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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鼓勵教會推動信徒實踐每日讀經生活，透過自選讀經計劃的彈性，更配合教會

培育事工的方向和發展。 

 

計劃性質計劃性質計劃性質計劃性質 鼓勵自行推動讀經計劃的教會，邀請本會為合作單位，向本會申請自選經卷的

輔讀材料電子版權，然後自行以印刷或電子方式，製作讀經計劃輔助資源。 

 

讀經材料特色讀經材料特色讀經材料特色讀經材料特色 � 建立習慣，鼓勵每日實踐靈修式讀經生活。 

� 具系統，帶領信徒在特定時間一節不漏地讀畢一經卷。 

� 具方法，以有效的每日靈修七式撰寫，包含釋經和反思資料。 

 

讀經材料及配套讀經材料及配套讀經材料及配套讀經材料及配套 � 申請教會可獲得自選經卷的每日讀經材料 PDF 或 Word 電子格式檔案 (參考

樣本：請瀏覽 http://www.hksu.org.hk/ibpsample/ )，本會亦附送讀經材料小冊

子的封面設計及堂內讀經計劃的易拉架設計(有三款選擇，任擇其一)，以便

教會推動讀經計劃。 

� 本會亦歡迎申請教會邀請本會主領讀經靈修講座，凡申請版權費超過$3,000

的單位，更可享免費主領讀經靈修講座一次。 

 

轉載讀經材料轉載讀經材料轉載讀經材料轉載讀經材料 申請教會可以印刷或電子形式轉載所申請的讀經材料，惟無論以任何方式轉

載，懇請： 

a) 完整轉載本會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包括版權聲明；由於每日讀經材料均由作

者原創，請勿增加或刪減任何內容。 

b) 保護知識產權，除申請人或申請人所許可者外，嚴禁他人翻印或以電子形式

複製或轉載材料給非指定使用者。 

c) 於材料印刷或轉載後一個月內，以郵寄或電子方式，將一份副本傳送至本

會，以作存檔。 

 

版權版權版權版權 每日讀經材料版權屬香港讀經會有限公司所有，獲批准的申請單位可享使用權。 

 

費用費用費用費用 每日讀經材料，按使用者數量收費，每位使用者每日材料$0.8。 

(例子：《使徒行傳》讀經材料 60 日 x $0.8 x 100 位使用者 = $4,800) 

 

人數限制人數限制人數限制人數限制 此計劃只供 20 人或以上的教會團體申請參加。 

 

申請及付款方法申請及付款方法申請及付款方法申請及付款方法 請填寫「教會自選讀經計劃－讀經材料及配套申請表」，並於需要讀經材料的一需要讀經材料的一需要讀經材料的一需要讀經材料的一

個月前個月前個月前個月前，將表格及支票(抬頭「香港讀經會有限公司」)寄至本會(地址：尖沙咀

彌敦道 138 號聖安德烈基督中心 3 字樓 A 室)，你亦可攜同現金，親臨本會申請。 

 

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聯絡資料 電話：2369 4350  傳真：2369 4333  電郵：pub@hksu.org.hk 

網站：www.hksu.org.hk/ibp  

 

**任何申請需經本會核實及批准，方為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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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郵寄地址：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請人：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事奉崗位： ____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電郵：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選讀經材料 (參「讀經材料一覽表」)：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材料總日數：________ 日) 

使用對象範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使用者人數： _______________人 

預算轉載讀經材料形式(請圈出適用者)：  印刷 ／ 電子 ／ 印刷及電子 

期望本會提供的讀經材料格式(請選出一項)： � PDF  � Word      

擬定推行讀經計劃日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費用：材料總日數 _______ 日  x 使用者人數 ______ 人 x 每日材料費$0.8 = $ ______________ 

邀請本會主領讀經講座，以有效推動讀經計劃：� 是  � 否 

 

讀經材料小冊子封面設計及易拉架設計(三選一，請按入 http://www.hksu.org.hk/ibpartdesign 或使用 

右邊的 QR Code 瀏覽設計)： � 設計 A   � 設計 B   � 設計 C   � 不需要 

 

申請單位聲明： 

1. 本單位會完整轉載香港讀經會所提供的所有材料，包括版權聲明，並且不會對由作

者原創的材料，作出任何增加或刪減。 

2. 本單位願意保護知識產權，除本人或本人所許可者外，嚴禁他人翻印或以電子形式

複製或轉載材料給非指定使用者。 

3. 本單位會於材料印刷或轉載後一個月內，以郵寄或電子方式，將一份副本傳送至香

港讀經會，以作存檔。 

4. 本單位會於讀經計劃完成後，自行刪除香港讀經會所提供的材料母檔。 

本人已閱讀並願意作出以上「申請單位聲明」，並按 貴會的要求使用每日讀經材料。 

 

申請人簽署：_______________ 申請單位印鑑：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_______________ 

 

 

 
此欄只供香港讀經會填寫此欄只供香港讀經會填寫此欄只供香港讀經會填寫此欄只供香港讀經會填寫 

費用已收○ 未收○ 現金／支票︰      ＿ 收據編號       經手人        



香港讀經會香港讀經會香港讀經會香港讀經會 

「「「「教會自選讀經計劃教會自選讀經計劃教會自選讀經計劃教會自選讀經計劃」－」－」－」－ 讀經材料一覽表讀經材料一覽表讀經材料一覽表讀經材料一覽表 
 

舊約經卷舊約經卷舊約經卷舊約經卷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創世記 59 羅慶才 箴言 41 彭家鏗 

出埃及記 61 李盛林 傳道書        14 張俊明 

利未記 42 鄧達強 雅歌         9 林振偉 

民數記 50 羅慶才 以賽亞書       83 羅慶才 

申命記          58 鄧達強 耶利米書      64 羅慶才 

約書亞記            32 蔡錦圖 耶利米哀歌  6 周貴發 

士師記 40 郭文池 以西結書      65 李盛林 

路得記         4 梁華康 但以理書     25 區伯平 

撒母耳記上  53 劉志良 何西阿書      17 傅華耀 

撒母耳記下  45 樓恩德 約珥書    5 伍智聰 

列王紀上       51 張官福 阿摩司書           9 蔡錦圖 

列王紀下 30 劉偉強 俄巴底亞書 1 梁華康 

歷代志上 29 李雋 約拿書 4 鄭佩璇 

歷代志下 52 鄭以心 彌迦書 7 許建人 

以斯拉記       10 張永信 那鴻書 3 洪同勉 

尼希米記     18 郭文池 哈巴谷書 3 周燕屏 

以斯帖記      10 張官福 西番雅書 3 梁華康 

約伯記       47 陳熾彬 哈該書 2 葉偉洪 

詩篇             163 撒迦利亞書  14 黎兆榮 

  

李淑文、李盛林、 

傅華耀、麥漢勳 瑪拉基書 5 黎兆榮 

新約經卷新約經卷新約經卷新約經卷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計劃日數 作者作者作者作者 

馬太福音 86 翁靜淳 提摩太前書 9 曾立華 

馬可福音 43 陳衍昌 提摩太後書 6 周貴發 

路加福音 62 張官福 提多書 4 彭順強 

約翰福音 67 區伯平 腓利門書 2 鄺士山 

使徒行傳 61 翁靜淳 希伯來書 22 徐志強 

羅馬書 39 盧龍光 雅各書 8 岑紹麟 

哥林多前書 31 朱永生 彼得前書 13 樓恩德 

哥林多後書 21 樓恩德 彼得後書 6 樓恩德 

加拉太書 13 彭家鏗 約翰一書 11 陳文偉 

以弗所書 12 麥兆輝 約翰二書 1 陳文偉 

腓立比書 8 徐志強 約翰三書 1 陳文偉 

歌羅西書 11 林俊華 猶大書 2 徐志強 

帖撒羅尼迦前書 7 陳文偉 啟示錄 40 邵樟平 

帖撒羅尼迦後書 5 陳文偉    

如欲參考每日讀經材料樣本，請瀏覽：http://www.hksu.org.hk/ibpsample/ 

或使用此 QR Co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