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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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度年報 
第四十七屆周年會員大會 

日期：5-1-2020 
 

本會直屬天主教香港教區，負責推廣聖經及聖經牧民 

 



 

 

                 

  

神 師 勉 語           盧伯榮神父 
 

 

記得在讀神學時，有一課稱為教理講授，教授說教理講

授是為"聖言服務"。當時我感到奇怪，教理講授即是有關慕道

班或主日學的事情，與"聖言服務"有什麼關係？ 

 

教理講授的內容，全是”聖言”，即以耶穌為中心，所以正

是為”聖言服務”。 

 

反省： 

 

香港聖經協會又成長了一年，今年將會有新的幹事，也

有不少的新會員加入。我們身為會員，可能覺得這身份只是

為推廣讀經或學習聖經等，但有否反省過，我們是被”聖言”

所召叫，賦於一份使命：為“聖言服務”。 

 

所以，作為香港聖經協會的會員，也應有為“聖言服務“的

使命感；而幹事們要做的事，是讓會員發揮和實踐這使命─

─雖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聖言“會給予我們力量和恩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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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七屆周年大會 

 

 

日期：2020年1月5日 

時間：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基督勞工堂(牛頭角） 

 

恭奉聖經禮 

新會員入會儀式 

宣誓詞（p.24） 

 

公開講座：「希望在人間」─星光照耀 

『耶路撒冷啊！起來炫耀罷！因為你的光明已經來到，   

上主的榮耀已經照耀在你身上。』（依60:1） 

 

 

周年大會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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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3. 2019年會務報告（p.11） 

4. 2019年財政報告（p.17） 

5. 2020年活動計劃（p.18） 

6. 2020年財政預算（p.20） 

7. 鳴謝（p.23） 

8. 主顯節隆重降福 
9. 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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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第 46 屆週年會員大會記錄 

 

日期 ： 二零一九年一月六日（星期日）  
時間 ： 下午二時三十分  
地點 ： 天主教基督勞工堂 
 

週年大會會員出席名單  
神師：盧伯榮神父  
嘉賓：林祖明神父、馮賜豪神父（華語聖經協會神師）、麥英健神父、

屈淑美修女、李子忠先生、黎育輝姊妹（教友總會會長）  
幹事：馮坤慧、蔡華璋、潘慧兒、許佩文、葉錦鴻、關詠雯、劉婉雯  
會員：盧伯榮神父、馮賜豪神父、屈淑美修女、陳露珠、陳少華、鄭寶蓮、

蔡華璋、周婉嫻、馮坤慧、許美寧、許佩文、許慧儀、江琍珍、
黎建華、黎潔霞、林美卿、李子忠、呂鋈鑾、龐玉嫻、潘莉華、
潘秀琼、冼素冰、譚麗璇、袁麗紅、翁玫瑰、黃炤熙、陳秉倫、
袁淑華、彭雯輝、潘健強、羅碧嫻、梁潮炳、梁廣澍、游國華、
林潔榕、林淑玲、胡秀琼、張慧德、廖淑娟、朱家樑、黎有蓮、
江美英、林麗嫦 

新會員：陳銘寶、梁偉倫、李少美、甘年莉、黃煥嫺、黃妙容、馮玉如、
鄺國全、陳瑞萍、莫麗麗  

 
程序 

 

I. 供奉聖經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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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顯前傳II」講者：林祖明神父 

 
III.  周年大會：  
1. 通過今次周年大會議程：  

林美卿動議，陳少華和議通過。 
 

2. 通過上屆周年大會會議紀錄：  
鄭寶蓮動議，袁麗紅、陳露珠和議通過。 

 

3. 會務報告：  
會長馮坤慧簡介 2018 年會務及活動（詳見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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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事工小組 

- 年內成立工作團隊及負責幹事： 

- 聖經金句小組（關詠雯） 

- 無花果樹下課程小組（蔡華璋） 

- 無花果樹下義工小組（許佩文） 

- 無花果樹下牧民活動設計小組（潘慧兒） 

- 青年牧民小組（馮坤慧） 

- 聯絡小組（許佩文、葉錦鴻） 

- 攝錄小組（蔡華璋） 

 

2.  行政事項 

- 協會網頁自搬遷至專屬伺服器後，運作良好暢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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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盡快添加郵

箱功能。 

- 書倉搬遷事宜：為應付日漸增多的出版書籍和方便義工存取，協會於  

  2015年12月份起，租賃迷你倉擺放出版書籍存貨。由於現時租金高漲， 

  新租約價錢倍升，適逢九龍明愛中心有地方，可按現時協會租賃價格

租出，剛剛承接到今年12月4日迷你倉的合約完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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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屆 「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 小時」(2017-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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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1.1  講學部分 

- 第七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課程於2017年8月29日在基督勞工

堂禮堂上課，收生共208人（約十人來自基督勞工堂），分成20組，2018

年7月17日完滿結束。 

- 課程主題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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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的編寫，得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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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堂講者

包括夏志誠輔理主教、陳志明副主教及多位修院教授、神父、修女、平

信徒共18人，本屆新加入的講者包括吳智勳神父、林康政先生。公開講

座及部份課堂已錄影，存放於協會網頁及Youtube 頻道。本屆收生共202

人分成20組，共有99人出席率達八成（31堂）獲頒聽講證書，49人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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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達95%（37堂）獲退回全期學費，當中15人更無懼風雨寒暑出席率達100%

（39堂）。不少退回學費者把退款捐回協會。 

3.1.1.2  晚課  

- 本屆獲盧伯榮神父提議，於講座前半小時唱晚課後，取消恭奉聖經禮，

觀察所見，學員投入及專注於之後心的聖言講座。 

3.1.1.3  牧民活動  

- 本屆的牧民活動設計小組，活動除一貫的生活反省討論外，分為三個元

素，讓學員更能於牧民活動中明白到何謂生活聖言，三個元素，包括團

體、體驗、靈修。而由伍國寶神父帶的 Kahoot 手機程式聖經問答比賽，

大部分學員都表示很喜歡。 

- 由40位催化員協助推動小組凝聚及牧民活動。本屆繼續於講座前半小時

唱晚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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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心培育，以她豐富的信仰與靈修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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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設有四次培育，由梁慧鴻修女、會員林佩卿博士及幹事呂欣

茵帶領。著重推動催化員的使命感和培育帶組技巧。 

3.1.1.4 逾越節晚餐 

- 「逾越節晚餐」(基督徒適用）於25/3聖枝主日5:30-9:00pm 舉行。講者

李子忠先生，餐券每位180元，地點是天主教基督勞工堂一樓禮堂，共

137位（學員40名）參加。  

3.1.1.5 約旦・聖地朝聖團 

- 本年度朝聖日期：10-24/6/2018共45人報名成行，領隊是李子忠先生，

神師盧伯榮神父隨團。   

3.1.1.6 會員週年退省2018年 

- 主題：生活中看見天主， 

日期：2018年9月22–23日（星期六、日） 

    地點：上水聖保祿樂靜院，神師：屈淑美修女，出席12人。 

3.1.1.7 教總迎新教友活動售書1/5/2018 

- 協會於教友總會新教友迎新聚會中，擺設專櫃售賣書籍以及宣傳協

會。一如往年，誠邀會員出動幫手搬書、佈置攤位、賣書、介紹協會

及派發宣傳單張。展銷由1:45pm - 5:00pm 於灣仔莊士敦道111號，香

港遊樂場協會修頓室內場館舉行。 

 

3.1.2 第八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2018-2019） 

「先知─天主的代言人」：『諸凡梅瑟法律、先知並聖詠上指著     

我所記載的話，都必須應驗。』（路24:44b） 

3.1.2.1  講學部分  

- 第八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課程於2018年8月25日舉行開學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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暨公開講座。上課地點為沙田聖本篤堂，時間：逢星期二晚上7時30分至

9時30分，晚上7時30分開始晚禱。本屆學員有220人。 

- 本屆主題：「先知─天主的代言人」副題：『諸凡梅瑟法律、先知並聖

詠上指著我所記載的話，都必須應驗。』（路24:44b）。學員分為20組，

每組最少有兩位催化員，催化員由本屆學員中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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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2  晚課  

- 新一屆無花果的開始祈禱，將以聖言誦讀形式舉行，由牧民小組的靈修

小隊(Wendy+屈修女）負責。屈修女帶領首五次的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程序會是：短誦、聖言誦讀四步曲： 

   1. 誦讀經文（Lectio）經文本身究竟想說些什麼？ 

   2. 默想（Meditatio）經文與我現在的處境有什麼關係/觸動和挑戰？ 

   3. 祈禱（Oratio）我們要對天主說些什麼，以回應祂的聖言？ 

   4. 默觀（Contemplatio） 讓聖言轉化我們，以天主的目光/聖言去看

事物，天主要求我們作那個生活上的歸依？我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天主

嗎？   

- 行動（actio）我如何以行動，去奉獻自己為愛別人而生活。 

- 全程約15分鐘。將選用詠唱聖母讃主曲作靜默後的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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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三大元素（團體、靈修、見證）去進行。今屆特別邀請梁慧

鴻修女、呂欣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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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年牧民活動  

- 於年內舉辦了「石膏聖像工作坊」及「聖母花園工作坊」，分別與展新

業及Ave Maria Garden合作，於教區中心舉行，兩次活動均約有30位青

年參加。參加者都回應獲益良多，期待下次的活動。 

- 「青年聖經分享小組」─以大專及在職青年為主要對象，主題是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若1:1），已

於2018年11月開展，內容包括天氣報告、體驗活動、宗教遊戲、聖經及

信仰分享。  

 

3.3  對內培育工作小組 

3.3.1  各讀經小組滙報： 

  

【創世讀經小组】 

現有组員6位(會員4位，非會員2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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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會時間：每月第二個星期四晚上8:00至9:30 

地點：大石街301室聖經協會會址 

負責人：許美寧（Josephine） 

用「標題法」研讀創世紀，計劃是閱讀完整卷創世纪。 

現已閱讀至創世紀25章1-18節。 

  

【協會會址星期二聖經分享小組】 

現有組員14位(會員4位，非會員10位），有9位恆常出席。 

聚會時間：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二，晚上8:00至9:30 

地點：大石街301室聖經協會會址 

負責人：馬慶忠（Jonas） 

採用各種合適方法，視乎經文內容而定，較多用三讀法。 

現分享路加福音，從第一章開始，現讀至第八章。 

已有組員在聖十字架堂自己的善會內舉辦聖經分享聚會， 

每月一次，形式和方法與協會相同。 

  

【聖道奔馳小組】 

現有組員3位 

聚會時間：逢每月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五，晚上7:30至9:30 

地點：香港灣仔聖母聖衣堂 

負責人：黎建華（Francis） 

現在分享箴言，多用三讀法。 

  

【聖安德肋堂聖經分享小組】 

現時經常參與有6至8位 

聚會時間：每月第三個星期五，晚上8:00至9:30 

地點：將軍澳聖安德肋堂 

負責人：黎建華兄弟及蔡華璋兄弟 

主題及形式：採用主日福音選選，恭請讀經、釋經、分享、祈禱。 

聚會由蔡華璋兄弟提供一些釋經資料，及用以經解經方式分享為主，另

加上「三讀法」，讓組員對主日福音作一些個人思考及默想。  

 

【邂逅聖言小組】 

恆常組員有3位 

聚會時間：一個月一次，於星期五（視乎各人情況），晚上8:00-9:30 

地點：屯門贖世主堂 

以「三讀法」為基礎，正研讀馬爾谷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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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冷通星期三聖經分享小組】 

現有組員3位 

聚會時間：現改為於每月首周星期三，晚上7:30至9:00 

地點：油麻地塔冷通心靈書舍。 

選用聖言誦讀法。 

  

【塔冷通星期四聖經分享小組】 

現有組員大約10位（恆常出席有6位） 

聚會時間：現於每月第三周星期四，晚上7:30 至9:00 

地點：油麻地塔冷通心靈書舍 

負責人：周婉嫻（Josephine） 

 

以下是組員蘇佩珊姊妹代表分享： 

  

心靈加油站 

我是在完成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73小時」課程，經熱心教友邀請下，

加入聖經分享聚會，已經快兩年了。縱使每月聚會只一次，然而小組各

成員均非常期待、珍惜每次分享聖言的機會。我們每次選取一篇聖經章

節作聚會主題。透過三讀法形式，讓我們一起默想天主的聖言；再加上

釋經，讓我們加深對聖經的認識，更能細味聖言。雖然彼此屬都市人，

大家均忙得很，我們卻又非常享受這個半小時的聖經分享，一起來作一

次心靈加油站！每次組員也踴躍輪流分享聖言對我們的觸動處，互相分

享生活中的喜樂，憂愁，及為社會的人物、時事作出祈禱、祝福。透過

組員的互相支持、鼓勵，我每次聚會完結時，均感到心靈加滿了油，精

神煥發！聖經分享聚會，讓我們心裡感到平安、喜樂！ 

 

4.   聯絡組報告  

4.1  對外聯絡：  

- 會長代表協會出席教友總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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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Youtube、網頁，繼續

透過每日金句彩圖、「讀主言、入主心」分享、講座錄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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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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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海外聯絡： 

4.2.1   天主教華語聖經協會聯合會聯繫  

- 由天主教華語聖經協會聯合會召開的第十一屆世界華語聖經大會，於

2018年11月22至26日在香港舉行，主題是「與聖言同行，活出信望愛」。

大會每三至四年舉辦一次，邀請世界各地的華語聖經協會及華人天主教

團體的成員出席。今年出席的成員超過200名，分別來自中國大陸、香港、

台灣、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英國、美國、加拿大、澳洲、新西

蘭，澳門會員出席。 

- 本會約20位協會會員協助該次會議進行及接待參加者。  

 

5.    會員培育及聯絡  

5.1   會員聖言誦讀培育  

- 上一屆幹事團邀請林康政兄弟，為聖經分享小組組長或組員培育，   

  舊幹事聯絡講者及小組組長，新幹事團也開始學習跟進，派出一位幹事

參與其中。  

- 『乙年聖言誦讀聚會』─ 體驗與實習課程。地點：牛頭角基督勞工堂小

聖堂，日期：1月24,31日、2月7,14日(逢星期三），時間：傍晚7-9時。 

- 導師：林康政老師，費用：會員免費，課程材料：《主日聖言誦讀》乙

年（學員可堂上購買，八折$80）   

5.2   參觀新教夏達華聖經世界 

- 參觀新界粉嶺崇謙堂村5A「夏達華聖經世界聖地文物」展覽詳情：日期：

2018年4月28日時間：下午三時至六時。名額：22名（不包括領隊及聯

絡） 

- 每位捐獻港幣100元正給夏達華中心，作維持展館運作。  

5.3   嚮應聖神修院聖召行 

- 天主教教區聖召委員會主辦一年一度嘅《聖召行》又開始，過往聖經 

  協會都有參加，今年同樣會參與這活動。詳情：日期: 2018年12月26日，

集合時間地點：下午一時半港鐵黃竹坑站B出口。出發時間：下午二時

正於香港仔工業學校跟隨夏志誠輔理主教步行至聖神修院（黃竹坑惠福

道6號）共有22位會員當日穿著會衣參與活動。 

5.4  已故神師及會員追思彌撒  

- 協會於 2018 年煉靈月為先神師陳維統神父及已故會員開追思彌撒。痛惜

今年再有兩位會員：龔梅姊妹Maggie於2018年3月27日安息主懷，龔梅姊

妹是2012-2013年會長，是週年晚宴陪同杜逸文神父那位姊妹。另一位是

譚覺敏兄弟於2018年4月15日回歸父家；兩位離世前仍心繫協會。  

5.5  對內聯絡  

-  繼續利用手機會員whatsapp 群組、電郵、會員通訊，互相連繫、代禱

交流聖經及信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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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會員人數  

- 2018年共有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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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人。 

  

6.  出版 

- 今年再版「馬爾谷福音—慕道手冊（第三修訂版）」3000 本，封面更正

為初版原有的設計、內文字款加大，定價不變仍售25元，已於多間堂區、

澳門主教座堂及小盤石團體等發售，及於公教書局寄售。 

- 再三加印「聖經是什麼？」小冊子，免費送贈給教友，反應熱烈，各堂

區相繼索取，計劃於明年第一季修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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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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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華璋） 

- 無花果樹下課程小組（蔡華璋） 

- 無花果樹下義工小組（許佩文） 

- 無花果樹下牧民活動設計小組（潘慧兒） 

- 青年牧民小組（馮坤慧） 

- 聯絡小組（許佩文、葉錦鴻） 

- 攝錄小組（蔡華璋） 

 

2.  行政事項 

- 協會網頁自搬遷至專屬伺服器後，運作良好暢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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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在處理

現有郵址上遇到技術上的問題，今年未能添加郵箱功能。希望盡快找到

完善方法解決這問題。 

- 書倉事宜：租賃九龍明愛中心擺放書籍存倉已經一年，期間義工存取書

籍運作也覺方便。11月分盤點書籍時，重新組織書籍的擺放編制，從而

提高了書倉管理的效率。同時增加對庫存價值的了解，以配合未來的計

劃規劃。協會同仁仍需努力推廣，因為現有（14萬港幣）的存貨價值，

估算需在接下來的10-17年才能消化（23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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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 小時」(2018-2019） 

3.1.1.1    講學部分  

- 第八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 小時」課程於2018年8月25日舉行開學

禮暨公開講座。上課地點為沙田聖本篤堂，時間：逢星期二晚上 7時

30分至9時30分，晚上7時30分開始「聖言誦讀」晚禱。本屆學員有220 人。 

- 本屆主題：「先知 ─ 天主的代言人」副題：『諸凡梅瑟法律、先知

並聖詠上指著我所記載的話，都必須應驗。』（路24:44b）。學員分

為 20 組，每組最少有兩位催化員，催化員由本屆學員中選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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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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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2    晚課  

- 新一屆無花果的開始祈禱，將以聖言誦讀形式舉行，由牧民小組的靈修

小隊（Wendy+屈修女） 負責。屈修女帶領首五次的開始祈禱（聖言誦

讀），程序會是：短誦、聖言誦讀四步曲： 

   1. 誦讀經文（Lectio） 經文本身究竟想說些什麼？  

   2. 默想（Meditatio）經文與我現在的處境有什麼關係/觸動和挑戰？ 

   3. 祈禱（Oratio）我們要對天主說些什麼，以回應祂的聖言？ 

   4. 默觀（Contemplatio） 讓聖言轉化我們，以天主的目光/聖言去看事物，

天主要求我們作那個生活上的歸依？我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天主嗎？   

- 行動（actio）我如何以行動，去奉獻自己為愛別人而生活。 

- 全程約15分鐘。將選用詠唱聖母讃主曲作靜默後的祈禱。  

3.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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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透過三大元素（團體、靈修、見證）去進行。今屆特別邀請梁慧鴻修女、

呂欣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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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2   第九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 小時」（2019-2020） 

3.1.2.1    講學部分  

-  第九屆「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 小時」課程於2019年8月24日舉行開學

禮暨公開講座。上課地點為屯門贖世主堂，時間：逢星期三晚上 8時至

10時，晚上8時正開始晚禱。本屆學員有300 人。 

-  本屆主題：「舊約人物――新約預像」副題：『這亞當原是那未來亞當

的預像』（羅5:14）。學員分為 25 組，每組有正副兩位組長，正組長由

負責幹事許佩文 Ada 於報讀本屆的學員中選出，他們需要接受學前培

育（8月17日星期六 2-5pm 屯門贖世主堂）。副組長則由各組組員自行

選出，組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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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9下半年度，鑒於香港局勢不穩，市面交通情況混亂，協會秉承「向

被他人遺忘的人士推行聖經講座和牧民活動」的宗旨，決定在屯門區牧

養，舉辦無花果樹下課程。由於社會動蕩，為保障學員安全，先後數次

安排了停課。這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在社會環境不穏的時候。

也多謝講者及義工的支持。  

3.1.2.2    晚課  

-  新一屆無花果的開始祈禱，將以傳統的「聖言誦讀」形式舉行，盧神父

特意邀請了，上屆協助潘慧兒Wendy姊妹，主持聖言誦讀的袁淑華Joyce

姊妹負責。程序是： 

   首先簡單地解説當日所選的經文，然後進入「聖言誦讀」四步曲： 

   1. 誦讀經文（Lectio） 經文本身究竟想說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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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默想（Meditatio）經文與我現在的處境有什麼關係 / 觸動和挑戰？ 

   3. 祈禱（Oratio）我們要對天主說些什麼，以回應祂的聖言？ 

   4. 默觀（Contemplatio） 讓聖言轉化我們，以天主的目光 / 聖言去看事

物，天主要求我們作那個生活上的歸依？我在自己的生命中看到天主

嗎？   

- 全程約15分鐘。仍然選用詠唱聖母讃主曲作靜默後的祈禱便完結。  

3.1.2.3    牧民活動  

- 本屆繼續牧民活動小組，牧民活動目標為推動學員生活聖言，透過三大

元素(團體、靈修、見證） 進行。小組今屆繼續邀請梁慧鴻修女作指導及

培育，成員有會員呂欣茵姊妹、幹事許佩文，及六位會員。 

- 小組負責設計及推行每次課堂的牧民活動；每年並為組長作出四次培

育。牧民活動設計，根據歷屆學員問卷回饋及組長意見，力求至善。 

  
3.2  青年牧民活動  

- 於2018年10月成立LOGOS YOUTH，每月二次於天主教基督勞工堂進行，

以聖經遊戲、聖言誦讀、聖經靈修、祈禱等不同方式，加深青年對聖經

的認識，約有十多位青年恆常出席。 

 

3.3  對內培育工作小組 

3.3.1  各讀經小組滙報： 

  
【創世讀經小组】 

组員7位，常出席的有5位。 

聚會日期：每月弟二個星四 

時間：8:00-9:30pm 

閱讀聖經方法：仍是用<標題法>，已閱讀創世纪29章。 

由於政治局世及冶安不穩，我們已由2019月8月到11月份放假未有聚會，希

望2019年12月可以聚會研讀聖言！  

 

【協會會址星期二聖經分享小組】 

聚會地點：李宏基牧民中心301室 

聚會時間：每月第一及第三個星期二，晚上八時至九時半 

現有組員人數：18人 

恆常出席人數：9人 

負責人：馬慶忠 Jonas 

讀經方法：視乎內容，最多用三讀法，也有用注視耶穌法及自由分享。最

後會簡單釋經。 

正研讀聖經內容：路加福音，順章節讀，至今讀至第10章，38節。 

其他分享：社會運動只影響在八月暫停了一次。有組員參考了小組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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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的善會設立查經聚會，每月一次。 

  
【聖道奔馳小組】 

現有組員3位 

聚會時間：逢每月第二個及第四個星期五，晚上7:30至9:30 

地點：香港灣仔聖母聖衣堂 

負責人：黎建華（Francis） 

現在分享箴言，多用三讀法。 

  
【聖安德肋堂聖經分享小組】 

聚會時間：每月第三個星期五，晚上8:00至9:30 

地點：將軍澳聖安德肋堂 

經常參與有6至8位。2019下半年度，鑒於香港局勢不穩，市面交通情況混

亂，特別是將軍澳區常有抗議活動，引至地鐵經常停駛。故此，為保障參

加者安全，自八月起暫時停止聚會，直至事件緩和後，再決定何時復會。

這決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別在社會環境不穏的時候。 

負責人：黎建華兄弟及蔡華璋兄弟 

主題及形式：採用主日福音選選，恭請讀經、釋經、分享、祈禱。 

聚會由蔡華璋兄弟提供一些釋經資料，及用以經解經方式分享為主，另加

上「三讀法」，讓組員對主日福音作一些個人思考及默想。 

 

【邂逅聖言小組】 

恆常組員有3位 

聚會時間：一個月一次，於星期五（視乎各人情況），晚上8:00-9:30 

地點：屯門贖世主堂 

以「三讀法」為基礎，正研讀馬爾谷福音。 

由於各組員工作時間改變及時間難以掌握，故暫停聚會。 

 

【塔冷通星期三聖經分享小組】 

現有組員3位，現時常出席只有2位。 

聚會時間：現改為於每月首周星期三，晚上7:30 至9:00 

地點：油麻地塔冷通心靈書舍 

閱讀聖經方法：<主日聖言誦讀> 

由於政治不穩及考慮安全問題，我們已於2019月6月到11月份暫停聚會。 

 

【塔冷通星期四聖經分享小組】 

現有組員大約10位 (恆常出席有6位) 

地點：油麻地塔冷通心靈書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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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組員蘇佩珊姊妹代表分享 

 

超五星的心靈加油站 

 

我加入了聖經分享聚會快三年了！ 

 

縱使每星期也參與彌撒，可是都市人的我們，對主日福音往往也只是

囫圇吞棗。更甚者，腳一踏出聖堂，連主日三篇讀經也可完全忘掉！

幸好，每月的聖經分享聚會，正好給我加加油、補補習。 

我越來越喜愛每月的聖經分享聚會！每倘我們均選取一篇聖經章節作

聚會主題，透過三讀法形式，讓我們一起默想天主的聖言。再加上釋

經，使我們加深對聖經的認識；每次尋找最能觸動我們的聖經句子， 更

使我作了一次反思、反省。 

最使我難忘的分享聚會，就是2019年9月份的那一次。那天我們正分享

迦拉達書第五章13-26 節。我原是一個疲累不堪的上班族，尤其自 2019

年6月初至9月，香港爆發一連串的遊行示威活動；使我身心俱處於不

安的狀態。該段聖經章節 ｢因為全部法律總括在這句話內：『愛你的

近人如你自己』｣ ， ｢但如果你們彼此相咬相吞，你們要小心，免得

同歸於盡。｣ (迦 5 :14-15)，給我仿如當頭棒喝！ 

再加上組員輪流分享聖言、感受；及大家一起為香港社會祈禱，祈願

早日回復昔日的和平、友愛、團結；這段分享環節，深深觸動我的心

坎！為了我的超五星心靈加油站，來年我決定將每次的分享聚會也記

下來，好成為我的靈修日記。為信仰，加油！ 

   
4.   聯絡組報告  

4.1  對外聯絡：  

 - 會長代表協會出席教友總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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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協會電子渠道，包括Whatsapp廣播、Facebook、Youtube、網頁，繼續透

過每日金句彩圖、講座錄影、聖經釋義等，成為教友方便接觸聖言的

渠道。 

 - 協會的各項的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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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會員培育及聯絡  

5.1  參觀新教夏達華聖經世界 

 - 參觀新界粉嶺崇謙堂村5A「夏達華聖經世界聖地文物」展覽詳情：  

   日期：2019年4月27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三時至六時。名額：22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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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包括領隊及聯絡） 

 - 每位捐獻港幣100元正給夏達華中心，作維持展館運作。 

5.2 會員週年退省2019年 

- 主題：雅歌：從研讀舊約聖經進入幸福家庭三步曲。 

日期：2019年9月21–22日（星期六、日）， 

   地點：上水聖保祿樂靜院， 

神師：屈淑美修女，出席12人。 

 5.3   嚮應聖神修院聖召行 

 - 天主教教區聖召委員會主辦一年一度嘅《聖召行》又開始，過往聖 

   經協會都有參加，今年同樣會參與這活動。詳情：日期：2019年12月26

日，集合時間地點：下午一時半港鐵黃竹坑站B出口。出發時間：下午

二時正。現在大約有十多位會員報咗名參加聖召行。今年聖召行取消

與主教同行，直接在聖神修院進行活動。 

5.4  已故神師及會員追思彌撒  

 -  協會於 2019年煉靈月為先神師陳維統神父及已故會員開追思彌撒。痛

惜今年再有一位會員：丁綺雯姊妹於2019年11月2日「追思已亡諸信者」

日安息主懷，丁綺雯姊妹是一位退休老師，在早期已經加入協會，有

說她曾經協助雷神父有關文字的工作。  

5.5  對內聯絡  

 -  繼續利用手機會員 whatsapp  群組、電郵、會員通訊，互相連繫、代禱、

交流聖經及信仰資訊。   

5.6  會員人數  

 -  2019年共有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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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 人。 

  
6.  出版 

- 高修女新書「天問」於4月7日（四旬期第五周）在香港正式推出，初步

估計會有較高的銷量，初版印刷5000本，今次得到盧神父幫忙推介，已

接到大量訂購單。計有公進社、塔冷通、聖保祿孝女會、屯門贖世主堂、

聖家堂、基督勞工堂、大堂、黃大仙母佑會修院、露德聖母堂、聖本篤

堂無花果、蕭明中學、董思高聖經中心、陳德雄神父、聖安多尼堂等，

總數為2600本。並聯絡了澳門主教座堂及小盤石團體等發售。 

- 高修女出版的工具書「只緣身在此山中」售罄，已於12月23日重印1000

本，為方便研讀聖經的學生及教友，售價$50維持不變。 

- 再三加印「聖經是什麼？」小冊子，計劃於明年第一季修訂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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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活動計劃 
 

 

 

1. 協會會員避靜 

 

2. 已故神師及會員追思彌撒 

 

3. 真褔雷永明神父彌撒 

 

4. 協會會員參觀夏達華中心 

 

5. 2020-2021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 73小時 

 

6. LOGO YOUTH 

 

7. 青年再慕道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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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活動小組 
 
 
 
(一） 無花果樹下牧民活動設計小組 
 
 

(二） 每日聖經金句彩圖小組 
 
 

(三） 聖經協會網頁小組 
 
 

(四） 青年牧民小組 
 
 

(五） 到訪堂區宣傳小組 
 
 

(六） 倉務及售書小組 
 
 

(七） 攝影小組 
 
 

(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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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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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019-2020「無花果樹下」揭開聖經牧民訓練課程聖本篤堂各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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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2019 禮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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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唐鳳儀 

- 梁耀波 

- 陳露珠 

- 梁燕生 

- 陳寶儀 

- 唐麗桃 

- 蔡潔文 

- 王可瑛 

- 甄玉霞 

- 蔡華璋 

- 馬明珠 

- 會員捐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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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會員入會宣誓詞 
 
(請新會員先起立，步出祭台前，面向大家。讀出自己名字，司儀再宣讀
未能出席的新會員名字；全部新會員一起宣讀誓詞。） 
 
 
 

天主，我們承諾勤讀聖言，以聖言作為

生活的準繩和生命之糧。我們也承諾與

各兄弟姊妹，努力推動讀經，奉聖言為

我們走向永生道路的明燈。因主耶穌基

督之名，求你俯聽我們的祈禱，亞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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