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簡介會及祈禱會 

香港基督少年軍 
2022-2023年度讀經運動 

香港讀經會 
(協辦機構) 



香港讀經會 

•李穎康先生, Foster (青少年事工幹事) 

 

香港基督少年軍 

•吳惠敏女士, Tiffany (事工主任) 

 

負責同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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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題經文 

「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來跟從我的，也不
能作我的門徒。」(路加福音第14章27節) 

讀經運動 



歷史發展 

•由2006年2018年、2022年復辦 

•接近100支分隊曾經參加此計劃 

•超過3000位隊員受惠 
 

 

 

 

 

讀經運動 



多元化的形式 

(1)讀經獎勵計劃 

(2)網上問答比賽 

(3)問答比賽 

(4)朗誦比賽 

(5)靈修分享 
*分隊必須參加項目 (1)，同時再自由選擇參加項目 (2)至 (5) 
 

報名日期：2022年12月30日至23年1月31日 

                 *有名額限制的項目將以先報先得方式報名  

讀經運動 



讀經材料 

分隊可自行安排閱讀計劃及輔助材料，或使
用香港讀經會出版之《有祢飛得起》聖經輔
讀材料：馬可福音+路加福音(90日材料)及
使徒行傳(90日材料) (可向讀經會以參加讀
經運動名義，每本以優惠價$78購買，原價
$98) 

讀經運動 



讀經運動 

(必須參與項目) 



閱讀時間：2023年1月1日-6月30日 

小綿羊、幼級組、融合組 

金獎：完成6個聖經故事 (必須包括：路加福音) 

銀獎：完成3個聖經故事 (必須包括：路加福音) 
 

初級組 

金獎：完成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銀獎：完成路加福音 
 

中級組、高級組 

金獎：完成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傳 

銀獎：完成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備註：分隊必需於2023年7月31日(星期一)或之前遞交「讀經獎勵計劃」完成名單。  

 

(1)讀經獎勵計劃 



讀經運動 

(自由參與項目) 



對象：初級組、中級組及高級組隊員   

日期：2023年5月12-14日(五、六、日)  

時間：分隊集隊時間或隊員自行在指定日期內 
           在家中進行 

應用平台/軟件：Quizizz 

計分方式：以快而準計分(由Quizizz計分) 

比賽環節：網上問答，約10-15題，類型包括多 
                 項選擇題、排序、填充等   

獎項：冠、亞、季軍各一名 

參賽人數：每隊不限參加人數 

預計比賽時間：5分鐘(每人) 

(2)聖經網上問答比賽 

   *如該組別的參加人數少於8人，該組別只設冠軍一名 

注意：這獎項是以個人作計算，不是
以分隊單位計算，請導師提醒各隊員
自行(在沒有他人影響下)進行此比賽。 



 
 

對象：初級組及中級組隊員 
 

比賽經卷： 

中級組-馬可福音、路加福音、使徒行傳 

初級組-馬可福音、路加福音 

(3)聖經問答比賽 



 

日期：2023年5月20日(六) 

時間：下午2:00-6:00(視乎參加分隊隊數再落實出賽時間)  

形式：於Zoom網上平台進行(隊員須各自在家中進行) 

名額：每組別各15隊(若該組別報名隊數少於三隊，該組別將會取消) 

每組別參賽人數：分隊可每組別派出一隊伍(5-12人)參賽 
                           (晉身決賽的參賽代表，必須參與此初賽) 

計分方式：如報名隊數多於每場的人數上限，大會將以抽 
                 籤方式安排各參與分隊的比賽場次；而各隊的 
                 得分是綜合參加隊員的平均分，每個組別最高 
                 分的首三隊將能晉身決賽 

聖經問答比賽(初賽) 



 

奬勵：除了最高分的首三隊可晉身決賽外，每個組別 
           最高分的5位隊員也可獲得小禮物一份 

比賽時使用的網上應用平台/軟件：Zoom，Quizizz， 
                                                    Google Jamboard 

預計每場之比賽時間：45分鐘 

遞交初賽參賽隊員名單日期：2023年3月31日(五) 

聖經問答比賽(初賽) 



「第一回合」--重組故事 
分隊隊員須合作進行，當比賽環節開始時，主持人會於螢幕
及chat room貼出  Google Jamboard link，各分隊亦會
同時被編入各自的討論室 (Zoom breakout room)，每隊
有10分鐘時間，重組2-3個聖經故事，完成後將螢幕截圖，
將答案於指定  Google Form遞交；各個討論室會於第一回
合開始後10分鐘關閉。 
 

「第二回合」--聖經問答 
使用Quizizz平台，所有參加者同時進行聖經問答比賽。題
目約20題。 
 

計分：重組故事不計速度 (但必須限時內完成 )，按答對題數獲
得相應底分，之後再加上第二回合的平均分去排列分隊名次。 

聖經問答比賽(初賽-比賽回合) 



參賽資格：各組別於「聖經問答比賽」(初賽)得分最高 
                 的首三隊 

日期：2023年7月8日(六)  

時間：暫定下午1:30-6:00  

形式：暫定(馬灣活動中心)  

獎項：冠、亞、季軍 (每組別一名，以分隊單位作計算) 
 

比賽規則： 

1.報到時間為下午1:30 (所有參賽的隊員)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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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問答比賽(決賽) 



「第一回合」--必答題 
分隊各派出3位隊員代表組成一組參加比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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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題 (可以換人作賽) (本環節不設補答) 

分隊派出3位隊員代表輪流作答，一位負責畫，其餘組員負
責作答； 
猜猜畫畫：每組限時3分鐘，在限時內最多可以抽8題作答，
答中加20分，答錯或放棄不扣分。 

聖經問答比賽(決賽-比賽回合) 



「第三回合」--搶答題 (可以換人作賽) 

各隊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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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決賽的參賽代表，必須是初賽的參加者。 

每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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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晉身決賽之分隊必須填寫「決賽參賽隊員名單」，並於
2023月6月9日(五)或之前電郵交回總部同工；參賽隊員
名單若有更改，分隊最遲可於2023月6月30日(五) 或之
前作出更改，惟此日期後則不可再作任何更改。 

 

 

聖經問答比賽(決賽-比賽回合) 





(4)聖經朗誦比賽 

對象：小綿羊及幼級組隊員 
 

比賽目的： 
隊員能透過朗誦形式去學習聖經的內容，讓隊員對一些
聖經事件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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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準則： 
1.按語言運用、感情表達及配搭默契三方面評分，  
   比例為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四十及百分之二十；  
2.語言運用之評分標準包括：音質、吐字及發音、 
   語言與節奏、抑揚頓挫與輕重緩急及聲量控制；  
3.感情表達之評分標準包括：感情表達自然真切、 
   意境鮮明、面目表情與體態動作、獨特風格及感 
   染力 



聖經朗誦比賽(朗誦經文) 

*經文取自香港聖經公會《新標點和合本》 
 

小綿羊 (路加福音第8章22-25節) 
 

平靜風浪 

有一天，耶穌和門徒上了船，對門徒說：「我們可
以渡到湖那邊去。」他們就開了船。正行的時候，
耶穌睡著了。湖上忽然起了暴風，船將滿了水，甚
是危險。門徒來叫醒了他，說：「夫子！夫子！我
們喪命啦！」耶穌醒了，斥責那狂風大浪；風浪就
止住，平靜了。耶穌對他們說：「你們的信心在哪
裏呢？」他們又懼怕又希奇，彼此說：「這到底是
誰？他吩咐風和水，連風和水也聽從他了。」  

 



聖經朗誦比賽(朗誦經文) 

*經文取自香港聖經公會《新標點和合本》  
 

幼級組 (路加福音第4章31-37節) 
 

一個污鬼附身的人 

耶穌下到迦百農，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在安息日教訓
眾人。他們很希奇他的教訓，因為他的話裏有權柄。在
會堂裏有一個人，被污鬼的精氣附著，大聲喊叫說：「
唉！拿撒勒的耶穌，我們與你有甚麼相干？你來滅我們
嗎？我知道你是誰，乃是神的聖者。」耶穌責備他說：
「不要作聲，從這人身上出來吧！」鬼把那人摔倒在眾
人中間，就出來了，卻也沒有害他。眾人都驚訝，彼此
對問說：「這是甚麼道理呢？因為他用權柄能力吩咐污
鬼，污鬼就出來。」於是耶穌的名聲傳遍了周圍地方。   

 



聖經朗誦比賽(初賽) 

形式：分隊自行拍攝朗誦影片，於網上平台遞交  

名額：每組別各15隊(若該組別報名隊數少於三隊，該組別將會取消) 

每組別參賽人數：分隊可每組別派出一隊伍(5-15人)參賽 
                           (晉身決賽的參加代表，必須參與此初賽) 

遞交影片時段：2023年5月1-15日 

公佈決賽入圍名單日期：2023年6月5日(一) 

遞交初賽參賽隊員名單日期：2023年3月31日(五) 



聖經朗誦比賽(決賽) 

參賽資格：各組別於「聖經朗誦比賽」(初賽) 
                  得分最高的首三隊 

日期：2023年7月8日(六)  

時間：暫定下午1:30-6:00  

形式：暫定(馬灣活動中心)  

獎項：冠、亞、季軍  
          (每組別一名，以分隊單位作計算) 
 



聖經朗誦比賽(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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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之錄影模式及規格將於截止報名 
   後電郵給各參賽分隊 

2.是次比賽項目設有冠、亞、季軍 (每組別一名)  
   (若參賽隊伍只有三隊，則只設冠軍獎項) 

3.各組別的朗誦內容由大會訂定，參加者不得擅自 
   增刪 

4.各隊伍必須背誦方式演繹，不得把某字、某詞或 
   某句重複誦讀 



(5)靈修及讀經分享 

分隊導師可鼓勵隊員建立良好的靈修習慣，並可
將其靈修或閱讀「讀經獎勵計劃」所定的經卷後
寫下感想/分享(200-250字)。大會將選出部份分
享，於本會的季刊「BB News軍心」中刊登。 

 

有關遞交靈修及讀經分享之方法，將於分隊報名
參加讀經運動時告知有關分隊。 



支持單位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聖經公會 

 

 

 

香港讀經會主辦 

澳門浸信會書局  澳門讀經會 
興學證基協會 
 

Sun經歷．Sun視野．Sun方向 



讀經靈修材料 – 有祢飛得起 

• 指定材料:  

“有祢飛得起”系列 

Sun Pilot運動 
中學生讀經運動 

香港讀經會主辦 





15天 15天 15天 15天 15天 15天 

書卷背景、大綱、閱讀攻略… 

空中加油站 
安全着陸 

按書卷內容，劃定每天經文範圍 

讀經靈修材料 – 有祢飛得起 



讀經靈修材料 – 有祢飛得起 

1 

3 

5 

7 



讀經靈修材料 – 有祢飛得起 

挑戰讀者的觀察能力， 

引起他們對經文的興趣 

講解經文難明的部分， 

抽絲剝繭 

反省及默想經文內容 



讀經靈修材料 – 有祢飛得起 



讀經靈修材料 – 有祢飛得起 



讀經靈修材料 – 有祢飛得起 

瀏覽試讀本 

https://issuu.com/suhk/docs/_ 



報名及查詢 

• 請聯絡香港讀經會青少年
事工幹事李穎康(Foster) 

• 2369 3384 

• youth@hksu.org.hk 

• https://sunpilot.hk 

 



支持單位 

香港基督少年軍 

香港聖經公會 

 

 

 

香港讀經會主辦 

澳門浸信會書局  澳門讀經會 
興學證基協會 
 

Sun經歷．Sun視野．Sun方向 



答問時間 



代禱事項 

• 疫情及放寬各項防疫措施後的情況 
• 2023年新一年的分隊集隊安排 
• 分隊各成員及其家庭成員的健康 
• 導師的家庭、事奉及工作 
• 隊員的學業及信仰生命 
• 讀經運動能幫助隊員建立良好的讀經

生活 
• 香港基督少年軍事工的發展及需要 
• 香港讀經會事工的發展及需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