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2年 1月 25日（第 11節） 

主題： 「厄里亞的奇蹟」 

講者： 馬慶忠兄弟 

 

課前閱讀：列下 2:19-22, 23-25；列下 4:1-7, 8-37, 38-41, 42-44；列下 8:1-6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當時，又興起了一位激烈如火的先知厄里亞，他的言辭熾熱

如火炬。他使人民遭遇饑荒，因他嫉惡如仇，使人民的數目大

減，因他們不肯持守上主的誡命；他因上主的一句話，關閉了

蒼天；同樣，他也三次使火下降。啊，厄里亞！因你的奇蹟，

你是多麼榮耀！誰能自誇與你相似？你因至高者的一句話，從

死亡中，由陰府裡，使死人復活；你將數位君王推倒，以至喪

亡，輕易地粉碎了他們的權威；你把尊貴人，從床上推下；你

在西乃山上，聽見了上主的訓誡；你在曷勒布山上，聽到了報

復的斷案；你用油祝聖了君王，為執行報復的事；你用油祝聖

了先知，為繼承你的職務；你乘著火馬車，被火旋風捲去；你

受命隨時備妥，為在上主發怒以前，平息上主的義怒，為使父

親的心轉向兒子，為使雅各伯的各支派恢愎舊觀。看見你的

人，和安眠於愛的人，是有福的！因為，我們也要生活；但死

後，我們的名聲卻不是那樣。」(德 48:1-12)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2月 22日）「厄里叟的奇蹟」 

聖言誦讀：德 48:13-18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2年 1月 18日（第 10節） 

主題： 「許地生活的奇蹟」 

講者： 屈淑美修女 

 

課前閱讀：蘇 3、6章；蘇 10:12-15；列下 20:8-11；民 6:36-40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農的兒子若蘇厄，是一位作戰的英雄，他繼承梅瑟執行先知

的任務；聞其名，可知其為人，即選民偉大的拯救者；他報復

了敵抗他的敵人，領以色列人獲得產業。當他舉手向城揮動刀

劍時，何其光榮！因為他是為上主作戰，誰能敵抗他？太陽不

是因他一揮手而即刻停住，一天變成兩天嗎？當敵人四面圍困

基貝紅時，他呼求了全能的至高者，偉大神聖的上主就俯聽了

他，大降冰雹，猛烈非常；他衝破了敵對的民族，在山的下坡

處殲滅了敵人，使外邦人知道他的武力，知道他是替上主作

戰。他時常順從全能者的旨意。」(德 46:1-8)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若蘇厄因常順從全能者的旨意，獲得了天主的垂允，使他戰勝了敵

人。那麼，我們又抱着甚麼的心態去聽從天主的旨意，抗衡魔鬼的

誘惑呢？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2022年 1月 25日）「厄里亞的奇蹟」 

聖言誦讀：德 48:1-12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2年 1月 11日（第 9節） 

主題： 「出谷紀的奇蹟」 

講者： 屈淑美修女 

 

課前閱讀：出 7-11、14章；出 16-17章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祝聖第五十年，向全國居民宣布自由；為你們是一喜年，人

各歸其祖業，人各返其家庭。第五十年為你們是一喜年，不可

播種；自然生出的，不可收穫；葡萄樹未加修剪而結的葡萄，

不可採摘，因為這是喜年，為你們應是聖年；你們只可吃田地

自然生的。在這喜年內，人各歸其祖業。」(申 25:10-13)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願祢受讚頌》通諭中，教宗指出「大地受到壓榨和糟蹋，是最被

遺棄和摧殘的可憐者之一。」在默想今天的聖言時，反思自己又

怎樣看待正受苦的地球呢？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2022年 1月 18日）「許地生活的奇蹟」 

聖言誦讀：德 46: 1-8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2年 1月 4日（第 8節） 

主題： 「聖經歷史背景――新約篇」 

講者： 范偉樂神父 

 

課前閱讀：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若敘述得體，編輯完善，這纔是我的願望；若嫌寫得膚淺平

凡，但我已盡了我之所能。比方人只喝酒，或只喝水，都不免

有害；但酒水調和了再喝，纔有滋味，暢快人心；同樣，若史

事編纂的巧妙，讀此史事的人，才感興趣。(加下 15:37-39)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新約》記述了耶穌基督進入人類的歷史裏，且與人一起。我們又

是否願意耶穌基督進入自己的生命中，與祂相遇？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2022年 1月 11日）「出谷紀的奇蹟」 

聖言誦讀：申 25:10-13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1年 12月 14日（第 7節） 

主題： 「聖經歷史背景――舊約篇」 

講者： 范偉樂神父 

 

課前閱讀：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當梅瑟派遣他們窺探客納罕地時，向他們說：「你們由此上乃

革布去，然後上山區去，窺看那地方怎樣，看住在那地方的人

民是強盛或是軟弱，是稀少或是眾多；他們住的地方是好，或

是壞；他們居住的城鎮是不設防，或是設防的；有什麼土壤，

是肥沃或是貧瘠；在那裡有沒有樹木。你們應勇敢，帶些那地

方的果子來。」那時是葡萄初熟的時節。(戶 13:17-20)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請大家環顧你現時生活的地方和環境，天主所賜給你的，是否已使

你滿足？會否為今天的生活而感恩呢？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2022年 1月 4日）「聖經歷史背景――新約篇」 

聖言誦讀：加下 2:24-30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1年 12月 7日（第 6節） 

主題： 「聖經地理」 

講者： 李子忠先生 

 

課前閱讀：瑪 4:12-25；戶 13:17-20；申 8:7-9; 11:10-12,13-15, 18-28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耶穌聽到若翰被監禁以後，就退避到加里肋亞去了；後又離開

納匝肋，來住在海邊的葛法翁，即住在則步隆和納斐塔里境

內。這應驗了依撒意亞先知所說的話：『則步隆地與納斐塔里

地，通海大路，約但河東，外方人的加里肋亞，那坐在黑暗中

的百姓，看見了浩光；那些坐在死亡陰影之地的人為他們出現

了光明。』從那時起，耶穌開始宣講說：「你們悔改罷！因為

天國臨近了。」耶穌沿加里肋亞海行走時，看見了兩個兄弟：

稱為伯多祿的西滿，和他的兄弟安德肋，在海裡撒網，他們原

是漁夫。他就對他們說：「來，跟從我！我要使你們成為漁人

的漁夫。」他們立刻捨下網，跟隨了他。他從那裡再往前行，

看見了另外兩個兄弟：載伯德的兒子雅各伯和他的弟弟若望，

在船上同自己的父親載伯德修理他們的網，就召叫了他們。他

們也立刻捨下魚船和自己的父親，跟隨了他。耶穌走遍了全加

里肋亞，在他們的會堂內施教，宣講天國的福音，治好民間各

種疾病，各種災殃。他的名聲傳遍了整個敘利亞。人就把一切

有病的、受各種疾病痛苦煎熬的、附魔的，癲癎的、癱瘓的，

都給他送來，他都治好了他們。於是有許多群眾從加里肋亞、

「十城區」、耶路撒冷、猶太和約但河東岸來跟隨了他。    

(瑪 4:12-25)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就如耶穌曾走遍加里肋亞各地，宣講天國福音、行奇蹟治好民間各

種疾病，並召叫了門徒，祂今天也治癒我們身心的疾苦，並召叫了

我們，你是如何回應祂的召叫和感謝祂賜你的奇恩異寵呢？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12月 14日）「聖經歷史背景――舊約篇」 

聖言誦讀：加下 2:24-30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1年 11月 30日（第 5節） 

主題： 「新舊約聖經的形成過程」 

講者： 劉國根兄弟 

 

課前閱讀：羅 15:4；弟後 3:14-15,16-17；伯後 1:21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上主自始即拿我作他行動的起始，作他作為的開端：大地還沒

有形成以前，遠自太古，從無始我已被立...已受生。那時，上

主還沒有創造大地...給大地奠定基礎時，我已在他身旁，充作

技師。那時，我天天是他的喜悅，不斷在他前歡躍，歡躍於塵

寰之間，樂與世人共處。 (箴 8:22-30)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若 1:1) 

當在默想這聖經章節時，你如何將聖言與天主創造天地連結？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12月 7日）「聖經地理」 

聖言誦讀：戶 13:17-20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1年 11月 23日（第 4節） 

主題： 「啓示與默感」 

講者： 劉國根兄弟 

 

課前閱讀：羅 15:4；弟後 3:14-15,16-17；伯後 1:21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然而你要堅持你所學和所信的事，你知道你是由誰學來的。你

自幼便通曉了聖經，這聖經能使你憑著那在基督耶穌內的信

德，獲得得救的智慧。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為教訓、為

督責、為矯正、為教導人學正義，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

成全，適於行各種善工。(弟後 3:14-17)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凡受天主默感所寫的聖經，……都是有益的。」(弟後 3:16)值得

我們反思的，在每次誦讀聖言時，給了甚麼有助你生命轉變的訊

息呢？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11月 30日）「新舊約聖經的形成過程」 

聖言誦讀：箴 8:22-30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1年 11月 16日（第 3節） 

主題： 「揭開聖經 II：真福雷永明神父簡介」 

講者： 蔡華璋兄弟 

 

課前資料搜集：有關真福雷永明神父的生平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在起初已有聖言，聖言與天主同在，聖言就是天主。聖言成了

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我們見了他的光榮，正如父獨生者的

光榮，滿溢恩寵和真理。從來沒有人見過天主，只有那在父懷

裡的獨生者，身為天主的，他給我們詳述了。 (若 1:1,14,18)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聖言成了血肉，寄居在我們中間。」(若 1:14) 那麼，這聖

「言」與你有甚麼關係？怎樣改變自己的生命？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請找出「新約引用舊約聖經工作紙」上所列出的十組聖經 

經文不同之處。 

 

 

 

 

 

 

 

 

下堂準備：（11月 23日）「啓示與默感」 

聖言誦讀：弟後 3:14-17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日期： 2021年 11月 9日（第 2節） 

主題： 「揭開聖經 I：思高聖經簡介」 

講者： 周婉嫻姊妹 

 

課前閱讀：「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

還銳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希 4:12-13)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比各種雙刃的劍還銳

利，直穿入靈魂和神魂，關節與骨髓的分離點，且可辨別心中

的感覺和思念。沒有一個受造物，在天主面前不是明顯的，萬

物在他眼前都是袒露敞開的，我們必須向他交賬。(希 4:12-13)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既然「天主的話確實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且可辨別心

中的感覺和思念。」讓我們在這當下時刻，呼求聖神藉聖言

觸動我們的內心。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

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

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

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在課堂中隨時發問問題，即時搶答。 

 

 

 

 

 

 

 

 

 

 

下堂準備：（11月 16日）「揭開聖經 II：真福雷永明神父簡介」 

課前資料搜集：有關真福雷永明神父的生平 

聖言誦讀：若 1:1,14,18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 

 

日期： 2021年 11月 2日（第 1節） 

主題： 「聖經中的奇蹟」總論 

講者： 李子忠先生 

 

課前閱讀：「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 

（詠 126:3；瑪 13:54-58；路 1:35-38） 

開始祈禱：聖言誦讀 （Lectio Divina） 

你應對你的兒子說：我們曾在埃及作過法郎的奴隸，上主卻以

大能的手將我們由埃及領了出來。上主在我們的眼前，對埃

及，對法郎和他全家，行了轟轟烈烈的神蹟和奇事；將我們從

那裡領出來，領我們進入他誓許給我們的祖先，要賜給我們的

土地。(申 6:21-23) 

 

聖言誦讀程序 

1. 誦讀（Lectio） 

2. 默想（Meditatio） 

參考： 
  為你而言，在你的生命中，甚麼是「奇蹟」？天主在你身上
行了甚麼奇蹟？ 

3. 祈禱（Oratio） 

4. 默觀（Contemplatio） 

聖言誦讀以詠唱「聖母讚主曲」作結束。 

 

  

「LECTIO DIVINA 聖言誦讀」簡介 

 

已故的前米蘭總主教馬蒂尼樞機（Cardinal Carlo Maria Martini, 

1927-2012），於八十年代，在自己的教區開始定期每月首星期四黃

昏，在主教座堂內與 3000青年人一起做「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他重新推行這個遠自教父時代已開始，繼由中世紀隱修團

體發揚的古老讀經方法。除因健康或出國公幹不能出席外，他一直恆



心做這個與青年人的定期約會，一做就是二十年。他更訓練了自己教

區內 70位神父，在不同的本堂中與青年人（總數約有 12,000人） 

做同一的聖言誦讀。結果，除了令青年人養成讀經的習慣外，還讓

他們學會聆聽聖言及回應天主的呼召，甚至產生了許多神職和修道

的聖召。 

 

讀經可以有許多不同方式，因人或團體而異，各有優點和困難，但都

是接觸聖言的方法。一個大家公用的方式，是在彌撒和聖事禮儀中，

以團體的方式作的聖道禮。但我們現在作的聖言誦讀，是一個以團體

的方式，參照教會教父及隱修院傳統的方式進行的讀經。這與一般的

聖經分享不同，而且大部分的聖經分享小組，通常容易變成純粹的生

活分享，忽略了「聖言誦讀」中的「默想、祈禱、默觀」等部分，所

以很快便枯乾了。 

 

聖言誦讀（Lectio Divina）主要分為四個階段，雖然這並非硬性的次

序，或必須做足每個部分，但為剛開始做的人最好先跟足這程序。這

方法由教父開始，聖熱羅尼莫使它有了一個固定結構，聖本篤再把它

列入會規內。十二世紀嘉都西隱修會（Carthusian）院長吉戈（Guigo 

II）很具體的把這方法描述於他所寫的《修士天梯》（Scala 

Paradisi）一書內。他形容這「聖言誦讀」的梯子共有四根橫木，即：  

1. 誦讀 LECTIO   

2. 默想 MEDITATIO   

3. 祈禱 ORATIO   

4. 默觀 CONTEMPLATIO  

 

1. 誦讀（LECTIO）： 

 

重複慢慢閱讀同一段聖經，找出特別句、字眼、發人深省的句子等，

甚至可用筆圈點出來。這樣做能激發我們的明悟、注意力、理解、想

像、記憶和銳覺，令一篇看似耳熟能詳，甚或陳腔舊調的經文，變得

全新一樣。舉個例說，從前當我聽到路加 6:38「你們給，也就給你

們，並且還要用好的，連按帶搖，以致外溢的升斗，倒在你們的懷

裏，因為你們用什麼升斗量，也用什麼升斗量給你們，」這一段時，

初持不明所指，還以為「按」和「搖」是什麼古代猶太量器。一次在

團體內一起讀經時，才明白所指是「升斗盛滿後，先用力按實，再搖

走多餘的，才倒出來給人！」這第一步驟，有時需要借助釋經工具，

但那並不是必然的。在我們的「聖言誦讀」聚會中，每次我們會提供

這一服務，在第一次公誦後，由專人為我們指點出一些釋經問題，以

方便大家。 



學員手冊紙
 

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
 

「無花果樹下(若 1:48)  揭開聖經七十三小時 

「聖經中的奇蹟」 
『上主向我們行了偉大奇蹟，我們的確也覺得滿心歡喜。』（詠 126:3 ） 

 

 

 

2. 默想（MEDITATIO）： 

 

讀了多遍後，我們開始反省經文對我們今日的意義。耶穌在納匝肋會

堂所說的 「你們剛才聽過的這段聖經，今天應驗了，」（路 4:21）

正好告訴我們，每次讀經都是天主聖言對我們說話的「今天」。這並

非說有什麼先知預言今天要應驗，而是說，這段二千年前的話，是天

主今天對我們說的：這話對我們有此時此地的意義，這是我要去靜心

聆聽才能領略的，所以這環節中的靜默，並非無所事事，或一個讓大

家小睡的空檔，而是一個重要的項目。我如何被這經文內的永恆重要

價值所感動呢？如何被所記載的人、地、事、物所觸動呢？我們在每

次聚會中，都安排了神父為我們分享他們的默想，或提示我們如何回

應天主的話。 

 
3. 祈禱（ORATIO）： 

 

祈禱就是我們由誦讀和反省而來的自然流露。但這個在「聖言誦讀」

活動中的祈禱，首先是每人在自己心內作的，而且最好是運用該段聖

經中的話來祈禱。這是以天主所啟示的話，來回應天主的話。例如讀

到谷 9:24，耶穌顯容後下山，治好附魔兒童一事蹟時，可用孩子的父

親所說的話來祈禱說：「我信！請你補助我的無信罷！」此刻聖神的

工作甚為重要，「因為我們不知道我們如何祈求才對，而聖神卻親自

以無可言喻的歎息，代我們轉求。」（羅 8:26） 

 
4. 默觀（CONTEMPLATIO）： 

 

這是最難解釋或說明的。這即是說，心中發出愛主情，停留在聖經的

話當中，由經文或其信息，進入瞻仰、讚歎說了這聖言的那位。不須

多言或作些什麼，整個的積極留在一個純粹被動的狀態中，讓天主在

我們身上工作。這默觀就是在基督面前的朝拜、讚頌、靜默、喜樂、

回味、沉緬。 

 



我們深信團體的力量，因為耶穌曾說：「那裡有兩個或三個人，因我

的名字聚在一起，我就在他們中間。」（瑪 18:20），所以我們希望
藉這種團體形式的聖言誦讀，借助大家一起的反省、祈禱、分享，聽

聽天主對我們要說什麼。 

 

 

 

講座重點丶得著丶問題： 

 

 

 

 

 

 

 

 

 

 

牧民活動指引 

 

 

 

 

 

 

 

 

 

 

 

 

 

 

 

下堂準備：揭開聖經 I：思高聖經簡介 

課前閲讀：思高聖經合訂本「新舊約全書總論」 

聖言誦讀：希 4:1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