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埔浸信會

~~  報名須知 ~~

1.截止報㈴日期:開課前一星期(不包括福音班，浸禮班/轉會班，
  晚間課程及有名額限制的課程)。
2.請於開課前儘早填交信徒裝備中心報㈴表報㈴或自行在網㆖報
  ㈴，方便本中心統計報名人數，並於報名表填報所有資料。如
  該學科提供不同時段組別，請列明所選擇組別。
3.有關各系列課程目的及㈻科編制，可參閱本課程簡介內頁。
4.每四個月為一學期，每年1、5或9月開課。每學期開課前一星期
  內於正堂及教育樓地下壁報板公佈各科上課地點，除有特殊調
  動，本中心將不會個別通知學員有關開課事宜。
5.最新修訂的開課㈰期、時間及㆖課㆞點等資料，請留意本中心
  網頁、正堂及教育樓地下壁報板。
6.學員出席率達八成以上，方為合格修畢所選讀之學科。本中心
  會定期頒發證書及文憑予合格修畢課程者，以表嘉許。
7.如該課程需要購買書籍作課本，本中心會預先訂購，並於開課
  時派發及收費。
8.八號或以上風球、黑色暴雨訊號停課。若上述風球或訊號在當
  日上課前兩小時除下，則照常上課。
9.填妥課程報㈴表後，可投進本會教育樓三樓辦事處或正堂地下
  報名表收集箱，或瀏覽本中心網頁網上報名。

本中心課程適合18歲以上之基督徒或喜愛認識基督教信仰的朋友
參加。你可按個人的信仰歷程選讀認識福音、研習聖經及塑造生
命等課程或講座。詳情可瀏覽內頁介紹，感謝主帶領您的蒞臨！

信徒裝備中心歡迎您！



大埔浸信會   信徒裝備中心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弗 4:12）

宗旨： 本中心旨在塑造滿有基督樣式的門徒，培育他們建立：

   （1） 分辨的能力，以致能護衛真道（提前 6:20）

   （2） 實踐的能力，以致能活出真道（多 3:8）

   （3） 見證的能力，以致能傳揚真道（提後 4:2）

本中心課程適合18歲以上之基督徒或

喜愛認識基督教信仰的朋友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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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信徒裝備委員會成員：

李淑儀牧師，李文忠牧師，蘇鳳珊傳道，林諾欣傳道，譚日旭執事，

曾家求執事，陳芷茵執事，石頌妮姊妹，周麗君姊妹。

專責同工：

李淑儀牧師/博士（本會主任牧師、培訓總監）

林諾欣傳道（本會傳道）

張家麗姊妹（本會幹事）



課程規劃

000 慕道系列

福音班（4 個月）

目的：讓參加者從聖經中認識基督教信仰。
對象：未信、慕道或剛決志者。
規劃：每四個月定期循環開班，歡迎隨時加入。

此乃按學員「靈程」而設的一個進階裝備課程，學員可按各「系列」之目
的，有系统地修讀相關科目。課程設計如下：

100 初信系列

「初信成長課程證書」（1年制）

目的：幫助初信者認識信仰，跟從基督。
對象：初決志信主者。
規劃：共設三科，每科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者，獲頒發「初信成長課

程證書」。每四個月定期開設下列科目：
1-10 初信栽培班（以個人或小組形式上課）
1-11 路加福音
1-12 使徒行傳



課程規劃

200 信徒基礎系列

「信徒基礎（第一階段）課程證書」（1年制）
「信徒基礎（第二階段）課程證書」（1年制）

目的：裝備信徒成為會友，認識埔浸使命，並堅固信仰與靈命的根基。

規劃：分二個階段（如下），每階段為期一年。學員完成每一階段課

      程，且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均獲頒發證書。

信徒基礎（第一階段）課程
（2-1）
對象：已修畢「100初信系列」或

     「同等程度」的信徒。

科目：

2-1A 浸禮班/轉會班

（第一至第四個月）

（另附新會友日營）

2-1B 會友班 I

（第五至第八個月）

1. 讀經樂

2. 聖經選讀：約翰福音

3. 個人性格及靈命成長

2-1C 會友班 II

（第九至第十二個月）

1. 價值觀重整之旅

2. 聖經選讀：以弗所書

3. 事奉恩賜與團隊

註：學員由修讀「成人/長者/青年

浸禮班」起一年內均可申請受

    浸，逾期須重修「浸禮班」。

信徒基礎（第二階段）課程
（2-2）
對象：已修畢「信徒基礎（第一階

 段）課程」或「同等程度」

 信徒。

科目：

2-2A 舊約導論

2-2B 新約導論

2-2C 教會二千年足跡



課程規劃

課程進階 課程要求（每科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 限期

證書

進深證書1 完成3個科目（其中至少2科為聖經科） 2年

進深證書2 完成3個科目（其中至少2科為聖經科） 2年

進深證書3 完成3個科目（其中至少2科為聖經科） 2年

文憑

進深文憑1 完成3個科目（2科：聖經；1科：其他） 2年

進深文憑2 完成3個科目（2科：聖經；1科：其他） 2年

進深文憑3 完成3個科目（2科：聖經；1科：其他） 2年

註：

1 計算方法：上課時數約14小時或以上則作1科；而7小時左右則作半科

  （以頁 8—9 資料為準）。

2 其他科目包括神學教義、事工訓練、生活成長等範疇。

3 300信徒進深系列所頒發的最高等證書為「進深文憑3」，因此曾獲此

  「文憑3」的學員其後繼續修讀的300系列科目將不會獲頒發任何證書。

400 持續裝備系列
查經學堂

為已完成「300信徒進深系列」或「同等程度」的信徒提供持續裝備的機
會。本中心會提供適切資料，讓學員以小組形式研讀並內化神的話語。

教導者學堂
為現有的導師而設，旨在提供裝備、交流和代禱的機會。

信仰研究學堂
為已完成「300信徒進深系列」或「同等程度」的信徒提供進深的學習。

300 信徒進深系列

「信徒進深課程證書」（2年制）
「信徒進深課程文憑」（2年制）

目的：為信徒提供進深的聖經、教義及事奉的裝備。

對象：已修畢「200信徒基礎系列」或「同等程度」的信徒。

規劃：完成下列要求即可獲頒發「進深證書」或「進深文憑」。



大埔浸信會  信徒裝備中心
信徒裝備課程進度

「信徒基礎 (第一階段 )課程證書」

浸禮班 /轉會班（成人 /長者 /青年）

會友班 I

會友班 II

「信徒基礎 (第二階段 )課程證書」

舊約導論

新約導論

教會二千年足跡

註 :

1. 學員由修讀「成人 / 長者 / 青年浸禮班」起一年內均可申請受浸，逾期

  者須重修「浸禮班」。

2. 以上課程安排只作參考，所有課程以每期「信裝課程簡介」為準。

  信徒裝備中心電話：2247 9102

「初信成長課程證書」
（青年班）

路加福音（青年班）

信仰生活（青年班）

使徒行傳（青年班）

「初信成長課程證書」

初信栽培

路加福音

使徒行傳



課程一覽表﹝按系列﹞

課程類別 科 目 導 師 日 期 時段 時間

000

慕

道

系

列

福音班 - 吳亞勿姑娘 6/5 至 26/8 主日早二 9:45

福音班 -
林兆傑執事

林石頌妮姊妹
20/5 至 26/8 主日午堂 11:30

福音班 - 陳芷茵執事 12/5 至 18/8 週六下午 3:00

福音班 - 曾秋蓮姊妹 11/5 至 13/7 週五上午 9:15

福音班 - 連佳華姊妹 11/5 至 13/7 週五下午 1:15

100

初

信

系

列

初信栽培班 -

黃良光弟兄

林美儀姊妹

黎慶華弟兄

13/5

13/5

12/5

至

19/8

19/8

18/8

主日早二

主日午堂

週六下午

9:45

11:30

3:00

路加福音 - 徐啟榮弟兄 6/5 至 26/8 主日午堂 11:30

路加福音 - 羅錦輝弟兄 5/5 至 25/8 週六下午 3:00

使徒行傳 - 李婉儀姊妹 6/5 至 19/8 主日早二 9:45

使徒行傳（青年班） - 莫尚英姊妹 6/5 至 12/8 主日早二 9:45

認識聖經 —— 新約

簡介（長者班）
- 張偉奇傳道 11/5 至 27/7 週五上午 9:30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 黃詠芝傳道 4/5 至 29/6 週五上午 9:30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 吳玉蓮姊妹 4/5 至 6/7 週五下午 1:15

200

信

徒

基

礎

系

列

第
一
階
段

第 154 屆成人浸禮班 - 陳婉明傳道 6/5 至 19/8 主日早二 9:45

第 154 屆成人轉會班 - 陳婉明傳道 8/7 至 22/7 主日早二 9:45

第 154 屆成人浸禮班 - 陳婉明傳道 4/5 至 17/8 週五下午 1:30

第 154 屆成人轉會班 - 陳婉明傳道 3/8 至 17/8 週五下午 1:30

第 153 屆會友班 I - 周偉強牧師 6/5 至 22/7 主日早二 9:45

第 152 屆會友班 II - 蘇鳳珊傳道 6/5 至 26/8 主日早二 9:45

第 152 屆會友班 II - 蘇鳳珊傳道 11/5 至 24/8 週五上午 9:30

第 5 屆青年會友班 II - 楊樂怡傳道 13/5 至 12/8 主日早二 9:45

第
二
階
段

教會二千年足跡 - 李文忠牧師 13/5 至 19/8 主日午堂 11:30



課程類別 科 目 導 師 日 期 時段 時間

300

信
徒
進
深
系
列

聖
經
(B)

與保羅同讀舊約

（二堂）
- 薛霞霞博士 5/6 至 12/6 週二晚上 8:00

舊
約
(O)

以斯帖記（宏福班） 壹 陳海容姊妹 20/5 至 26/8 主日早二 9:45

從箴言看財富（一堂）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17/7 週二晚上 8:00

如何讀箴言 壹 尹露成弟兄 13/5 至 19/8 主日午堂 11:30

但以理書（五堂） 半 佘慶基博士 10/4 至 15/5 週二晚上 8:00

撒迦利亞書 壹 黃慶樑弟兄 6/5 至 26/8 主日早二 9:45

與撒迦利亞同讀舊約

（一堂）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3/7 週二晚上 8:00

新
約
(N)

新約導論 I—— 第一

世紀猶大教與基督教
壹 黎慶華弟兄 6/5 至 19/8 主日午堂 11:30

馬可福音 —— 敍事

鑑別與神學詮釋
壹

鄭鈞業牧師

林偉安弟兄
6/5 至 19/8 主日午堂 11:30

使徒行傳透釋 IV 壹 黃展慧傳道 6/5 至 12/8 主日早二 9:30

羅馬書 壹 羅桂香傳道 6/5 至 12/8 主日早二 9:30

腓立比書研讀 —— 患

難中的喜樂
壹 陳思聰傳道 4/5 至 6/7 週五上午 9:30

雅各書 壹 黃少冰傳道 4/5 至 13/7 週五下午 1:30

啟示錄研讀：異象中

的盼望信息（六堂）
半 陳之虎先生 28/8 至 9/10 週二晚上 8:00

長
者
(E)

舊約以賽亞書初讀

（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11/5 至 17/8 週五上午 9:30

事
奉
(M)

詩班員訓練 壹 鍾  瑛傳道 4/5 至 22/6 週五上午 11:15

第 54 期三福佈道訓練 壹

曾桂瓊姊妹

李婉儀姊妹

黃芷芙姊妹

18/3 至 19/7 主日午堂 11:30

奉獻小組（九堂，每
月一次）

壹
李文忠牧師

統籌
24/5 至 24/1 週四晚上 8:00

課程一覽表﹝按系列﹞



學科簡介

慕道系列﹝ 000 ﹞
福音班

目的：讓參加者從聖經中認識基督教信仰，並願意決志相信耶穌基督。

對象：未信、慕道或剛決志者。

規劃：每四個月定期循環開班，歡迎隨時加入。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0-00
福音班

主日早二：吳亞勿姑娘

6/5 至 26/8 主日 9：45

讓參加者從聖經中認識基
督教信仰，並願意決志相
信耶穌基督。

主日午堂：林兆傑執事、

          林石頌妮姊妹

20/5 至 26/8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陳芷茵執事

12/5 至 18/8 週六 3：00

週五上午：曾秋蓮姊妹

11/5 至 13/7 週五 9：15

週五下午：連佳華姊妹

11/5 至 13/7 週五 1：15



學科簡介

初信成長系列﹝ 100 ﹞

目的：幫助初信者認識信仰，跟從基督。

對象：初決志信主者。

規劃：共設三科，每科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者，獲頒發「初信成長課程

證書」。每四個月定期開設下列科目：

1-10 初信栽培班（以小組或個別形式上課）

1-11 路加福音

1-12 使徒行傳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1-10
初信
栽培班

主日早二：黃良光弟兄、

          陳業偉弟兄統籌

13/5 至 19/8 主日 9：45

【目標】：幫助已經信主的人了
解信仰生活意義，實踐基督徒新
價值觀，投入教會群體，學習跟
隨基督。

【課程內容】：得救的確據，靈
修生活，祈求，讀經，教會聚
會，金錢的使用，得勝的生活等
等。

【建議要求】：必須清楚決志相
信耶穌基督者，曾修讀福音班並
相信耶穌者，或須有傳道牧者/
三福隊長轉介。
【備註】
1.所有學員必須出席8月26日上
  午11:30—12:45「栽培使團」
2.截止報㈴：2018年4㈪29㈰

主日午堂：林美儀姊妹統籌

13/5 至 19/8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黎慶華弟兄統籌

12/5 至 18/8 週六 3：00

週五上午：暫停

週五下午：暫停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1-11
路加
福音

主日午堂：徐啟榮弟兄

6/5 至 26/8 主日 11：30
藉鳥瞰耶穌基督的生平及教訓，
讓學員體會基督大愛及要求，
以致能在生活上作出回應，活出
基督樣式。曾修讀初信栽培班為
佳。

週六下午：羅錦輝弟兄

5/5 至 25/8 週六 3：00

1-12
使徒
行傳

主日早二：李婉儀姊妹
6/5 至 19/8 主日 9：45

從多角度來看使徒行傳中的信
息，特別是聖靈的工作怎樣帶領
教會的發展。曾修讀初信栽培班
與路加福音為佳。

使徒行傳
（青年班）

主日早二：莫尚英姊妹
6/5 至 12/8 主日 9：45

讓學員從多角度看使徒行傳的
信息，特別是聖靈怎樣帶領教
會發展。

【備註】

對象：17至25歲青年

認識聖經
——

新約簡介
（長者班）

週五上午：張偉奇傳道

11/5 至 27/7 週五 9：30

介紹新約聖經每卷經書的內容，
幫助長者能對新約有初步的認
識，對信仰建立一個穩固的基
礎。

基督徒的
信仰生活

週五上午：黃詠芝傳道

4/5 至 29/6 週五 9：30

如果信仰和生活切割，信仰只不
過是腦袋的東西。基督徒的信仰
就是生活，因此你的生活如何，
你的信仰也如何。本課程以蘇
穎睿牧師一書《教堂以外的信
仰——委身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為藍本，從基本生活如人際關
係、時間管理、休閒、工作、娛
樂等談信仰。

週五下午：吳玉蓮姊妹

4/5 至 6/7 週五 1：15



學科簡介

信徒基礎系列﹝ 200 ﹞
目的：裝備信徒成為會友，認識埔浸使命，並堅固信仰與靈命的根基。

規劃：分二個階段（如下），每階段為期一年。

學員完成每階段課程，且出席率達八成或以上，均獲頒發證書。

信徒基礎（第一階段）課程（2-1）
對象：已修畢「100初信系列」或「同等程度」的信徒。

【備註】：

*請在正堂地下及教育樓三樓辦事處索取「浸禮班/轉會班」專用報名表。
▲學員由修讀「成人 / 長者 / 青年浸禮班」起一年內均可申請受浸，逾期
 者須重修「浸禮班」。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54屆

成人

浸禮班

陳婉明傳道

主日早二

6/5 至 19/8 主日 9：45

週五下午

4/5 至 17/8 週五 1：30

認識基督教的信仰要義及其
生活內涵（共13節）。

準 備 申 請 第 1 5 4 屆 浸 禮
（12/2018）的基督徒必讀▲

。申請者以經常參加本會聚
會一年以上，並曾修讀初信
栽培班、路加福音及使徒行
傳為佳。（另附新會友日營）

【備註】

1. 請填寫專用報㈴表*，

   不設網㆖報㈴

2. 截止報㈴：2018年4㈪22㈰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54屆

成人

轉會班

陳婉明傳道

主日早二

8/7 至 22/7 主日 9：45

週五下午

3/8 至 17/8 週五 1：30

認識浸信會信仰與加入教會
的意義（共3節）。申請受浸
或轉會者必讀。準備受浸者
必先修讀浸禮班。申請受浸
或轉會者以經常參加本會聚
會一年或以上為佳。（另附

新會友日營）

【備註】

1. 請填寫專用報㈴表*，

   不設網㆖報㈴

2. 截止報㈴：2018年4㈪22㈰

2-1B

第153屆

會友班

I

周偉強牧師

主日早二

6/5 至 22/7 主日 9：45

1.讀經樂
2.聖經選讀：約翰福音
3.個人性格及靈命成長

2-1C

第152屆

會友班

II

蘇鳳珊傳道

主日早二

6/5 至 26/8 主日 9：45

週五上午

11/5 至 24/8 週五 9：30

1.價值觀重整之旅

2.聖經選讀：以弗所書

3.事奉恩賜與團隊2-1C

第5屆

青年

會友班
II

楊樂怡傳道
主日早二
13/5 至 12/8 主日 9：45

【備註】：

*請在正堂地下及教育樓三樓辦事處索取「浸禮班/轉會班」專用報名表。



學科簡介

信徒基礎（第二階段）課程（2-2）
對象：已修畢「200信徒基礎第一階段」或「同等程度」的信徒。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2-2C
教會

二千年
足跡

李文忠牧師

主日午堂

13/5 至 19/8 主日 11：30

從歷史看教會群體的起與跌，
探討成敗之原因，從而仿傚或
引以為鑑。從歷史看神如何保
守天國的擴展，如何行奇妙大
事及引導教會的發展方向，盼
藉此幫助學員對神更信靠，並
願意更委身在「有形教會」及
「無形教會」的服侍中。課堂
模式傾向互動，學員要有心理
準備並非被動的聽課，而是需
要主動參與的。

信徒進深系列﹝ 300 ﹞
目的：為信徒提供進深的聖經、教義及事奉的裝備。

對象：已修畢「200信徒基礎系列」或「同等程度」的信徒。

規劃：完成指定要求即可獲頒發「進深證書」或「進深文憑」。

聖經 (B)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與保羅同讀
舊約

薛霞霞博士

週二晚上（二堂）

5/6 至 12/6 週二 8：00

作為一個猶太人，保羅在他的書
信中直接與間接的使用舊約經文
有一百多次。究竟保羅如何使用
這些舊約經文？舊約的作者所表
達的意思跟保羅在新約所陳述的
是否一致？他們之間究竟是怎樣
的關係？保羅使用了哪些方式來
解讀舊約經文？透過這兩次的講
座，我們盼望可以幫助弟兄姐妹
更好的理解舊約經文在保羅書信
中的使用，從而更加深入的理解
保羅書信的思想。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以斯帖記
（宏福班）

陳海容姊妹

20/5 至 26/8 主日 9：45

** 上課地點：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507 課室（宏福 )

這是聖經裡惟一沒有提到神的
經卷。刻意不提上帝，究竟神
學目的為何？經卷的高超寫
作，和富娛樂性的敍述，引領
我們思考，經歷神真實同在並
更深認識神。寫作技巧與目的
的探究，角色人物的分析與普
珥日的關係，對現世代有何啟
示？

從箴言看
財富

李淑儀牧師/博士

週二晚上（一堂）

17/7 週二 8：00

箴言是智慧文學，教導人過智
慧的生活。所謂「智慧」，不
是指人的智力，乃是指對神的
敬畏和順從。箴言探討人該如
何在人際關係、家庭、言行、
思想上應用神的教訓，其中以
討論財富最為顯著。本講座將
帶您瀏覽箴言書及其財富觀。

如何讀

箴言

尹露成弟兄

主日午堂

13/5 至 19/8 主日 11：30

箴言是一卷談論智慧的書，這
智慧教導我們待人處世之道。
但該怎樣閱讀它呢——按字面
解釋？每一節是否可以獨立
來應用？此課堂讓我們學習如
何讀箴言。同時，箴言強調，
智慧之源在於「敬畏神」。因
此，我們也要從箴言學習如何
過討神喜悅的生活。

舊約（O）



學科簡介

舊約（O）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但以理書

佘慶基博士

週二晚上（五堂）

10/4 至 15/5 週二 8：00

但以理書在舊約眾多書卷中分屬
異類。其異不單在於所記的內容

（奇特的夢境和異象）或所屬的
文體（天啟文學），就連寫作語
言都有別於其他書卷，全書由希
伯來文和亞蘭文寫成。這奇特之
處在但以理書研究中引起廣泛的
關注和討論：為甚麼這書會以兩
種語文寫成？這與成書的過程是
否有關係？不同語言部分之間是
否有關連？怎樣關連？本課程主
要集中研讀但以理書2-7章中亞蘭
文部分，透過探討當中各故事的
內容和彼此之間的關係，了解書
中這部分的整體結構，以及所要
傳達的信息；最後會探討書中這
亞蘭文部分與其他希伯來文部分
之間的關係，從而掌握全書想要
表達的信息。

撒迦利亞書

黃慶樑弟兄

主日早二

6/5 至 26/8 主日 9：45

以色列人從被擄得以重回耶路撒
冷重建聖殿，在這段高低起伏的
歷史中，撒迦利亞書無疑是最為
特殊的一本先知書。在他之前，
以色列跌入被擄的絕望幽谷；在
他之後，這群被擄的子民開始聚
集，承擔起回到家鄉重建聖殿的
使命。本課程研讀撒迦利亞先知
領受的異象和默示，重溫開創第
二聖殿時期的豐富精彩。

與撒迦利亞
同讀舊約

李淑儀牧師/博士

週二晚上（一堂）

3/7 週二 8：00

普遍學者認為撒迦利亞書是一卷
十分難明的經卷，它之所以難
明，是因為它不斷地引用之前的
聖卷文本並與之對話。本講座將
帶您瀏覽撒迦利亞書，並以撒迦
利亞書九章9至10節為例，看看
撒迦利亞如何引用之前的聖經文
本。



學科簡介

新約 (N)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新約導論I

——
第一世紀
猶大教與
基督教

黎慶華弟兄

主日午堂

6/5 至 19/8 主日 11：30

從神學、歷史為基礎，以世界觀
為進路，看第一世紀希羅世界的
猶太信仰和基督信仰，以賴特
同名著作為基礎。課程以賴特
（N.T.Wright）《新約與神的子
民》為藍本，撮要部份內容作教
材。

【備註】此為導論課程，課程有
一定深度。

馬可福音
——

敘事鑑別與
神學詮釋

鄭鈞業牧師、林偉安弟兄

主日午堂

6/5 至 19/8 主日 11：30

本課程以《馬可福音》敍事描述
的耶穌為榜樣，以僕人的身份行
動和事奉，並以今天的處境去回
應及建構基督教神學。課程著重
對福音書的思考、討論、小組分
享及信仰反思。

使徒行傳
透釋 IV

黃展慧傳道

主日早二

6/5 至 12/8 主日 9：30

使徒行傳是連接福音書和新約書
信的橋樑；它上承福音書，下啟
書信，並且詳細引出聖靈降臨後
的情況，也可以說是信仰歷史上
的新里程。這課程會透析初期教
會在聖靈時代下的發展，從而引
進今天在生活上的應用。

羅馬書

羅桂香傳道

主日早二

6/5 至 12/8 主日 9：30

1.學員思考上帝的救贖恩典，

  如何堅固我們走上成聖之路。

2.學員學習希臘文化喜用的問

  答式的方法思考上帝的教訓。



學科簡介

新約 (N)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腓立比書
研讀
——

患難中的
喜樂

陳思聰傳道

週五上午

4/5 至 6/7 週五 9：30

現今香港的基督徒，在日常生活
中面對很多「壓力與掙扎」，
「喜樂」的生命到底只是一個
「理想」，還是能夠「真實地活
出來」？

【課程目標】：

1.藉著「深入分析與研讀」保罹
在獄中寫成的腓立比書，更明白
當中的內容。

2.藉著保罹在獄中的生命，及與
腓立比教會（福音的重要伙伴）
的關係，我們學習如何在「主
裡」能夠有「喜樂及信心」，從
而能夠一同去面對充滿生活挑戰
的社會，在困難與掙扎中，活出
滿有「喜樂」的生命。

雅各書

黃少冰傳道

週五下午

4/5 至 13/7 週五 1：30

雅各書的作者對信徒苦口婆心的
勸勉，從多樣的課題如信心、智
慧、貧富、試煉、偏待人、控制
舌頭、忍耐與禱告等，教導信徒
在生活的處境中如何實踐真理，
使基督的真智慧活現人前。雅各
書幫助我們察驗聽而行道的重
要，可說是生活的智慧。

啟示錄

研讀：

異象中的

盼望信息

陳之虎先生

週二晚上（六堂）

28/8 至 9/10 週二 8：00

華人信徒過往太著眼於《啟示
錄》的預言與徵兆，忽略了書中
的重要信仰信息。藉近三十年考
古與學者的研究成果，本課嘗試
重拾對此書應有的閱讀和理解：
在異教君王崇拜張狂的情景下，
啟示錄藉象徵性的語言表達，將
上帝終極掌權的信息，帶給受迫
害、信仰混亂與迷茫的信徒。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舊約

以賽亞書

初讀

（長者班）

方敬亮牧師

週五上午

11/5 至 17/8 週五 9：30

簡介舊約先知書中的以賽亞書，
使長者對舊約背景及基督真理有
多一些認識，從而能進一步探討
神和人的關係。

長者（E）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詩班員訓練

鍾 瑛傳道

週五上午

4/5 至 22/6

週五 11：15—12：15

有關聖樂事奉的教導、聲樂訓
練、基礎樂理、讀譜視唱技
巧。

第54期

三福佈道

訓練

隊長班：曾桂瓊姊妹

        李婉儀姊妹

隊員班：黃芷芙姊妹

主日午堂

18/3 至 19/7 主日 11：30

讓學員了解三福事工基本信念和
福音講述技巧，以及實習個人佈
道。學員在主日、週四或週六實
習。惟一經選定實習組別後，不
能隨意轉組。本課程由導師個別
約見甄選參加。

*【實習時段】：

週四晚上 7：30 或

週六下午 2：00

備註：今期不接受報㈴

事奉（M）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奉獻小組

李文忠牧師統籌

週四晚上（九堂）

（每月一次：

24/5、28/6、26/7、23/8
、27/9、25/10、22/11
、27/12、24/1/2019）

週四 8：00

【課程內容】：

1.彼此認識~分享自己的故事。

2.尋找我的人生召命~問卷。

3.如何清楚神的呼召。

4.全職與帶職事奉之分别。

5.為全職事奉作準備~靈性。

6.為全職事奉作準備~事奉參與。

7.面對攔阻。

8.成為神學生。

9.教會對神學生的支援與期望。

【目標】：

幫助學員澄清何為神的呼召，及
為全職事奉作各種的準備。

【對象】：

1.本會會友。

2.團契牧者推薦。

3.有蒙召經歷（清楚或未清楚皆

  可）。

4.穩定的崇拜、團契生话。

【備註】：

1.不設網㆖報㈴

2.截止報㈴㈰期：2018年5㈪13㈰

3.請到正堂及教育樓三樓辦事處

  索取「奉獻小組報㈴表」

4.查詢：李文忠牧師



學科簡介

信徒進深系列（300）一覽表〔按時段〕

時段 類別 科目 導師 日期 時間

主日早二

O 以斯帖記（宏福班） 壹 陳海容姊妹 20/5 至 26/8 9:45

O 撒迦利亞書 壹 黃慶樑弟兄 6/5 至 26/8 9:45

N 使徒行傳透釋 IV 壹 黃展慧傳道 6/5 至 12/8 9:30

N 羅馬書 壹 羅桂香傳道 6/5 至 12/8 9:30

主日午堂

O 如何讀箴言 壹 尹露成弟兄 13/5 至 19/8 11:30

N
新約導論 I—— 第一世紀

猶大教與基督教
壹 黎慶華弟兄 6/5 至 19/8 11:30

N
馬可福音——敘事鑑別與

神學詮釋
壹

鄭鈞業牧師
林偉安弟兄

6/5 至 19/8 11:30

M 第 54 期三福佈道訓練 壹

曾桂瓊姊妹

李婉儀姊妹

黃芷芙姊妹

18/3 至 19/7 11:30

週五上午

N
腓立比書研讀——患難中

的喜樂
壹 陳思聰傳道 4/5 至 6/7 9:30

E
舊約以賽亞書初讀

（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11/5 至 17/8 9:30

M 詩班員訓練 半 鍾  瑛傳道 4/5 至 22/6 11:15

週五下午 N 雅各書 壹 黃少冰傳道 4/5 至 13/7 1:30

週四晚上 M 奉獻小組（每月一次） 壹
李文忠牧師

統籌
24/5 至 24/1 8:00

週二晚上

O 但以理書（五堂） 半 佘慶基博士 10/4 至 15/5 8:00

B 與保羅同讀舊約（二堂） - 薛霞霞博士 5/6 至 12/6 8:00

O
與撒迦利亞同讀舊約

（一堂）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3/7 8:00

D 從箴言看財富（一堂）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17/7 8:00

N
啟示錄研讀：異象中的盼
望信息（六堂）

半 陳之虎先生 28/8 至 9/10 8:00



其他課程

導師：鄭鈞業牧師，鄭梁玉嫻師母

日期：2018年6月2日（星期六）

時間：下午 2：30—4：30

地點：教育樓602-603室

對象：凡於2013至2017年曾參加埔浸主辦的「婚前輔導」小組的

      學員

聚會簡介：

1. 讓一眾初婚的弟兄姊妹有相聚機會，彼此支持勉勵，在婚姻

   路上同行。

2. 分享婚姻保育重點，莫忘初心，重溫婚姻的意義。

3. 一同禱告，為這世代的婚姻祈求保守，送上祝福。

4. 內容：短講、分享、禱告、茶聚。

報名及查詢：鄭鈞業牧師 22479110



 備註：不設網㆖報㈴

其他課程

心聆摯語

主辦：大埔醫院基督教院牧部主辦

目的：學習床邊探訪及關懷技巧， 有效地關心醫院之院友

要求：對醫院病人具有關懷心志的基督徒，願接受實習安排

費用：$60（包括講義）

內容：

你忘我卻難忘（27/5）：認知障礙症患者的心靈關顧

                     （雷永昌醫生）

用心才可知心（3/6） ：由閒話家常到心靈關顧（湯新南院牧）

低谷伴你同行（10/6）：抑鬱症患者的心靈關顧（招慧敏院牧）

漫漫長路有我（17/6）：長期病患者的心靈關顧（馬漢明醫生）

日期：2018年5月27日至6月17日（四堂，逢星期日）

時間：下午2：30—4：30

地點：教育樓502-3室

截止報㈴：5㈪6㈰（星期㈰）

備註：院牧部義工，已登記為義工者，請直接向院牧報名。

查詢及報名：大埔醫院院牧部幹事 26076607



婦女講座 預告

懷抱㈲時

「做事的人在他所勞碌的事上得到甚麼益處呢？……上帝造萬

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傳道書 3：9、11）

講員：陳國權牧師（道在人間靈修、輔導、文化中心主任）

內容：讓姊妹經驗安靜獨處去懷抱上帝的靈修，幫助姊妹建立穩

      定的靈修生活，定時定點定量的靈修心態、基礎工夫與操

      練進程。

日期：2018年9月7日（五）

時間：早上 9:30—11:15

對象：姊妹

查詢：蘇鳳珊傳道 22479010



註：以上課程預告只作參考，所有課程安排以每期「信裝課程簡介」為準。

2018年9-12月晚間課程

日期 課題 / 講員 備註

23/10
（一堂，星期二）

從以賽亞書看事奉
李淑儀牧師/博士

大埔浸信會主任牧師

--

6/11
（一堂，星期二）

從馬丁路德金學習屬靈功課
彭順強博士

中國宣道神學院靈修神學講師

--

27/11 至 4/12
（二堂，逢星期二）

學道與崇拜：
前君士坦丁教會的經驗
鄧紹光博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

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

--

上課時間：晚上 8：00—9：30

上課地點：教育樓二樓禮堂

課程一般免收學費，每堂均有自由奉獻。  備註：必須報㈴

預告



註：以上課程預告只作參考，所有課程安排以每期「信裝課程簡介」為準。

訓練課程 導師
開課日期

2018 年 9-12 月 2019 年 1-4 月 2019 年 5-8 月

兒幼導師訓練 陳婉明傳道 主日下午 -

少年導師訓練 楊樂怡傳道統籌 - 週六下午

少年「成長八

課」導師訓練
曾惠鴻傳道統籌 - - -

康體事工訓練 周偉強牧師統籌 - 週六下午

三福佈道訓練 佈道部統籌 主日午堂 主日午堂 主日午堂

氣球使團 羅天霖傳道統籌 - 待定

戲劇使團 羅天霖傳道統籌 待定

崇拜插花員訓練 崇務部統籌 待定

栽培員訓練班 栽培部統籌 主日早二 -

栽培員訓練
進階課程

栽培部統籌 - 待定

團契導師訓練 李文忠牧師統籌 待定

團契職員訓練 李文忠牧師統籌 - 待定

奉獻小組 李文忠牧師統籌
5 月至 1 月，每月第四週

週四晚上

詩班員訓練 鍾瑛傳道 - - -

婚前輔導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主日午堂 待定

長者栽培員訓練 羅桂香傳道統籌 週二下午 - -

「訓練課程預告」 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