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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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至 30/12 主日早二 9:45

福音班 -
林兆傑執事

林石頌妮姊妹
2/9 至 16/12 主日午堂 11:30

福音班 - 陳芷茵執事 15/9 至 15/12 週六下午 3:00

福音班 - 周惠冰姊妹 14/9 至 23/11 週五上午 9:15

福音班 - 連佳華姊妹 28/9 至 30/11 週五下午 1:15

100

初

信

系

列

初信栽培班 -

黃宗保弟兄

何福娣姊妹

黎慶華弟兄

王秀玲姊妹

香玉嫻姊妹

9/9

9/9

8/9

14/9

14/9

至

16/12

16/12

15/12

21/12

21/12

主日早二

主日午堂

週六下午

週五上午

週五下午

9:45

11:30

3:00

9:30

1:30

路加福音 - 徐啟榮弟兄 2/9 至 23/12 主日早二 9:45

路加福音 - 李嘉琪姊妹 7/9 至 14/12 週五上午 9:30

路加福音（長者班） - 張偉奇傳道 14/9 至 30/11 週五上午 9:30

路加福音（青年班） - 莫尚英姊妹 2/9 至 23/12 主日早二 9:45

使徒行傳 - 辛禧清弟兄 2/9 至 2/12 主日午堂 11:30

使徒行傳 - 羅錦輝弟兄 1/9 至 29/12 週六下午 3:00

使徒行傳 - 周麗君姊妹 14/9 至 14/12 週五下午 1:30

200

信

徒

基

礎

系

列

第
一
階
段

第 155 屆成人浸禮班 - 陳思聰傳道 2/9 至 9/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55 屆成人轉會班 - 陳思聰傳道 25/11 至 9/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55 屆成人浸禮班 - 陳思聰傳道 15/9 至 15/12 週六下午 3:00

第 155 屆成人轉會班 - 陳思聰傳道 1/12 至 15/12 週六下午 3:00

第 6 屆青年浸禮班 - 楊樂怡傳道 2/9 至 9/12 主日早二 9:45

長者浸禮班 - 張偉奇傳道 14/9 至 2/11 週五上午 11:00

第 154 屆會友班 I - 陳婉明傳道 2/9 至 16/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54 屆會友班 I - 陳婉明傳道 7/9 至 14/12 週五下午 1:00

第 153 屆會友班 II - 周偉強牧師 2/9 至 2/12 主日午堂 11:30

第
二
階
段

舊約導論 - 林諾欣傳道 16/9 至 9/12 主日早二 9:45



課程類別 科 目 導 師 日 期 時段 時間

300

信
徒
進
深
系
列

舊
約

利未記 壹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14/9 至 16/11 週五上午 9:30

申命記 壹 李文忠牧師 9/9 至 23/12 主日早二 9:45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壹 黃少冰傳道 9/9 至 23/12 主日午堂 11:30

傳道書 壹 尹露成弟兄 9/9 至 30/12 主日午堂 11:30

從以賽亞書看事奉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23/10 週二晚上 8:00

新
約

新約導論 II—— 耶穌

與四福音
壹 黎慶華弟兄 2/9 至 9/12 主日午堂 11:30

路加福音（宏福班） 壹 羅桂香傳道 7/10 至 23/12 主日早二 9:45

羅馬書透釋 I 壹 黃展慧傳道 9/9 至 16/12 主日早二 9:30

哥林多書信 壹 曾惠鴻傳道 7/9 至 14/12 週五下午 1:30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壹 羅天霖傳道 2/9 至 9/12 主日午堂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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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義

電影看神學（五堂） 半 黎慶華弟兄 23/8 至 27/9 週四晚上 8:00

生態創造論 壹 黃澤文弟兄 9/9 至 30/12 主日早二 9:45

抉擇與代價：簡明十

字架倫理初探
壹 蘇鳳珊傳道 8/9 至 29/12 週六下午 3:00

學道與崇拜：前君士
坦丁教會的經驗（二
堂）

- 鄧紹光博士 27/11 至 4/12 週二晚上 8:00

靈
修

從馬丁路德 ‧金學習

屬靈功課
- 彭順強博士 6/11 週二晚上 8:00

長
者

舊約以賽亞書初讀 2

（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14/9 至 14/12 週五上午 9:30

事
奉
(M)

第 55 期三福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16/9 至 13/1 主日午堂 11:30

長者栽培員訓練 壹
楊順成弟兄

林佩玲執事
4/9 至 4/12 週二下午 2:00

栽培員訓練 壹
陳秀德弟兄

王秀玲姊妹
9/9 至 16/12 主日早二 9:45

兒幼導師訓練 壹
陳婉明傳道

黃詠芝傳道
9/9 至 16/12 主日下午 2:00

婚前輔導（六堂） 半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9/9 至 18/11 主日午堂 11:30

詩班員深造訓練 半 鍾  瑛傳道 5/10 至 23/11 週五上午 11:15

第三屆團契職員訓練 壹
李文忠牧師

統籌
13/11 至 22/1 週二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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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至 3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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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對象：未信、慕道或剛決
志者。

主日午堂：林兆傑執事、

          林石頌妮姊妹

2/9 至 16/12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陳芷茵執事

15/9 至 15/12 週六 3：00

週五上午：周惠冰姊妹

14/9 至 23/11 週五 9：15

週五下午：連佳華姊妹

28/9 至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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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保弟兄統籌

9/9 至 1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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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0日
  上午11:30—12:45「栽培使
  團」。
2.截止報㈴：2018年8㈪26㈰

主日午堂：何福娣姊妹統籌

9/9 至 16/12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黎慶華弟兄統籌

8/9 至 15/12 週六 3：00

週五上午：王秀玲姊妹統籌

14/9 至 21/12 週五 9：30

週五下午：香玉嫻姊妹統籌

14/9 至 21/12 週五 1：30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1-11
路加
福音

主日早二：徐啟榮弟兄

2/9 至 23/12 主日 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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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上午：李嘉琪姊妹
7/9 至 14/12 週五 9：30

路加福音
（長者班）

週五上午：張偉奇傳道

14/9 至 30/11 週五 9：30

路加福音
（青年班）

主日早二：莫尚英姊妹
2/9 至 23/12 主日 9：45

路加以細膩的筆觸描述耶穌那至
善、完全、滿有恩慈、榮耀的人
性；強調祂既是完美的人子，也
是普世的救主。路加福音強調社
會輕視的人物、福音的普世性、
聖靈的工作及敬拜的生活。讓我
們一同從路加的視野出發，重新
認識及體驗耶穌如何以身教活出
誡命的本質。

【備註】

對象：17至25歲青年

1-12
使徒
行傳

主日午堂：辛禧清弟兄
2/9 至 2/12 主日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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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下午：羅錦輝弟兄

1/9 至 29/12 週六 3：00

週五下午：周麗君姊妹
14/9 至 14/12 週五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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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5屆

成人

浸禮班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2/9 至 9/12 主日 9：45

週六下午

15/9 至 15/12 週六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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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屆 浸 禮
（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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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2-1A

第6屆

青年

浸禮班

楊樂怡傳道

主日早二

2/9 至 9/12 主日 9：45

【對象】：17至25歲青年

2-1A

長者

浸禮班

張偉奇傳道

週五上午（七堂）

14/9 至 2/11 週五 11：00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55屆

成人

轉會班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25/11 至 9/12 主日 9：45

週六下午

1/12 至 15/12 週六 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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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9㈰

2-1B

第154屆

會友班

I

陳婉明傳道

主日早二

2/9 至 16/12 主日 9：45

週五下午

7/9 至 14/12 週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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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屆

會友班

II

周偉強牧師

主日午堂

2/9 至 2/12 主日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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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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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A
舊約導論

林諾欣傳道

主日早二

16/9 至 9/12 主日 9：45

「舊約導論」將探討舊約的世
界（如地理、歷史和文化處境
等），並按希伯來文聖經的分
類，研究各經卷的主旨、內
容、特色與難題，幫助學員掌
握舊約聖經的信息和詮釋要
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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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利未記

李淑儀牧師/博士

週五上午

14/9 至 16/11 週五 9：30

藉探討利未記的內容與要義，
讓學員掌握上帝對聖潔生活的
要求，以致能在生活各方面遵
守神聖潔的指示，因而活出神
賦予的新身分：「祭司的國
度、聖潔的國民」。

舊約（O）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申命記

李文忠牧師

主日早二

9/9 至 23/12 主日 9：45

申命記是一本非常重要的經
卷，以色列的帝王和百姓，是
否行在神的心意中，主要是根
據申命記的準則來評估；它也
是先知信息的靈感來源和權威
根據。因此研讀申命記，不但
可以幫助我們更多理解舊約歷
史書和先知書的信息，更重要
的是，它讓我們明白蒙恩得福
的祕訣，就是遵行神的旨意，
聽從祂的命令。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黃少冰傳道

主日午堂

9/9 至 23/12 主日 11：30

上帝是信實的神，祂延續與大
衛的約，使猶大人從被擄歸回
耶路撒冷。祂不單重建聖殿和
城牆，更要重建自己的百姓，
使他們分別為聖，全然的歸向
神，重申神子民的身份。

傳道書

尹露成弟兄

主日午堂

9/9 至 30/12 主日 11：30

傳道書談論「虛空」的人生，
但這人生「絕不空虛」！

傳道者追尋的是，在一個難以
掌控、難以測透、甚至乎是極
其荒謬的生活場景中，如何活
出豐盛的信仰人生，做一個真
正的「智慧人」。

讓我們一起跟隨這位智慧人，
學習在人生的困惑中整理信心
的功課，並體會神對人所存的
旨意。

舊約（O）



學科簡介

舊約（O）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從以賽亞書
看事奉

李淑儀牧師/博士

週二晚上（一堂）

23/10 週二 8：00

以賽亞書是描繪上帝的願景。
神期望以色列人成為合神心意
的僕人，以轉化的生命服侍那
既創造又拯救他們的神。本講
座將朝此方向，引導聽眾明白
神的憧憬，從而準備生命服侍
這位以色列的聖者。

【配合教會全年讀經計劃】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路加福音

（宏福班）

羅桂香傳道

7/10 至 23/12 主日 9：45

** 上課地點：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507 課室（宏福 )

從路加看生命的逆轉。

新約 (N)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新約導論
II——

耶穌與四

福音

黎慶華弟兄

主日午堂

2/9 至 9/12 主日 11：30

探討耶穌新觀與四福音的關
係。從歷史性耶穌、耶穌新觀
及復活觀看與四福音的關係。
本課程以賴特（N.T.Wright）
《神兒子的復活》和《認識耶
穌的十堂課》為基礎教材。

【備註】本課程為導論部份，
課程有一定深度，學員須讀畢
新約一遍。

羅馬書
透釋 I

黃展慧傳道

主日早二

9/9 至 16/12 主日 9：30

羅馬書是闡釋基督教教義的一
卷非常重要的書，我們將重溫
一些十分基要的教義，溫故納
新，更重要是學習如何應用在
今天的世代及個人的屬靈成長
之上。

哥林多書信

曾惠鴻傳道

週五下午

7/9 至 14/12 週五 1：30

哥林多教會的成就、文化及追
求，有不少與今日香港教會所
面對的情況相似。昔日保羅就
哥林多教會的種種信仰實踐問
題作出勸勉、教導和督責（尤
以爭第一的情況為主，例如信
徒互相競爭、分黨分派、誇口
屬靈恩賜等等），或許是今日
香港教會、信徒都當聆聽和反
省的課題。讓我們一起透過哥
林多書信，再一次問今日香港
教會如何可以誇自己的軟弱，
以顯出耶穌基督的完全和剛
強。

新約 (N)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帖撒羅尼迦
前、後書

羅天霖傳道

主日午堂

2/9 至 9/12 主日 11：30

保羅對帖撒羅尼迦信徒的勸
勉，主要集中於對末世時代的
真理教導，其中原因可能是帖
撒羅尼迦教會已踏入更大逼迫
的階段，於是生出對主再來更
大的盼求，但願能平息一切苦
害。所以帖撒羅尼迦前後書，
對於主耶穌再臨的解釋，更為
著重，一方面要按神的啟示內
容清楚說明，但另一方面，也
不能夠在未知主再來的日子情
況下，減滅帖撒羅尼迦信徒的
信心。希望透過此課程與大家
探討當中主要的題目，例如：
保羅的勸勉、糾正信徒在主再
來的題目上的誤解，以及對敵
基督的了解和分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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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9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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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 (N)



學科簡介

教義 (D)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電影看神學

黎慶華弟兄

週四晚上（五堂）

23/8 至 27/9 週四 8：00

從三套電影（《亞美什人的恩
典》、《錦繡良緣》、《死囚
168小時》）中探討門諾會亞米
什人的生活及信仰生活、寄居外
邦的猶太人所受到的衝擊，以及
基督教寬恕之道，並在其中作神
學的討論。

生態創造論

黃澤文弟兄

主日早二

9/9 至 30/12 主日 9：45

在工業和技術發達的社會中，
基督徒可以如何回應生態危機
和它背後的思潮？摩西的「
起初」和約翰的「太初」對
我們面對現代處境有什麼幫
助？本課採用莫特曼（Jurgen
Moltmann）的盼望神學作為基
礎，與同學一起學習實踐信
仰。

抉 擇 與 代
價:簡明十
字架倫理

初探

蘇鳳珊傳道

週六下午

8/9 至 29/12 週六 3：00

本課程旨於思考如何按基督徒
人生的方向與目的過一個愛神
愛人的倫理生活。

十字架使卑微的人與超越的神
建立了關係，因此人能超越了
自己的限制，包括能力與觀
點。十字架使被罪惡捆綁的人
得到釋放，因此他有行善的自
由。善行乃是新生命的自然流
露，不是藉外表遵行一些律例
規則。這人經歷十字架的拯救
與改造，這改造更新是從內心
開始而表露於外在行為上。這
人除了有行善的意願，也有行
善的能力。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舊約

以賽亞書

初讀 2

（長者班）

方敬亮牧師

週五上午

14/9 至 1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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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馬丁路德•金
學習屬靈功課

彭順強博士

週二晚上（一堂）

6/11 週二 8：00

一 般 人 以 為 馬 丁 路 德 ‧ 金
（1929—68）只是一位政治上
的民權領袖，但較少人為意到
他其實在屬靈上也充滿著啟
示：他是一位樂觀主義者（相
信神和人）；他指出神是公義
和慈愛兼備；人皆是的神兒女
故都是尊貴的；人有能力為善
和為惡；他並且相信苦難磨煉
他和使他更經歷神。本課程嘗
試闡述這些屬靈功課。

靈修 (S)

教義 (D)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學道與崇拜：
前君士坦丁教
會的經驗

鄧紹光博士

週二晚上（二堂）

27/11 至 4/12 週二 8：00

第一至三世紀的早期教會，在
羅馬帝國極不友善甚至敵對迫
害底下，為甚麼仍然有著驚人
的增長？他們沒有公開佈道
會，崇拜也只能秘密進行，是
甚麼原因叫早期教會不單生存
下來，並且蓬勃發展？我們藉
著教會歷史學家的研究成果，
了解箇中因由，並思考今日的
教會當走的路。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第55期

三福佈道

訓練

隊長班：曾桂瓊姊妹

        李婉儀姊妹

隊員班：曹翠容姊妹

        鍾麗嫦姊妹

主日午堂

16/9 至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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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2018年8㈪26㈰

長者栽培員
訓練

楊順成弟兄、林佩玲執事

週二下午

4/9 至 4/12

週二 2：00—3：30

幫助長者學員建立栽培的心志，
並且以《茁苖》為教本，具體掌
握栽培及陪談的技巧。

鼓勵有心志承擔長者栽培事奉者
修讀。

【備註】：

建議學員出席12月30日上午

11：30—12：45「栽培使團」。

栽培員

訓練

陳秀德弟兄、王秀玲姊妹

主日早二

9/9 至 16/12 主日 9：45

幫助學員建立栽培的心志，並且
具體掌握栽培及陪談的技巧。鼓
勵有心志承擔栽培事奉者修讀。

【備註】：

1.學員有穩定崇拜及團契等信徒

  生活為佳。

2.牧者將個別約見學員傾談。

3.所有學員必須出席12月30日

  上午 11：30—1：00「栽培使

  團」。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兒幼導師
訓練

陳婉明傳道、黃詠芝傳道

主日下午

9/9 至 16/12 主日 2：00

讓學員了解導師的使命素質及
裝備，認識兒幼童的特質和需
要，明白如何教導兒幼童認識
真理，並掌握教導兒幼童的基
本方法。

婚前輔導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主日午堂（六堂）

9/9 至 18/11 主日 11：30

為預備進入婚姻的新人，更認識
對婚姻的期望、了解彼此原生家
庭、性格、促進溝通、處理衝
突、宗教生活等，為未來婚姻打
好基礎。

【評估工具】：

Prepare/Enrich 婚前 / 婚後婚
姻關係評估。

【收費】：

每對新㆟350元（由「生命與婚
姻啟迪培訓有限公司」收取，作
關係評估分析報告用）

【課程要求】：

1.每班最少有3對新人才開班。

2.出席5堂或以上可獲發出席證

  明。

詩班員
深造訓練：
世頌詩歌
齊齊唱

鍾 瑛傳道

週五上午（八堂）

5/10 至 23/11

週五 11：15—12：30

簡譜視唱、聖詩背景介紹及聲樂
訓練等等。

事奉（M）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第三屆

團契職員

訓練

李文忠牧師統籌

週二晚上

13/11 至 22/1 週二 8：00

課程專為成青部團契職員而設。
透過課堂理論及實習討論，幫助
學員認識自己的性格特質及成長
與團契牧養的關係、認識團契的
發展、凝聚力及動力、認識團友
特性及帶領技巧等。

【註】﹕

1.學員須是2019年團契職員。

2.學員需要在課堂內完成

  ＭＢＴＩ性格分析問卷。

3.名額有限，額滿即止。

4.需有團契牧者推薦，不設網㆖

，填妥專用報名表，於

  10月21日前交回教育樓三樓辦

  事處。

事奉（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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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命記 壹 李文忠牧師 9/9 至 23/12 9:45

N 路加福音（宏福班） 壹 羅桂香傳道 7/10 至 23/12 9:45

N 羅馬書透釋 I 壹 黃展慧傳道 9/9 至 16/12 9:30

D 生態創造論 壹 黃澤文弟兄 9/9 至 30/12 9:45

M 栽培員訓練 壹
陳秀德弟兄
王秀玲姊妹

9/9 至 16/12 9:45

主日午堂

O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壹 黃少冰傳道 9/9 至 23/12 11:30

O 傳道書 壹 尹露成弟兄 9/9 至 30/12 11:30

N
新約導論II——耶穌與四

福音
壹 黎慶華弟兄 2/9 至 9/12 11:30

N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壹 羅天霖傳道 2/9 至 9/12 11:30

M 第 55 期三福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16/9 至 13/1 11:30

M 婚前輔導（六堂） 半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9/9 至 18/11 11:30

主日下午 M 兒幼導師訓練 壹
陳婉明傳道
黃詠芝傳道

9/9 至 16/12 2:00

週六下午 D
抉擇與代價：簡明十字架

倫理初探
壹 蘇鳳珊傳道 8/9 至 29/12 3:00

週五上午

O 利未記 壹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14/9 至 16/11 9:30

E
舊約以賽亞書初讀 2

（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14/9 至 14/12 9:30

M
詩班員深造訓練：世頌詩

歌齊齊唱
半 鍾  瑛傳道 5/10 至 23/11 11:15

週五下午 N 哥林多書信 壹 曾惠鴻傳道 7/9 至 14/12 1:30

週四晚上 D 電影看神話（五堂） 半 黎慶華弟兄 23/8 至 27/9 8:00

週二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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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從以賽亞書看事奉

（一堂）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23/10 8:00

S
從馬丁路德‧金學習屬靈

功課（一堂）
- 彭順強博士 6/11 8:00

M 第三屆團契職員訓練 壹
李文忠牧師

統籌
13/11 至 22/1 8:00

D
學道與崇拜：前君士坦丁
教會的經驗（二堂）

- 鄧紹光博士 27/11 至 4/12 8:00

週二下午 M 長者栽培員訓練 壹
楊順成弟兄
林佩玲姊妹

4/9 至 4/12 2:00



楊㊩與你回歸聖言

——從經文解開神話語㆗的活潑信息

講員：楊錫鏘牧師（現任中國神學研究院訪問教授兼榮譽校牧）

內容：互動查經、培靈

日期：2018年11月14日（三）

時間：上午 10:30—12:00

對象：信徒、教牧、長執、小組組長

地址：大埔墟懷義街14-18號大埔浸信會教育樓二樓

費用：免費（自由奉獻）

查詢：大埔浸信會信徒裝備中心 22479102 或

      福音證主協會 27258558 鄭小姐

報名：請登入 http://equip.taipobc.org.hk 網上報名

其他課程

 備註：敬請報㈴



 備註：必須報㈴

其他課程

第4期㆔福故事編織法
三福故事編織法是一套針對口語族群的佈道方法。口語族群主要以口

述記憶、少用文字、重事件時序的群體。編織法的特色是從福音對象

的生命故事入手，先聆聽他的經歷，再以佈道者的個人經歷去聯繫，

回應對象的生命故事，繼而引入聖經故事。在分享過程中，佈道者

可配合圖畫講解，有別於傳統以命題式的「三福」。對探訪長者、

婦女、基層或作內地/海外訪宣頗為適合。再加上後現代的人重視個

人情感，高於理性分析或說教式的權威。三福故事編織法能幫助佈道

者以福音對象聽完故事後的反應作出適切的回應，當中存有高度的互

動性，並期望是以多次性的交談去分享更多不同的故事。務求讓對象

有足夠空間去消化及沉澱所聽到的內容，在下次見面時作出回應及跟

進。最後能讓對象與福音連結成新的故事，就是踏上永生的故事。

隊長班導師：羅天霖傳道、李美玲姊妹

隊員班導師：朱鳳仙傳道、巫美華姊妹

日期：20/9—27/12/2018

時間：逢星期四早上 10：30—12：00

地點：教育樓

【備註】：

1 凡報讀課程會有導師安排面見及篩選。

2 受訓期間需實習出隊，以及協助找兩位福音對象。

3 如想進一步查詢或報名參加課程，請聯絡羅天霖傳道 22479109

4 請瀏覽 http://equip.taipobc.org.hk 網上報名

5.截止報㈴：2018年8㈪20㈰



婦女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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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點：大埔墟懷義街14-18號大埔浸信會教育樓二樓

查詢：蘇鳳珊傳道 22479010
 備註：不用報㈴



日期：2019年7月21日至8月1日（12天）

導師：李淑儀牧師/博士

團牧：鄭鈞業牧師

團費：

30~34人 35~39人 40~44人 單人房附加費
HK$26,340 HK$26,040 HK$25,740 HK$5,700

※ 團費有可能會因飛機燃油費而調整，敬請留意！

團費包含：全程食宿、參觀景點入場費、交通、機票、手冊、印花稅、

          入境稅、機場稅、燃油附加費、雜費。

團費不含：

1.餐廳、導遊、司機小費全程每人 US$187（US$17 x 11天），小費將會

  在行程中收取。

2.約旦簽證費用，每位HK$580（持香港特區護照，可免約旦及以色列簽

  證）。

3.個人旅遊保險。

【備註】：建議參加者出席由大埔浸信會信徒裝備中心2019年舉辦之

聖地課程：（逢週二晚 8：00—9：30）

19/2 至 12/3：〈聖·地·探〉—耶路撒冷；

2/7：茶會及行程簡介（務必出席）；

9/7、16/7：聖地簡介 I、II。

報名日期：2018年9月18日至2019年2月3日（㈴額㈲限，額滿即止）

查詢：信徒裝備中心 2247 9102

2019年大埔浸信會  聖地考察團

以色列、約旦「心」度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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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1-4月晚間課程

日期 課題 / 講員 備註

22/1 及 29/1
（二堂，逢星期二）

耶利米哀歌
張智聰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

副教授 (聖經科)、副教務長

--

19/2 至 12/3
（四堂，逢星期二）

〈聖．地．探〉—耶路撒冷
陳錦萍姊妹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神學碩士生

半科

2/4 及 9/4
（二堂，逢星期二）

從靈修看款待和群體辨識
林國彬牧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院牧兼實習主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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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4 月 2019 年 5-8 月 2019 年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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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主日下午 -

栽培員訓練班 栽培部統籌 - - 待定

長者栽培員訓練 羅桂香傳道統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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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 5月至 1月，每月第四週

週四晚上

詩班初級訓練 鍾瑛傳道 - 主日下午 -

詩班深造訓練 鍾瑛傳道 - - 主日下午

婚前輔導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 待定 -

「訓練課程預告」 預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