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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經文 

「你們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門徒。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

由。」(約翰福音 8：31 下- 32，以新標點和合本為準) 

比賽經卷 

約翰福音、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提摩太前、後書 (中級及高級組) 

約翰福音、提摩太前、後書 (初級組) 

讀經計劃的目標 

透過讀經運動，鼓勵隊員不但養成良好的讀經習慣，並可從日常生活當中實踐基督的

教導。 

活動項目 

(1 ) 讀經獎勵計劃 (2 )聖經問答比賽 (網上、非網上) (3 )聖經演繹比賽 (4 )聖經故事填色比賽 

 

備註：凡參加項目（2）至（4） 必須參加項目（1）  

 

讀經獎勵計劃 (必須參與) 

1) 中級組、高級組： 

   金獎：完成約翰福音、以斯拉記、尼希米記、提摩太前、後書 

銀獎：完成約翰福音、提摩太前、後書 

 

2) 初級組： 

金獎：完成約翰福音、提摩太前、後書 

銀獎：完成約翰福音 

 

3) 小綿羊、幼級組： 

金獎：完成 6 個聖經故事 (必須包括：約翰福音) 

銀獎：完成 3 個聖經故事 (必須包括：約翰福音) 

 

備註：分隊必需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 前遞交完成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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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運動 (可自由參與) 

聖經網上問答比賽 

對象：分隊 (幼、初級、中及高級組)    

日期：2017 年 4 月 7-9 日(五、六、日)    時間：視乎分隊集隊時間 (約四小時) 

形式：選擇題、是非題、排序題   獎項：冠、亞、季軍各一名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1 月 3 日 (二) 

計法：分隊可以隨意參與，計算參與分隊的隊員進入系統時間，第 1-5 位隊員的成績 

 

聖經問答比賽 

參賽資格 

參與 2016 - 2017 年度讀經運動之分隊 

比賽程序 

日期：2017 年 4 月 29 日（六）    時間：暫定下午一時至六時 

地點：待定 

比賽形式 

 比賽規則 

1. 筆試報到時間：初級組：13:10 (如有)  中級組：14:05 (如有) 

#所有參賽者必須出示有效的「基督少年軍證件」 
 

2. 報到時間：13:30 (所有參與比賽的分隊) 

 

3. 比賽進行期間，所有導師及隊員不可翻閱聖經或任何有關的書籍；如手提電話內載有

聖經軟件，亦請自律，切勿翻看。 （比賽進行期間不得拿電話出來，否則當作弊論） 
 

各組別比賽形式  

第一回合 必答題 

每支分隊各派出 3 位隊員代表，作為一組參加比賽，其中一位為該組組長，每組有底分 100 分； 

第一部份每組輪流作答 5 條必答題，每組限時 1 分鐘，答對每題加 10 分，答錯或棄權不扣分； 

各組完成個別作答後，進入第二部份，所有組別一同作答； 

第二部份有 5 條題目，每組在限時內舉起答案牌作答，答對每題加 10 分，答錯不扣分 
 

第二回合 創意題及互動題 (可以換人作賽) 

每支分隊需要輪流作答，並各派出 3 位隊員作代表，一位負責畫，其餘組員負責作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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猜猜畫畫：每組限時 3 分鐘，限時內最多可以抽 8 題作答，答中加 20 分，答錯或放棄不扣分； 

  （本環節不設補答） 

互動題：(詳情待定，大約是按經文描述做出相關情境) 

 
第三回合 搶答題 (可以換人作賽) 

10 分鐘內搶答最多 30 題，答中一題加 30 分，答錯扣 10 分。補答（只可一次），答中加 20 分，

答錯扣 10 分 
 

備註： 

1. 每一個比賽小組於不同回合皆設有小組組長，他將代表小組於該回合內向主裁判作最終決定。 

2. 每分隊必須填寫「出賽組員名單表格」，並於 2017 月 2 月 24 日 (星期五) 或之前交回總部同工，而分隊最遲

可於 3 月 3 日 (星期五) 或之前更改出賽名單，惟此日期後則不可作任何更改，並自行複印留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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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演繹比賽  

聖經演繹比賽的目的是希望可以透過多元化及輕鬆的形式去學習聖經的內容，讓隊員對一些聖

經事件/故事有更進一步的了解及認識，並且可以對所讀的經卷留下深刻的印象。 

 

比賽形式：1. 參與分隊需要按照大會指定題目，選取其中一題 

2. 參與分隊主要以話劇形式演繹（分隊若有其他表演形式，亦可向大會提出） 

3. 參與分隊可有 5-7 分鐘表演時間 

 

比賽題目：  

1. 復活之主向門徒顯現 (約 20:19-30) 

2. 耶穌堅固彼得的心 (約 21:1-19) 

3. 耶穌治好大臣之子 (約 4:43-54) 

 

4. 耶穌是好牧人 (約 10:1-18) 

5. 耶穌赦免行淫婦人的罪 (約 8:1-11) 

6. 耶穌給五千人吃飽 (約 6:1-15)

參賽資格：參與 2016- 2017 年度讀經運動之分隊 

比賽人數：人數不限，視乎實際需要而定 

比賽日期：2017 年 4 月 29 日 (星期六) 

比賽時間：暫定下午一時至六時    比賽地點：待定 

評審準則：必須合乎聖經的內容、演繹形式、演出效果、表達技巧、創意等 

器材及設備：大會可以提供有咪、桌子、椅子，其他道具或設備需要分隊自行準備 

名額：６個，每分隊只可以提供一項表演項目（若報名分隊不足 3 支，是次項目將會取消） 

截止報名日期：2017 年 2 月 24 日 (星期五) 

注意事項：1. 所有參與分隊必須填妥報名表格並於截止報名日期前遞交 

          2. 參與分隊若要修改有關表演內容，必須最遲於 2017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 或之 

            前提出 

          3. 是次比賽項目設有「最佳演繹聖經大獎」冠、亞、季軍 (各 1 名) 

            （若參賽隊伍只有 3 隊，則只有冠軍） 

     4. 分隊必須安排所有人力資源（例如：播放 powerpoint / 影音 / 燈光等工作人員） 

 

聖經故事填色比賽 (供小綿羊及幼級組參與) 

評審：以美觀、創作力為準則。 

規則：1) 每位參賽者只可提交 1 幅作品參賽；2) 自行設計背景、填色、加插文字，但不能用 

電腦打印。 

截止日期：2017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一) 

作品遞交：1) 請在作品上註明中文全名、聯絡電話及所屬分隊名稱； 

            並將作品郵寄回九龍土瓜灣樂民新村 A 座地下「香港基督少年軍」總部 

比賽結果：網站公佈及同工通知 (約在 2017 年 5 月中公佈) 

獎    項：每組別設冠、亞、季軍 (各 1 名) 及優異獎十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