

8.2「送迎神師茶聚」： 

        為協會服務廿二年的神師馮賜豪神父於 2014 年 5 月卸任，新任       

神師為盧伯榮神父，為答謝馮神父及歡迎盧神父，協會於 2014 年

6 月 2 日，假牛頭角基督勞工堂舉行「送迎神師茶聚」，出席會員

約有 30 人。 

   8.3 與前世界聖經協會秘書長費康伯神父茶聚及分享： 

       費康伯神父於本年十月下旬路經香港，在港短暫逗留期間，抽空與 

會員茶聚，與會員作一聖經短講及分享，題目是：「每人要服從上級

有權柄的人…服從，不只是為怕懲罰，而也是為了良心」 (羅 13:1,5)。 

       茶聚日期為 2014 年 10 月 26 日下午，地點：香港公園樂茶軒， 

 參加者包括會員及以往工作坊學員約 20 人。茶聚後，大家往參與 

 主教座堂「真福保祿六世」宣福謝恩彌撒；費康伯神父共祭。 

 8.4「參觀聖經文物展」： 

       2014 年 11 月 14 日下午，協會會員及「無花果樹下」學員共 20 

       人，前往灣仔譚臣道「愛羔教會」會址，參觀由該會舉行的「聖經 

   文物展覽」。展出的文物年份由早青銅時代 (公元前 2000 年) 至 

   拜占庭時期 (公元 300 年)，當中有聖經卷軸、會幕、第二聖殿模型 

   等，參與者均感對舊約聖經背景有進一步的認識。 
 

9. 聯絡方面： 

對外聯絡： 

9.1 年內出席了二次由陳志明副主教召集及主持的「聖經聯席」會議， 

   聯席會議主要成員包括：思高聖經學會、香港天主教聖經學院及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本會代表先後包括：林錦玲、周婉嫻、翟鳳玲、 

   林嘉興。 

  9.2 年內會長及副會長輪流出席教友總會定時舉行的「教友總會評議會」

會議。 

9.3 年內探訪了十多個主要於九龍及新界的堂區，設立攤位及於彌撒後 

分享，介紹聖經協會及推廣協會活動。同時於暑假期間，於香港書展

天主教展區內，介紹協會及「無花果樹下」活動，接觸人數逾千。     

內部資料統計，落區探訪是最有效能吸引報名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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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4 成立協會面書專頁，活化協會原有帳戶”Logos Follower”，令協會  

     面書上的「朋友」增加逾千人。並於面書上每日分享聖經金句，定期 

     分享聖經簡導，推動協會活動；令協會形象年青化，有效吸引較年青 

     及首次接觸協會的教友甚至是新教朋友。現時協會的面書平台，每日 

     都有約 400 人瀏覽及分享金句；受歡迎的帖子瀏覽人數逾千。 

  9.5 定期以電郵，向教區機構和委員會、堂區、公教老師及以往數年曾 

     參加協會活動的千多名參加者，介紹協會活動。 

  9.6 首度設計協會聖誕賀卡，以白冷聖經作馬槽，電郵予協會的多方合作     

     者，強化協會形象。 

  對內聯絡： 

  9.7 會員聯絡：開設手機會員 whatsapp 群組，使會訊、消息、活動能 

  有效地通傳，此平台亦用作一「代禱區」，為患病或有需要的會員 

  祈禱，大家對此聯絡方法反應良好。此外，亦按時出版「會訊」， 

  透過會員群組、電郵或郵寄給會員。 

 

10. 出版： 

10.1「2015 年聖經金句日曆」： 

每日聖經金句，中文版採用思高聖經千禧版（特此鳴謝思高聖經學會），

英文版採用 The New American Bible。為使聖言能更廣傳於現今      

電子化時代，今年金句日曆再創新猶，以相片版電子形式推出，適用

於電腦、手機、面書，以至學校、堂區、醫院等的電子顯示版及網頁。

手機平台登記者近千，同時轉載率相當高。純文字版金句繼續在      

「禮儀小百科」上使用。 

10.2 由於高夏芳修女年內獲邀往加拿大及台灣等地主持講座，當地堂區

向本會訂購了一糸列高修女的著作，例如「只緣身在此山中」等。 
 

11.其他事項：   

   11.1 會員入會：年內幹事會通過，若年內有人申請入會，可先成為 

 「望會會員」，直至周年大會中通過「會員入會儀式」，成為正式會員。 

   11.2 協會網頁於年內已進行簡單修整及資料整理，令版面較整齊，及更      

        能配合協會活動的資料上載，及面書和其他電子媒體的使用。2015 

        年將須進一步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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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活動草擬 

 活動名稱 / 講者 日期 地點 

1. 

公開講座：「 真福雷永明神父對

今日見證聖言及新傳福音的啟示」 

講者：夏志誠輔理主教 

2015年 1月 11日 基督勞工堂 

 (牛頭角) 

2. 
第七屆聖言同行者工作坊 

主題：待定 

講者：高夏芳修女 

 

工作坊前講座：(講者: 李子忠兄弟) 

2015年1月18日 

聖樂祈禱會：2015年4月30日 

工作坊：2015年5月1日至2日 

公開講座：2015年5月3日 

聖安多尼堂 

 
聖安德肋堂 
九龍塘華德學校 
  --同上-- 

3. 

 

會員周年退省 

 

2015年 5月 24日至 25日 嘉諾撒靜修院 

4. 

 

第五屆「無花果樹下」課程 

 

2015年 8月(待定) 待定 

5. 推動「生活聖言」計劃 

 

全年目標： 

1.培訓會員帶領讀經小組，然後

逐步在各堂區成立讀經小組。 

2.推動實踐「生活聖言」， 

把「與主相遇」經驗與人共享。 

3.持續於手機及面書平台，每天

推動讀經日用糧，帶出聖言的趣

味及生活性；並善用平台的互動

性，加強參與者與協會的關係。 

各堂區 

6. 

聖地朝聖--領隊:李子忠兄弟 

 (「無花果樹下」課程活動之一) 

2015年6月24日至7月6日 

以色列 

7. 

逾越節晚餐 (基督徒適用) 

 (「無花果樹下」課程活動之一) 

2015年 3月 29日 

聖瑪加利大堂 

8. 2016年度聖經金句日曆 2015年 11月出版  

9. 
試辦中學聖言活動 (例如聖經劇場) 2015年暑假期間 

 

10 
更新協會網頁  

(減低伺服器開支、令網頁追上     
現代需要，及能於手機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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鳴 謝 
 

承蒙下列團體、機構熱心襄助，使協會年內的會務及各項活動順利完成， 

謹此致謝，願主祝福你們。 
 

1. 年內捐助協會的各位恩人：徐偉雄，Dominic Tam，Teresa Fong， 

   Emmanuel Wou 等。 
 

2.「看！你的母親」工作坊： 

  聖母書院校長林麗玲修女、各位同工及工作坊各位義工；義務設計師 
  吳承浩、劉惠儀。 

 

3.「聖母音樂祈禱會」: 
音樂會總監：黃啟堯，音樂統籌：李潔嫦，視藝設計：劉惠儀，黃奕綾 

技術支援：張潤安，攝錄：茹剛正，總統籌：林錦玲、翟鳳玲 

團體演出單位：油麻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合唱團、聖伯多祿堂聖詠團、 
             聖母無原罪主教座堂聖詠團、Singers Pacis、 

Bonfire Circle 

個人演出單位：區健熙、江晉熙、李潔嫦、李慧盈、周愛雯、莊宗澤神父、 
             陳倩敏、黃啟堯、馮俊銘、廖敏儀、劉惠儀、劉思敏、 

             嚴嘉敏(依筆劃排名) 

 

4. 2014年度「無花果樹下」義務平面設計師 Stephen Chow 

 

5. 2015年聖經金句日曆平面設計：Gina Wong 
 

6. 禮儀小百科 Thomas Luk (上載本會金句日曆) 

 
7. 香港書展各位義工 (派「無花果樹下」宣傳咭) 

 

8. 聖文德堂青年搬運協會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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