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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HONG KONG CATHOLIC BIBLICAL ASSOCIATION 

2017年周年報告 
第四十五屆周年會員大會

2018年 1月 7日 
主顯節主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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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師 勉 語 盧伯榮神父

現在很多人講「初心」，即是最開始時候的理想和願境，以及最初

時的雄心和熱誠。

今日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踏入 45年，我們有沒有忘記「初心」呢？ 

可以問：天主教聖經協會的「初心」是什麼？

答案非常簡單，就是：由聖神的引導，在不同的崗位中『回應聖言

的教導』。

2018年及我們 45周年之際，我們將可以怎樣回應聖言的教導！ 

首先，我們有一班新的幹事團，即可以新的氣象，新的思維，新的

領域……；期望他們在實務和靈性上帶領協會各會員成長。 

另外，思高聖經今年也會慶祝合訂本出版的 50年。我們這班熱愛   
聖經的人，會否想過一齊慶祝一番。不是聚餐作樂，而是有否願意以

讀完整本聖經為渴望，每日開始讀聖經。

再另外，2018年的 11月將在香港舉行「華語聖經大會」，全球各
地用華語的教會及團體將聚集在香港，一起分享、交流及研討。香港

教區作為東道主，而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更責無旁貸地安排一切；

懇請各會員都能一起出一分力量，為「華語聖經大會」及聖言服務。

還有就是我們每個人由聖神的引導，在不同的崗位中回應聖言的

教導。

最後，「初心」將光榮歸於父、及子、及聖神。起初如何，今日

亦然，直到永遠。阿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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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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第四十五屆周年大會

日期：2018年 1月 7日 
地點：基督勞工堂一樓禮堂 (牛頭角) 

甲.  幹事候選人與會員交流
下午二時正

乙.  恭奉聖經禮
新會員入會儀式

公開講座：「主顯前傳」

下午二時三十分

丙.  周年大會
下午四時十五分

議程

1. 通過今次周年大會議程 (p3)
2. 通過上次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p4)
3. 幹事改選
4. 2017年會務報告 (p11)
5. 2017年財政報告 (p18)
6. 2018年活動計劃 (p20)
7. 2018年財政預算 (p22)
8. 鳴謝 (p24)
9. 主顯節隆重降福

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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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第 44屆週年會員大會記錄 

日期 ： 二零一七年一月八日（星期日）
時間 ： 下午二時
地點 ： 牛頭角基督勞工堂

週年大會會員出席名單

神師：盧伯榮神父

嘉賓：馮賜豪神父、黃錦文神父

幹事：周婉嫻、蔡華璋、呂欣茵、馮坤慧、鄭月鳳、邵慧明

會員：屈淑美修女、陳江潮、陳露珠、陳少華、鄭寶蓮、周鄭秀玲、

鄭月鳯、蔡華璋、周婉嫻、范家鳴、范邵碧雲、馮坤慧、黎建華、

黎潔霞、 黎歷山、林錦玲、林美卿、李子忠、李丹陽、李淑玲、
梁頌基、呂鋈鑾、馬慶忠、吳錫棋、邵慧明、單美芸、譚麗璇、

丁綺雯、黃展南、邱少鈞、袁麗紅、翁玫瑰、關詠文、陳秉倫、

趙偉明、李敏儀、林佩卿、彭雯輝、潘健強、譚淑雯、葉偉明

新會員：羅碧嫻、梁潮炳、譚覺敏、潘惠萍、庾永成、陳文佑、梁廣澍、

鄭健城、徐惠娥、梁耀波、徐彩嬋、李珠璣，許少娟、馮笑芳、

陳婉君、盧鴻鏗、蕭惠明、蔡其穎

程序

I. I.  供奉聖經禮： II.
  大會以供奉聖經禮開始，主禮為盧伯榮神父，聖經選讀(瑪 2:1-12)。 
II.公開講座：「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從科學可以看到啟示嗎？
講者：湯兆昇博士、李子忠兄弟及葉偉明校長

III.周年大會：
1.通過今次周年大會議程：
黃展南動議，林美卿和議通過。

2.通過上屆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李敏儀動議，陳少華和議通過。

3.會務報告：
會長周婉嫻簡介 2018年會務及活動(詳見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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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行政報告：
        3.1.1年內成立修章小組，小組成員有盧神父，會長周婉嫻加 1位 

幹事和已有 2位會員願意加入，未有正式召開會議。 

        3.1.2 年內成立特別工作團隊及負責幹事： 
3.1.2.1聖地錄像小組 (蔡華璋) 
3.1.2.2聖經金句小組 (呂欣茵) 
3.1.2.3協會網頁小組 (蔡華璋) 
3.1.2.4無花果樹下課程小組 (蔡華璋) 
3.1.2.5青年牧民小組 (馮坤慧) 
3.1.2.6修章小組 (周婉嫻) 
3.1.2.7聯絡小組 (呂欣茵、邵慧明) 

        3.1.3協會網頁做專屬登入伺服器及郵箱，並增加教會團體活動 
分享、熱門搜尋、聖經分享方法、搜尋器、書目、活動剪影、

短片功能，並在其他團體的網頁加「讀聖言、入主心」。

3.2 培育組報告： 
3.2.1對外培育工作小組： 
3.2.1.1「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小時」(2015-2016) 

第五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小時」課程於 2015年 8月 15日
開始於聖方濟堂（馬鞍山）上課，2016年 7月 12日完滿結束，
修讀全期課程共 230人。課程主題是：「你是我的門徒嗎？」 
副題：「你們多結果實，如此你們就成為我的門徒。」(若 15:8)
每課堂有半小時的「聖經牧民」活動，由聖經牧民小組策劃。

學員共分為 20組，每組有一位催化員帶領分享及作聯絡員。 
每位學員均獲派學員手冊、活動內容資料夾及課程筆記資料夾。

3.2.1.2 逾越節晚餐(「無花果樹下」課程活動)：已於 2016年 3月 19日
假聖方濟堂舉行，由盧伯榮神父主禮，李子忠兄弟講解。參加

        人數共 160人。 
3.2.1.3聖地朝聖(「無花果樹下」活動)：已於 2016年 4月 10日至 22日

舉行，參加人數 44人，朝聖團神師為盧伯榮神父，領隊李子忠     
先生。

3.2.1.4「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小時」(2016-2017) 
第六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小時」課程於 2016年 8月 27日
舉行開學禮暨公開講座。上課地點為主教座堂，時間：逢星期二

晚上 7時 30分至 9時，晚上 7時開始晚禱。學員有 400人。        
本屆主題：「聖神引我路」副題：「傳播褔音者的腳步是多麼美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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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羅 10:15)。學員分為 30 組，每組最少有兩位催化員，
催化員包括「信仰小團體訓練」畢業學員，負責傳遞及協助牧民

活動的訊息及聯絡各組學員。每位學員均獲派學員手冊、活動內

容資料夾。今屆特別邀請林佩卿姊妹與數位會員組成的「牧民活

動設計核心組」，負責設計每次課堂的牧民活動，在設計過程中

學習，組員都獲益良多。

3.2.1.5「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堂」聖經講座－『慈悲禧年主題』 
協會應「元朗聖伯多祿聖保祿堂」邀請，為該堂區舉行了三次聖

經講座，日期是 2016年 4月 24日、7月 24日及 11月 20日。   
講者為周婉嫻姊妹、屈淑美修女及潘慧兒姊妹。

3.2.1.6「聖方濟堂」聖經講座－『慈悲禧年主題』 
協會應「聖方濟堂（馬鞍山）」邀請，為該堂區舉行了三次聖經

講座，日期是 2016年 7月 10日、8月 7日及 9月 4日。講者為
林佩卿姊妹、潘慧兒姊妹及屈淑美修女。

3.2.1.7「理工大學天主教同學會」聖經牧民活動 
協會應「理工大學天主教同學會」邀請，為該同學會舉行了二次

聖經牧民活動，日期是 2016年 8月 19日及 11月 4日。講者為
盧伯榮神父及周婉嫻姊妹。每次大約有 10名同學參加，從簡單
釋經及活動，協助他們認識救恩史開始，提高對聖言的興趣。

計劃再聯同其他大學天主教同學會，一齊舉辦活動。

   3.2.1.8青年牧民活動 
主題：「人生的意義」，27/11/2016下午於教區中心 792室舉 
行，約有 50人參加，大部份是 16-35歲青年，內容以宗教歷奇 
開始，分享、盧伯榮神父講座及泰澤祈禱結束，大家都開心歡度

了四個多小時，參加者都回應獲益良多，期待下次的活動。

3.2.2 對內培育工作小組： 
3.2.2.1各讀經小組滙報： 
1. 聖安德肋堂小組 (丹陽分享)
聚會仍以釋經和以經(參照其他新舊約聖經)解經為主，另加上
「三讀法」，讓組員對主日福音作一些個人思考及默想，小組領

導者為蔡華璋先生及黎建華先生。除聖經分享聚會外，小組曾一

起參與慈悲禧年開幕彌撒，亦辦了一些晚餐聚會。

2. 協會會址小組 (馬慶忠分享)
恆常有八至九人參與。九月底讀完全卷瑪竇福音，現在開始讀路

加福音。會視乎該日經文的內容決定所採用的方法，曾用三讀

法，聖言誦讀，及注視耶穌法，最常用的是三讀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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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創世讀經小組 (陳少華分享)
現時組員共有九位，七位協會會員。現用耶穌注視法閱讀「創世

紀」，已閱讀完成第九章。
4. 塔冷通小組(一)－星期三 (邱少鈞分享)
今年聖經聚會所研讀的聖經是《宗徒大事錄》，是以黃鳳儀修女

的著作《宗徒大事錄》作為主要資料及釋經的參考。由於上年

是慈悲特殊禧年，主日福音是路加福音，所以我們都想以《宗徒

大事錄》作為聚會的研讀主題，是希望可以對路加筆下的耶穌基

督、宗徒及初期教會有連貫性的認識。我們在來年的計劃會研

讀保祿書信。歡迎各位兄弟姊妹和曾參與無花果課程的同學，加

入研讀聖經小組，經驗團體中互相分享，在聖言中彼此成長。
5. 塔冷通小組(二)－星期四 (梁仲基分享)
不經不覺聖經分享聚會已有七年多！現大約有 10 位成員。感謝
天主一直的帶領，使我們這團體可繼續至今。雖然每月只得一次

聚會，這有如沙漠中的甘霖，使我們在心靈乾涸的日子獲得重

生。每次聚會未必可以全部成員出席，但每次的分享都有得益。

透過聖言的一些啟示，提醒我們的不足及錯誤，反省自己在平常

日活當中，是否遵守主的聖道，提醒我們如何去實踐。組員分享

生活中的挫折、喜樂、憂困，及一些生活的經歷，大家彼此互相

支持，而獲得平安和逾越。聚會中也透過祈禱，為各成員的工

作、家庭及健康等彼此代禱。

藉著聖言為生活添加動力，令到團體能一直保持到現在。

願主繼續保守我們信仰團體的屬靈生活，繼續享受聖言的甘飴，

為邁向天主國度而努力。
6. 聖若翰堂小組 (周婉嫻分享)
因祈禱會主要成員陳江潮兄弟只是聖若翰堂教友，而陳兄弟因健

康關係，暫時未能參與，故堂區不方便借出地方給小組使用。而

小組也向藍田堂區伸請使用地方，但因堂區本身已有類似團體，

主任司鐸建議他們加入堂區已有的團體，故已於三個月前暫停。

小組期望能盡快找到合適地方，讓他們可以繼續，協會會盡力協

助他們。
7. 聖母聖衣堂小組 (黎建華分享)
因部份組員退出，故現只有 4-5 位成員，小組現正研讀瑪加伯
上。希望呼籲多些教友及慕道班的朋友，與我們一齊在基督的聖

道上，福傳及分享主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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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屯門贖世主堂小組 (周婉嫻分享)
現分享馬爾谷第四章，以「三讀法」為基礎，組員分享內容及對

聖經的理解趨向成熟。現正積極考慮增加組員，希望以「貴精不

貴多」原則進行。求主保守。
9. 聖雅各伯堂小組 (周婉嫻分享)
此小組於 2015 年「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課程完結後，部份學
員有興趣延續聖經分享而組成，初期由協會會員協調成立，故一

直認同是協會所屬其中一組。但因初期負責人工作關係，這一年

內多於外地工作而交託其他組員跟進，協會也忽略聯繫他們，現

有組員已不認同是屬於聖經協會，故取消於協會的聖經分享小組

名單。

3.3 聯絡組報告 
3.3.1對外聯絡： 

3.2.3.1.1年內會長及副會長輪流出席教友總會的「教友總會評議會」
定期會議。「教友總會」新一屆會長是黎育輝姊妹。

3.3.2對內聯絡： 
3.2.3.2.1繼續利用手機會員 whatsapp群組，發放每日聖經金句， 
會訊及活動，在這平台上會員亦互動發問聖經問題，互相分享當日

聖言。

3.2.3.2.2定期出版「會員通訊」，報告每季已舉辦的活動或訊息， 
並預告下一季的活動，以電郵、信件或 whatsapp通知會員。 
3.2.3.2.3 whatsapp通訊工具，除會員信仰群組外，也另開會員 
生活群組彼此分享。

3.4 出版： 
今年再版「妙哉！保祿」3000本及 12月出版高夏芳修女新書「語梯」
5000本，定價 30元，堂區及會員售價 25元，已於多間堂區、澳門主教
座堂及澳門小盤石團體等發售，及於公教書局寄售，數量剩餘不多。

也特別印製「聖經是什麼？」小冊子，於將臨期開始免費送贈給教友，

反應熱烈，各堂區相繼索取，協會再三加印。

3.5 會員事務： 
    3.5.1會員新春團拜(2016年 2月 10日) 

約十數名會員及親友，於新春往馬鞍山梅子林行了一趟，隨後於

西貢聖心堂素食火煱及祈禱結束，有益身心、行程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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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會員跨越聖門朝聖之旅(2016 年 6 月 9 日)
約 20名會員及其親友，往大嶼山神樂院跨越聖門朝聖，由莊宗澤
神父帶領，莊神父更與大家分享、吹奏「主慈頌」及表演魔術，

過程非常生動有趣，參加者感到非常喜悅。

3.5.3 (2016年 7月 20日) 
約 5名會員往「大埔聖母無玷之心堂」跨越聖門及茶聚，增進會
員交流及聯繫。

    3.5.4會員聖言誦讀(2016年 7月 30日) 
  約 20名會員於「基督勞工堂」參加聖言誦讀，林康政先生帶領 

上述會務報告沒有修訂，由林美卿動議，李敏儀和議通過。

4. 2016年財政報告：由財政鄭月鳳報告(詳見年報)
通過 2016年財政報告：丹陽動議，馬慶忠和議通過。

5. 2017年活動草擬：(詳見年報)
2017 年活動及發展計劃

活動名稱 / 講者 日期 地點

1. 公開座談會：
「在起初天主創造了天地」－

從科學可以看到啟示嗎？

講者：湯兆昇博士、

李子忠兄弟、葉偉明校長

2017年 1月 8日 基督勞工堂

(牛頭角) 

2. 第七屆「無花果樹下」課程 2017年 8月（開
始）

九龍區（待

定）

3. 「第八屆同行者工作坊」，
講者：李子忠兄弟

2017年10月4-7日 中文大學

4. 籌備 2018年「華語聖言大會」 
5. 青年牧民活動延續「生命的轉

化」

2017年 2月-3月內 

6. 協助堂區成立讀經小組 及
聯繫大專院校同學會

7. 靈修培育課程
主講：馮賜豪神父

2017年 

8. 會員活動 (探訪夏達華聖經  
世界)－名額 20人 

2017年3月25日 
（星期六）3:00-6:00pm 

粉嶺夏達華聖

經世界) 
9. 會員周年退省 2017年7月1-2日 暫定「上水聖

保祿樂靜院」

10 協會神師及會員追思彌撒 201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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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會員聖言誦讀日 待定 
12 會員通訊 逢3、7及11月發出 
13 2018年度聖經金句 Apps 2017年 11月推出 

14 更新協會網頁 2017年 
15 印刷立體聖地中文地圖 待定

16 協會修章
17 培育會員更熱心推行讀經運動

大家認同此建議後，活動草擬獲黎歷山動議，陳露珠和議後通過。

6. 2017年財政預算草擬：由財政鄭月鳳報告(詳見年報)
通過 2017年財政預算草擬：陳少華和議，李淑玲及邱少鈞和議通過。

7. 鳴謝：會長代表協會鳴謝年內協會的義工和恩人。(詳見年報)

8. 新會員入會：
本年共有 24名，18名於周年大會中宣誓:
羅碧嫻、梁潮炳、譚覺敏、潘惠萍、庾永成、陳文佑、梁廣澍、

鄭健城、徐惠娥、梁耀波、徐彩嬋、李珠璣，許少娟、馮笑芳、

陳婉君、盧鴻鏗、蕭惠明、蔡其穎。

6名在大會中宣讀名字：
鄭雪兒、陳惠貞、蔡淑怡、葉惠芬、蘇綺雯、黃偉興

12. 結束祈禱及降福。

周年大會於下午六時三十分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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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2017 年會務報告 
 

1. 事工小組 

年內成立工作團隊及負責幹事： 

- 聖經金句小組共六人（呂欣茵） 

- 無花果樹下課程小組（蔡華璋） 

- 無花果樹下義工小組（周婉嫻） 

- 無花果樹下牧民活動設計小組共十二人（呂欣茵） 

- 青年牧民小組（馮坤慧） 

- 聯絡小組共三人（呂欣茵、邵慧明） 

- 攝錄小組共五人（呂欣茵） 

 

2. 行政事項 

協會網頁已完成搬遷至專屬伺服器，版面更現代化及增加功能如：     

熱門搜尋、書目、短片，並可節省協會數據支出。下一步將添加郵箱    

功能。 

 

3. 培育組報告 

3.1 對外培育工作小組： 

「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 小時」 

 

3.1.1 第六屆丶 2016-17 年度 

「聖神引我路」--『傳佈福音者的腳步是多麼美麗啊！』(羅 10:15) 

 

3.1.1.1 講學部分 

- 本屆題目加設副題及內容建議，加強不同課堂之間的聯繫 

- 全期 38 課 (2016 年 7 月 23 月- 17 年 7 月 17 日)，於主教座堂聖堂  

- 另加兩公開講座， 由夏主教及高夏芳修女分別主講  

- 講者包括陳樞機丶夏主教丶陳副主教及多位修院教授丶神父丶修女丶  

  平信徒共 19 人。本屆新加入的講者包括黃錦文神父丶呂志文神父丶 

  劉賽眉修女丶黃鳳儀修女丶平信徒傳教士陳倩瑩小姐丶會員馬慶忠 

  兄弟 

- 公開講座及部份課堂已錄影，存放於協會網頁及 Youtube 頻道 

- 收生共 391 人 (當中約 1/3 是座堂教友)，是歷屆之最，分成 30 組 

- 158 人(約四成學員)出席率達八成獲頒聽講證書，88 人出席率達 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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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獲退回全期學費，當中 26 人更無懼風雨寒暑出席率達 100%。退回 

  學費者不少把退款捐回協會。 

 

3.1.1.2 晚課 

- 本屆獲副主教提議，於講座前半小時唱晚課，效果良好；課堂更有 

  祈禱氣氛，學員更投入及專注於之後的聖言講座。 

 

3.1.1.3 牧民活動 

- 本屆成立牧民活動設計小組，活動除一貫的生活反省討論外，更 

  加強祈禱的元素，包括朝拜聖體丶靜修丶泰澤丶敬拜讚美；另増加 

  小組團體的凝聚。另一創新是伍國寶神父帶的 Kahoot 手機程式聖經 

  問答比賽，學員都表示很喜歡。 

- 由 60 位催化員協助推動小組凝聚及牧民活動，其中 7 人是信仰 

  小團體領袖訓練課程畢業生。 

- 催化員培育：學期開始前，協會與信仰小團體領袖訓練中心合作， 

  邀請中心作課前培育，其中黃錦文神父帶領聖依納爵靈修，中心 

  導師講解信仰小組特點；另一次聚會由副主教作訓勵及派遣。期中 

  另設三次培育，由會員林佩馨博士及屈淑美修女帶領。  

 

3.1.1.4 整體檢討 

- 連續第二年發出期終問卷，共收回 173 份(佔學員總數四成四)。 

- 學員對整個活動的喜歡程度是 3.61 (0-5 評分)，比去年的 3.65 略低； 

  授課部份是 3.48，學員表示希望內容可以更加深入丶及在生活應用 

  上有更批判性分析。牧民部份是 3.31，學員希望活動更有用，及更 

  了解活動目的。  

 

3.1.1.5 逾越節晚餐 

- 2017 午 4 月 9 日(聖枝主日) 傍晚於明愛禮堂舉行，由陳志明副主教 

 主禮，李子忠兄弟講解。參加人數約 160 人，收費＄150-。 

 

3.1.1.6 希臘朝聖 

- 於 2017 年 8 月 20 日至 9 月 1 日舉行，朝聖團友 42 人，另駐團神師 

  朴暎燮神父及領隊李子忠先生。回港後聚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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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第七屆丶 2017-18 年度 

「盟約」：一個貫串新舊約聖經的主題 --『上主記憶起自己的神聖 

  盟約。』（路 1:72） 

 

3.1.2.1 講學部分 

- 本屆題目的編寫，獲聖經學者李子忠先生指導，參考宗座聖經委員 

  會於 2001 年的文件「在基督徒聖經中的猶太人及其聖經」(文件由 

  拉辛格樞機 Joseph Cardinal Ratzinger 序言) 

- 亦保留上屆開始的副題及內容建議，以加強不同課堂之間的聯繫 

- 全期 40 課另加公開講座，由韓大輝總主教及高夏芳修女分別主講 

- 講者包括夏主教丶陳副主教及多位修院教授丶神父丶修女丶平信徒 

  共 18 人，本屆新加入的講者包括吳智勳神父丶林康政先生。 

- 2017 年 8 月 29 日至 2018 年 7 月 17 日舉行，地點於基督勞工堂禮堂 

- 公開講座及部份課堂已錄影，存放於協會網頁及 Youtube 頻道 

- 收生共 208 人 (當中約十人來自基督勞工堂)，分成 20 組 

 

3.1.2.2 晚課 

- 本屆繼續於講座前半小時唱晚課 

 

3.1.2.3 牧民活動 

- 本屆繼續牧民活動設計小組，牧民活動目標設為推動學員生活 

  聖言，透過四大元素 (團體、靈修、見證與成長及經驗)去進行。 

- 牧民活動設計小組獲梁慧鴻修女作培育，以她豐富的信仰與成長 

  經驗，指導小組及為催化員培育。  

- 由 40 位催化員協助推動小組凝聚及牧民活動，期中設四次培育，  

  由梁慧鴻修女丶會員林佩馨博士及幹事呂欣茵帶領。著重推動催化 

  員的使命感和培育帶組技巧。 

 

3.2 青年牧民活動 

- 繼 2016 年 11 月第一炮主題「人生的意義」聚會後，協會於 2017 年 

  3 月展開第二次聚會「人生的意義 2 - 生命的轉化」，由麥英健神父 

  連同宗教歷奇教練，於教區中心舉行，約有 40 位青年參加。參加者 

  都回應獲益良多，期待下次的活動。 

- 「愛的喜樂在聖言中」青年生活聖言體驗營，於 2017 年 7 月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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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張樂天神父及屈淑美修女帶領。約 23 青年參加，參加者表示，能更

明白愛的意義，及世俗對「愛情丶婚姻丶性丶生育」的次序錯配，引

起的混亂和罪。  

 

3.2 對內培育工作小組： 

3.2.1 各讀經小組滙報：  

 

『創世讀經小组』 

- 2002 年成立至今. 

- 組員本有 9 位，剛有一位退出，現只有 8 位。 

- 小組組員一起揀選讀經，吸引他們對聖經的興趣，分享聖經心得。 

 

『協會會址星期二』聖經分享小組 

- 2007 年成立，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二，晚上 8:00-9:30 聚會。 

- 成員有 16 位，恆常出席的有 8 至 9 位。都是聖十字架堂的教友。 

- 開始讀路加福音，用各種方法，以三讀法為主，分享後簡單釋經。 

 

『將軍澳聖安德肋堂』聖經分享小組 

- 約 2008 年 12 月成立，每月第三個星期五晚上 8:00-9:30 聚會。 

- 現時經常參與的人數：8 至 10 人 

- 主題：主日福音, 蔡華璋先生會預先做一些釋經資料 

- 形式：讀經、釋經、分享、祈禱 

- 聚會仍以釋經和以經解經為主，另加上「三讀法」，讓組員對主日  

  福音作一些個人思考及默想，小組領導者為蔡華璋先生及黎建華 

  先生。除聖經分享聚會外，小組今年辦了一些晚餐聚會。 

 

『聖道奔馳』聖經分享小組 

- 於 2010 年由前會長林錦玲姊妹成立。 

- 逢雙週星期五，晚上 8 時聚會，聖母聖衣堂。 

- 組員本有十幾位，現只有 5 位，有一位要聖經學院放假才可以來。 

- 現研讀約伯傳。 

 

『邂逅聖言讀經小組』 

- 2015 年於屯門區成立 (聚會於贖世主堂地下會議室) 

- 每月一次聚會，晚上 8:00-9:30。組員 7 位，恆常出席有 4-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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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冷通星期三』聖經分享小組 

- 約在 2007 年成立 

- 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三，晚上 7:30-9:00 聚會。 

- 現時出席人數 3-4 位。正商討來年聚會的方式。請為我們祈禱！ 

- 剛完成了宗徒大事錄的分享，主要參考黃鳳儀修女的著作為基礎。 

 

『塔冷通星期四』聖經分享小組 

- 每月第三週星期四晚上 7:30-9:30 聚會 

- 現有組員 10 多位，恆常參加有 8 至 9 位。 

- 組員分享：我是今年加入聖經分享聚會的。我超喜歡這個每月的聖

經分享聚會！每次我們均選取一篇聖經章節作聚會主題。其實，大

家每次主日均聽見神父講道；可是都市人的我們，每每也只是匆匆

忙忙的趕及彌撒，心未能平靜的我們，往往只是左耳入右耳出！雖

然，仍舊是都市人，我們小組各組員均非常珍視每月的聖經分享聚

會。每趟皆是匆匆匆，一下班便趕赴聚會。可是，每次透過三次讀

經，一起默想天主的聖言，再加上釋經，每人輪流分享聖言，頓時

使我們心裡感到平靜、舒暢。當感受到聖言對我們的觸動處，仿猶

清泉灌頂！每次聚會完結時，我均感到加了油，精神煥發。我最愛

的五星級心靈加油站！ 

- 組員分享：不經不覺參加聖經分享小組也差不多十年了，這十年中

天主透過小組給了我很多指引及啟示，特別在我困難的時候，它的

啟示更是明顯。感謝各組員都能成為主的工具，指示當下各人的需

要，使大家在困惑中看到出路，不致失落。人生的旅程好困難，只

有信靠天主，才能跨越。分享小組正正是我們在煩囂生活中，與主

相遇，與主相偕的綠草場。多謝每一位組員的真心交付和分享！ 

- 組員分享：工作、生活可以一直磨滅心靈的健康，幸好在這十年

內，有機會參加這個聖經分享聚會的信仰小團體，雖然我不能每次

出席，但每次的參與，都可以將自身的心靈帶回去反省和屬靈的時

刻。感謝天主一直帶領著這團體，保守著一個可以互勉和聆聽聖言

的團體，為身心靈添加動力。 

- 組員分享：我只是第一年參加此聖經分享聚會這活動，因為一直都

沒有下定決心來為自己作定期的聖經的閱讀計畫，雖然有每天收到

協會的每天聖經金句和參與每週的感恩祭，但不能否認有不少時候

會抵受不住誘惑，借工作忙為藉口「視而不見」。自從參加這聚

會，除了有機會改善此漏習，還可以學到許多主內的兄弟姐妹分享

聖言的不同見解和生活體驗，讓我獲益良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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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若翰堂』聖經分享小組 

- 因聖堂不方便借用，至今未能尋找一個適合的地方，加上負責小組 

  姊妹身體不適，故此組已停止聚會，但亦期待有新的安排。 

 

4. 聯絡組報告 

4.1 對外聯絡： 

- 會長及副會長輪流出席教友總會的「教友總會評議會」  

- 繼續於教友總會五月一日迎新教友大會，開設專櫃推廣協會及 

  售賣聖言書籍。亦於聖神降臨節，主教為新教友彌撒後推廣。 

- 繼續於多個堂區開設專櫃，推廣協會及售賣聖言書籍。  

- 協會電子渠道，包括 Whatsapp 廣播丶 Facebook 丶 Youtube 丶網頁,  

  繼續透過每日金句彩圖丶「讀主言丶入主心」分享丶講座錄影丶 

  聖經釋義等，成為教友方便接觸聖言的渠道。 

- 協會的各項活動，九成報名透過電子渠道進行。電子渠道宣傳效果 

  良好，亦對行政帶來方便。 

 

4.2 海外聯絡： 

4.2.1 世界聖經協會 

- 秘書長於 2017 年 7 月於台北召開東北亞區會議，本會神師盧神父及 

  第二副會長呂欣茵姊妹出席；華語聖經協會則由馮𧶽豪神父代表。	

- 本會盧伯榮神父獲選為東北亞區聯絡員，2018 年起任期 3 年。 

- 會中同意東北亞區分會與南亞區分會合併，待世協幹事會批淮。 

- 會中同意世協幹事會建議的新會費 (2018 年起生效)：本會作為全面 

  會員(full member)，每年會費 USD700-，其中增加的 100- 作上繳 

  世協總部，彌補世協來自德國捐獻的減少。	

 

4.2.2 華語聖經協會聯繫 

- 2018 年 11 月 22-27 日，華語聖經大會將於本港舉行。 

- 本會神師盧神父代表協會出席籌備會議。  

 

5. 會員培育及聯絡 

5.1 會員聖言誦讀培育 

- 馮賜豪神父帶領–2017 年四旬期，於活水中心共聚會四次，約十多 

  位會員及非會員參加 

- 林康致先生帶領 - 2017 年四月救主慈悲主日丶七月中華諸聖慶日 

  (兩單次)；於基督勞工堂舉行，每次約二十多位會員及非會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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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參觀新教夏達華聖經世界 

- 2017 年 3 月，由李子忠先生及蔡華璋副會長帶隊參觀中心及聚餐 

 

5.3 嚮應聖神修院除夕聖召行 

- 十多位會員自發組隊，為聖召祈禱 

 

5.4 已故神師及會員追思彌撒 

- 可惜今年再有兩位會員 李淑玲姊妹丶 梁轉姊妹回歸父家；兩位 

  離世前仍心繫協會，李姊妹離世前仍參觀夏達華聖經世界，梁姊妹 

  亦於醫院向探望的幹事回味協會點滴。 

- 協會於 2017 年煉靈月為先神師陳維統神父及已故會員開追思彌撒。 

 

5.5 對內聯絡 

- 繼續利用手機會員 whatsapp 群組丶電郵丶會員通訊，互相連繫丶 

  代禱丶交流聖經及信仰資訊。 

 

5.6 會員人數 

- 2017 年共有 24 位新會員入會，減去離世及連續三年未交會費者， 

 會員數目共 152 人。 

 

6. 出版： 

- 2017 年 8 月出版高夏芳修女新書《語伴》5000 本，定價 30 元，堂區 

 及會員價 25 元，己於多間堂區、公教書店及海外包括澳門團體發售。 

- 今年亦第三次再版《語橋》2000 本 (三版共印 8000 本)，封面亦優化 

  設計與整個《語》系列歸一。 

- 「聖經是什麼？」小冊子於 2016 年初版後，堂區及慕道班需求很大， 

  協會於 2017 年主顯節加印第四版 5000 本。已經完全派出，小冊子 

  兩年內四版共派出超過兩萬本。 

- 3D 立體天主教中文版聖地地圖–經年預備後，年內獲恩人捐助，協會 

  開銷全球首創天主教中文版立體聖地地圖，背版更有本會獨家內容， 

 包括耶穌足跡(以福音及聖地照片顯示)丶生命恩泉聖地錄像連結， 

 與主教座堂合印 1000 份，分銷予各公教書店及堂區，現已差不多售完  

- 45 周年：印製會衣 200 件，以會章本會信守(得後 3:1)作標記；印製 

 Memo 紙作推廣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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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協會財政報告
(1/1/2017-31/12/2017) 

2017 2016 
承上結存: 1 Jan 2017 319,069.05 295,709.34 

 

 加:本年度收入  

1 教區資助 184,930.95  60,790.66 
2 會員會費 7,760.00  7,280.00 
3 捐獻 7,208.00  71,360.22 
4 培育活動  (備註 1 ) 166,148.80  269,424.00 
5 出售 T恤及聖經目錄索引 0.00  370.00 
6 出售出版書本  143,515.10  179,753.00 
7 週年大會 3,280.00  3,500.00 
8 其他 0.00  35.00 

 

總收入 512,842.85 592,512.88 
 

承上結存+總收入 831,911.90 888,222.22 
 

 減:本年度支出  

1 退款給教區 0.00  0.00 
2 行政費用  (備註 2) 30,339.40  161,259.17 
3 週年大會 8,251.20  6,856.90 
4 活動雜支  (備註 3 ) 1,800.00  2,800.00 
5 培育活動  (備註 4 ) 222,355.00  276,455.60 
6 出版書籍及製作(備註 5) 127,630.00  110,600.00 
7 手機金句日曆製作費 6,900.00  5,230.00 
8 購買書籍 240.00  120.00 
9 協會特別活動(備註 6) 2,716.70  0.00 
10 會費 32,760.00  0.00 
11 什項 1,799.60  0.00 
12 捐獻 1,000.00  1,331.50 
13 銀行費用 130.00  4,500.00 

 

總支出 435,921.90 569,153.17 
 

盈虧轉下(截至 31 Dec. 2017) 395,990.00 319,069.05 
 

 

 

神師
會長： 財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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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度協會財政報告  備註 

(1/1/2017-31/12/2017) 

項目 收 入 
1 培育活動 

2017-2018年「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 159,998.80 
青年退省及會員退省 6,150.00 

166,148.80 

項目 支 出 
2 行政費用 

大石街會址租金 9,600.00 
迷你倉租金(生效日期由5/12/2016至4/12/2018    共24月) 0.00 
協會網頁容量費 950.00 
電話及電郵信箱服務費用 2,683.00 
文具，影印及郵費 1,782.00 
廣告及宣傳 17,533.40 
交通及運輸費 2,891.00 
保險 900.00 

36,339.40 
3 活動雜支 

聖經分享小組租用場地 1,800.00 
1,800.00 

4 培育活動 
2017-2018年「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 172,110.50 
公開講座 12,500.00 
海外交流活動 11,207.30 
青年牧民活動 14,266.10 
聖言誦讀，退省等 12,271.10 

222,355.00 

5 出版書籍及製作 
高夏芳修女著作《語伴》 5,000本 68,000.00 
高夏芳修女著作《語橋》修訂版 2,000本 36,500.00 
印刷「聖經是什麼」小冊子5,000本 3,960.00 
「讀主言、入主心」 - 錄像分享 6,000.00 
協會會衣  200件 13,170.00 

127,630.00 

6 慶祝馮賜豪神父晉鐸銀禧 2,716.70 
2,716.70 

7 會費 
世界聖經協會-補付2012-2017共六年 28,080.00 
華語聖經協會聯合會-補付2012-2017共六年 4,680.00 

32,76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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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活動及發展計劃 

聖經協會會員─聖經牧民活動

1. 每月會員聚會
l 每月第三個星期六下午

l 宗徒大事錄聖經分享及反省

l 幹事開會

2. 2018/2/24 (年初九) 新春團拜
3. 週年避靜
4. 週年朝聖 (長洲/澳門)
5. 聖言誦讀訓練課程
6. 2018/3/3參觀夏達華世界
7. 參觀思高聖經學會
8. 石膏像/聖像畫工作坊
9. 聖母花園工作坊
10.煉靈月追思彌撒
11.真褔雷永明神父紀念彌撒
12. 2018/11/22 – 2018/11/27 華語聖經聯合大會

對外公開

1. 2018-2019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小時
2. 2018/6/30- 2018/7/2第八屆聖言同行者工作坊

青年

1. 聖言誦讀青年領袖訓練課程
2. 石膏像/聖像畫工作坊
3. 聖母花園工作坊
4. 2018生活聖言體驗營
5. 青年年韓國朝聖
6. 北京青年聖經牧民分享及交流
7. 中學生聖經問答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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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活動小組 

(一) 無花果樹下牧民活動設計小組

(二) 聖言同行者工作坊小組

(三) 華語聖經聯合大會義工小組

(四) 每日聖經金句彩圖小組

(五) 聖經協會網頁小組

(六) 青年牧民小組

(七) 到訪堂區宣傳小組

(八) 倉務及售書小組

(九) 攝影小組

(十) 禮儀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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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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2017「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牧民訓練課程
主教座堂各位同工及各位義工。

2. 2017-2018「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牧民訓練課程
基督勞工堂各位同工及各位義工。

3. 禮儀小百科 (上載本會金句日曆)

4. 「無花果樹下」宣傳設計：

5. 2016 年聖經金句日曆平面設計：

6. 聖經金句「神長與聖言相遇」拍片及剪片:

7. 年內捐助協會的恩人

8. 捐獻資助製作 3D 地圖
- 兩位恩人
- 容偉良先生
- 主教座堂以 16-17 年度「無花果樹下」盈利支持製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