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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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課時間開始前2小時發出或預計在課程時間內發出八號或以
  上風球、黑色暴雨訊號，課程會停課。若上述風球或訊號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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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至 28/4 主日早二 9:45

福音班 - 周惠冰姊妹 13/1 至 21/4 主日午堂 11:30

福音班 - 陳芷茵執事 5/1 至 13/4 週六下午 3:00

福音班 - 曾秋蓮姊妹 11/1 至 12/4 週五上午 9:15

福音班 - 連佳華姊妹 18/1 至 12/4 週五下午 1:15

100

初

信

系

列

初信栽培班 -

陳秀德弟兄

鄧花雪姊妹

黎慶華弟兄

周惠冰姊妹

林佩玲執事

13/1

13/1

12/1

11/1

11/1

至

21/4

21/4

27/4

26/4

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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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1 至 28/4 主日午堂 11:30

路加福音 - 羅錦輝弟兄 5/1 至 27/4 週六下午 3:00

路加福音 - 香玉嫻姊妹 4/1 至 12/4 週五下午 1:30

路加福音 II

（長者班）
- 張偉奇傳道 11/1 至 12/4 週五上午 9:30

在地若天（青年班） - 楊樂怡傳道 6/1 至 7/4 主日早二 9:45

使徒行傳 - 劉竟成執事 6/1 至 28/4 主日早二 9:45

使徒行傳 - 周麗君姊妹 4/1 至 12/4 週五上午 9:30

200

信

徒

基

礎

系

列

第
一
階
段

第 156 屆成人浸禮班 - 蘇鳳珊傳道 13/1 至 21/4 主日午堂 11:30

第 156 屆成人轉會班 - 蘇鳳珊傳道 24/3 至 21/4 主日午堂 11:30

第 156 屆成人浸禮班 - 蘇鳳珊傳道 11/1 至 26/4 週五上午 9:30

第 156 屆成人轉會班 - 蘇鳳珊傳道 22/3 至 26/4 週五上午 9:30

長者浸禮班 - 張偉奇傳道 11/1 至 8/3 週五上午 11:00

第 155 屆會友班 I - 陳思聰傳道 6/1 至 14/4 主日早二 9:45

第 6 屆青年會友班 I - 莫尚英姊妹 6/1 至 14/4 主日早二 9:45

第 154 屆會友班 II - 陳婉明傳道 13/1 至 28/4 主日早二 9:45

第 154 屆會友班 II - 陳婉明傳道 4/1 至 26/4 週五下午 1:00

第
二
階
段

新約導論 -
關廣智弟兄

鄧慧然姊妹
6/1 至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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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
經

《聖·地·探》耶路撒
冷（四堂）

半 陳錦萍姊妹 19/2 至 12/3 週二晚上 8:00

舊
約

以色列人的戰爭 壹 黃澤文弟兄 6/1 至 28/4 主日早二 9:45

出埃及記 壹 曾嘉豪傳道 5/1 至 30/3 週六下午 3:00

撒母耳記上、下 壹 尹露成弟兄 13/1 至 28/4 主日午堂 11:30

從以斯拉記看被記念

的群體（一堂）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26/3 週二晚上 8:00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壹 黃少冰傳道 4/1 至 26/4 週五下午 1:30

哀哉我城，悲乎我民！

淺析《耶利米哀歌》

（二堂）

- 張智聰博士 22/1 及 29/1 週二晚上 8:00

但以理書 壹 杜韻婷傳道 11/1 至 22/3 週五上午 9:30

彌迦與西番雅 壹 林諾欣傳道 20/1 至 7/4 主日早二 9:45

新
約

使徒行傳（宏福班） 壹 陳海容姊妹 6/1 至 28/4 主日早二 9:45

羅馬書透釋 II 壹 黃展慧傳道 6/1 至 28/4 主日早二 9:30

保羅新觀及保羅書信

—— 新約導論 III
壹 黎慶華弟兄 6/1 至 14/4 主日午堂 11:30

教
義

浸信會歷史、信仰與

體制
壹

鄭鈞業牧師
林偉安弟兄

13/1 至 14/4 主日午堂 11:30

靈
修

神的旨意與群體辨識

（二堂）
- 林國彬牧師 2/4 及 9/4 週二晚上 8:00

長
者

禱告生活（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11/1 至 26/4 週五上午 9:30

事
奉

詩班員訓練 半 鍾  瑛傳道 20/1 至 24/3 主日下午 2:00

第 56 期三福個人佈道

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4/3 至 25/7 主日午堂 11:30

第 5 屆三福故事編織
法

壹

羅天霖傳道

李美玲姊妹

朱鳳仙傳道

古潔群姊妹

21/3 至 25/7 週四上午 10:30

少年導師訓練（八堂） 壹
楊樂怡傳道

統籌
2/2 至 30/3 週六下午 2:30

九型人格及生命成長 壹 許棉文弟兄 6/1 至 24/3 主日午堂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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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 至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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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惠冰姊妹

13/1 至 21/4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陳芷茵執事

5/1 至 13/4 週六 3：00

週五上午：曾秋蓮姊妹

11/1 至 12/4 週五 9：15

週五下午：連佳華姊妹

18/1 至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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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秀德弟兄統籌

13/1 至 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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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祈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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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8日
  上午11:30—12:45「栽培使
  團」。
2.截止報㈴：2018年12㈪30㈰

主日午堂：鄧花雪姊妹統籌

13/1 至 21/4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黎慶華弟兄統籌

12/1 至 27/4 週六 3：00

週五上午：周惠冰姊妹統籌

11/1 至 26/4 週五 9：30

週五下午：林佩玲執事統籌

11/1 至 26/4 週五 1：30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1-11
路加
福音

主日午堂：徐啟榮弟兄

6/1 至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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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1 至 27/4 週六 3：00

週五下午：香玉嫻姊妹
4/1 至 12/4 週五 1：30

路加福音
II

（長者班）

週五上午：張偉奇傳道

11/1 至 12/4 週五 9：30

在地若天
（青年班）

主日早二：楊樂怡傳道
6/1 至 7/4 主日 9：45

吃喝玩樂、政治倫理都與每個
人緊環相扣，從個人每天日常
的選擇，到被大氣候、流行文
化、各種主義薰陶，每一代人
都被不同的衝擊影響著。耶穌
走進人群，把天國的道理活現
在地上，讓我們知道門徒不是
概念，信仰亦不只是知識，而
是能踐行在生活中。走在世代
的漩渦中，讓我們一起從衫褲
鞋襪、吃喝玩樂、娛樂文化中
探討耶穌的倫理教導，尋找作
門徒的處世態度。

【備註】

對象：17至25歲青年

1-12
使徒
行傳

主日早二：劉竟成執事
6/1 至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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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上午：周麗君姊妹

4/1 至 12/4 週五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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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屆

成人

浸禮班

蘇鳳珊傳道

主日午堂

13/1 至 21/4 主日 11：30

週五上午

11/1 至 26/4 週五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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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屆 浸 禮
（8/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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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2-1A

長者

浸禮班

張偉奇傳道

週五上午（七堂）

11/1 至 8/3 週五 11：00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56屆

成人

轉會班

蘇鳳珊傳道

主日午堂

24/3 至 21/4 主日 11：30

週五上午

22/3 至 26/4 週五 9：30

認識浸信會信仰與加入教會
的意義（共3節）。申請轉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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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0㈰

2-1B

第155屆

會友班

I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6/1 至 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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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B

第6屆

青年

會友班 I

莫尚英姊妹

主日早二

6/1 至 14/4 主日 9：45

2-1C

第154屆

會友班

II

陳婉明傳道

主日早二

13/1 至 28/4 主日 9：45

週五下午

4/1 至 26/4 週五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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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B
新約導論

關廣智弟兄、鄧慧然姊妹

主日早二

6/1 至 28/4 主日 9：45

聖經中新約的教導，豈只是述
說耶穌的降生神蹟的故事，更
不單止幾段熟念的經文。這27
卷書中的信息，充滿着對信徒
價值觀的挑戰。這包括天國倫
理的標準，面對困難的得勝秘
笈，及屬天教會的樣式等。連
續十五個星期的課程，帶你進
入新約聖經，從歷史文化、時
代背景中，讓你更具體地認識
上帝的教導，發掘這留給我們
的寶藏，叫我們驚訝上帝的說
話從不離地！



學科簡介

舊約（O）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聖•地•探》
耶路撒冷

陳錦萍姊妹

週二晚上（四堂）

19/2 至 12/3 週二 8：00

「耶路撒冷」這地方名字在
聖經中出現不少於八百次，
從古以來就有神聖之名，但
現實的耶路撒冷與天國的
耶路撒冷卻存在著很大的對
比，一處在信仰丶政治和文
化上都充滿張力的地方，仍
然成為了世界的焦點。這個
課程會以地理、歷史考古和
文化角度穿梭不同時代的聖
經地點，讓我們更認識這個
承載了深厚的歷史的地土，
幫助信徒建立一幅立體的聖
地歷史地圖，從而更明白聖
經的信息。

【課程大綱】：

1 耶路撒冷——引言、地

  勢、歷史；

2 耶路撒冷——由耶布斯至

  大衞城（大君王之城）；

3 耶路撒冷——由會幕至聖

  殿（呈獻）；

4 耶路撒冷——從最後晚餐

  至復活丶苦路（主的同

  在）。

聖經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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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簡介

舊約（O）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以色列人

的戰爭

黃澤文弟兄

主日早二

6/1 至 28/4 主日 9：45

舊約中的迦南入侵戰爭一直都
是現代基督徒的迷思。它是否
等同於現代的「種族滅絕」？
以色列人是否真的按照上帝的
命令屠殺盡所有的迦南人？本
課程嘗試從米所波大米的歷史
角度入手，重新發現「以色列
戰爭」的歷史和神學意義。

出埃及記

曾嘉豪傳道

週六下午

5/1 至 30/3 週六 3：00

從希伯來傳統看昔日以色列人
經歷上帝奇妙的拯救、引領及
供應。

撒母耳記
上、下

尹露成弟兄

主日午堂

13/1 至 28/4 主日 11：30

【配合教會全年讀經計劃】

希伯來聖經沒有把這卷歷史書
分為上下卷，整卷歷史書描述
先知撒母耳的興起和以色列第
一、二位王（掃羅、大衛）的
事蹟。讓我們一起透過敍事者
細膩的敍事，認識這三位主角
及其他配角有血有肉的故事，
成為我們自己的借鏡，亦從故
事的發展中，明白上帝在其中
的作為。

從以斯拉記

看被記念的

群體

李淑儀牧師/博士

週二晚上（一堂）

26/3 週二 8：00

【配合教會全年讀經計劃】

根據猶太傳統，以斯拉記與尼
希米記原屬一卷書，名為「以
斯拉記」，記載回歸後三項重
建工程。書中很多重要領袖，
如省長所羅巴伯、尼希米、文
士以斯拉、先知哈該和撒迦利
亞。但書中亦出現大大小小
的名單，這些名字被列於聖經
中，他們是被記念的群體。為
何神要歷代信徒記念他們？他
們有何貢獻？本講座會帶你瀏
覽以斯拉記與尼希米記，並從
中認識這群被記念的群體。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以斯拉記、

尼希米記

黃少冰傳道

週五下午

4/1 至 26/4 週五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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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哀哉我城，
悲乎我民！

淺析
《耶利米哀歌》

張智聰博士

週二晚上（二堂）

22/1 及 29/1 週二 8：00

在猶太曆法中的亞畢月初九
日被稱為「聖殿被毀節」。
每年當日，這個信仰群體便
會誦讀《耶利米哀歌》，年
復一年的重溫這段帶來無限
悲痛的亡國剪影。哀痛，對
於他們來說是需要重溫和被
聽見的。對於當今竭力追求
無痛人生，努力迴避「負能
量」的時代而言，《哀歌》
正是如此不合時宜，卻又能
在黑暗中散發真正的點點亮
光。

但以理書

杜韻婷傳道

週五上午

11/1 至 22/3 週五 9：30

但以理書包括但以理與三朋
友在被擄的異國中怎樣忠誠
於主，讓異邦王多次見證神
的大能的故事，在後半部分
更記載但以理所見的異象，
讓我們嘗試進入當時的時
代，認識從不離棄祂子民的
神。

舊約（O）



學科簡介

新約 (N)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使徒行傳

（宏福班）

陳海容姊妹

6/1 至 28/4 主日 9：45

** 上課地點：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507 課室（宏福 )

認識初期教會如何履行耶穌
「大使命」，保羅和彼得在
大使命實踐上的重要角色。
基督教信仰的初期發展為
何？神的永恆信息和靈語，
透過使徒行傳告訴今天的信
徒繼續遵行神的使命與意
旨。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彌迦與西番雅

林諾欣傳道

主日早二

20/1 至 7/4 主日 9：45

【配合教會全年讀經計劃】

彌迦和西番雅雖為不同時期
的先知，但他們都是向面對
亞述威脅的猶大國宣講上帝
的話語。活在動盪不安的世
代，人容易變得自私，為
了保障個人的利益，忘記了
他的鄰舍，更容易忘記了他
的上帝。透過先知，上帝向
祂的子民發出審判、譴責、
安慰和盼望之言，為的是要
上帝的百姓謹記他們的身分
和他們與上帝所立的約。此
課程會透過這兩卷先知書，
我們嘗試聆聽先知所傳講的
話，並再思它們對我們今日
有甚麼意義。

舊約（O）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浸信會

歷史、信仰與

體制

鄭鈞業牧師、林偉安弟兄

主日午堂

13/1 至 14/4 主日 11：30

作為浸信會會友，你認識本
會的歷史嗎？除了月會、會
友制之外，你清楚浸信會的
體制及特色嗎？你了解浸信
會的信仰嗎？以上這些與其
他宗派又有什麼分別？

本課程以《浸信會信仰之根
源及特色》、《浸信會信仰
與體制》為藍本。課程著重
對教會體制及信仰傳統的思
考、討論、小組分享及信仰
反思。

教義 (D)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羅馬書
透釋 II

黃展慧傳道

主日早二

6/1 至 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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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新觀及

保羅書信

——
新約導論

III

黎慶華弟兄

主日午堂

6/1 至 14/4 主日 11：30

以賴特的《保羅神學嶄新觀》和
《再思保羅神學爭議》兩書為藍
本，同時亦參照亞德邁的《保羅
及其書信》，探討保羅生平及其
各書信的神學教導！

【註】本課程為導論課程，課程
較深入探討神學，學員需讀完
整本新約或曾修導論I及II的課
程。

新約 (N)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詩班員訓練

鍾 瑛傳道

主日下午（共八堂）

20/1 至 24/3

主日 2：00—3：15

聖樂事奉聖經基礎、歌唱技
巧、樂理視唱。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神的旨意與
群體辨識

林國彬牧師

週二晚上（二堂）

2/4 及 9/4 週二 8：00

本講座會討論和思考以下問
題：

*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如何做

  抉擇？

* 神的旨意是甚麼？我們可以

  怎樣辨明神對我們的旨意？

* 信仰群體對此有何幫助？

* 信仰群體如何開會、如何辨

  識？

靈修 (S)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禱告生活

（長者班）

方敬亮牧師

週五上午

11/1 至 26/4 週五 9：30

探討禱告生活及其意義。祈盼
長者信徒能對禱告有更多認
識，藉禱告與神相親，更樂於
為自己和家人、並教會成長代
禱。

長者（E）

事奉（M）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第56期

三福個人

佈道訓練

佈道部統籌

主日午堂

24/3 至 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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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2019年2㈪24㈰

第5屆

三福故事

編織法

隊長班：羅天霖傳道

        李美玲姊妹

隊員班：朱鳳仙傳道

        古潔群姊妹

週四上午

21/3 至 25/7 週四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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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探訪
長者、婦女、基層或作內地/海
外訪宣頗為適合。本課程由導師
個別約見甄選參加。

*【實習時段】：

週三上午 9：30 或

週五上午 9：30

截止報㈴：2019年2㈪24㈰

少年導師

訓練

楊樂怡傳道統籌

週六下午（八堂）

2/2 至 30/3

週六 2：30—4：30

讓學員學習到有關少年事工的
理念、聖經基礎及未來拓展的
方向。讓他們了解少年成長階
段發展及需要，從而成為成熟
的生命師傅與少年同行，並配
合教會的少年牧養藍圖，一起
牧養少年人。

【對象】：會友，有志參與少年
導師事奉。

事奉（M）

 備註：必須報㈴

 備註：必須報㈴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九型人格
及

生命成長

許棉文弟兄

主日午堂

6/1 至 24/3

主日 11：30—1：00

本課程與心窗身心發展輔導中心合
辦。這是實務心理課，透過九型人格
及生命九境的學習，幫助你：

* 評估個人生命狀況

* 認識性格下陷及提升的要點

* 情緒轉化

* 人際相處的技巧

* 學習默想與禱告，重塑健康性格

【課程內容】：

 1）九型人格導論；

 2）生命九境的概念；

 3）人格發展與生命境界的關聯；

 4）影響健康人格成長的多元素；

 5）健康生命成長圖；

 6）始於寧謐處。

【學費】：$500.00（只收支票，抬
頭請寫：心窗身心發展輔導㆗心㈲限
公司）

【備註】：

 1）不設網㆖報㈴，請填妥專用報㈴

    表，交回教育樓三樓信徒裝備中

    心。

 2）詳情請參閱報名表。

 3）截止報㈴：2018年12㈪30㈰

【查詢】：信徒裝備中心 22479102

事奉（M）



時段 類別 科目 導師 日期 時間

主日早二

O 以色列人的戰爭 壹 黃澤文弟兄 6/1 至 28/4 9:45

O 彌迦與西番雅 壹 林諾欣傳道 20/1 至 7/4 9:45

N 使徒行傳（宏福班） 壹 陳海容姊妹 6/1 至 28/4 9:45

N 羅馬書透釋 II 壹 黃展慧傳道 6/1 至 28/4 9:30

主日午堂

O 撒母耳記上、下 壹 尹露成弟兄 13/1 至 28/4 11:30

N
保羅新觀及保羅書信——
新約導論III

壹 黎慶華弟兄 6/1 至 14/4 11:30

D 浸信會歷史、信仰與體制 壹
鄭鈞業牧師
林偉安弟兄

13/1 至 14/4 11:30

M 第 56 期三福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4/3 至 25/7 11:30

M 九型人格及生命成長 壹 許棉文弟兄 6/1 至 24/3 11:30

主日下午 M 詩班員訓練 半 鍾  瑛傳道 20/1 至 24/3 2:00

週六下午

O 出埃及記 壹 曾嘉豪傳道 5/1 至 30/3 3:00

M 少年導師訓練（八堂） 壹
楊樂怡傳道

統籌
2/2 至 30/3 2:30

週五上午
O 但以理書 壹 杜韻婷傳道 11/1 至 22/3 9:30

E 禱告生活（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11/1 至 26/4 9:30

週五下午 O 以斯拉記、尼希米記 壹 黃少冰傳道 4/1 至 26/4 1:30

週四上午 M 第5屆三福故事編織法 壹
羅天霖傳道

統籌
21/3 至 25/7 10:30

週二晚上

B 《聖‧地‧探》耶路撒冷
（四堂）

半 陳錦萍姊妹 19/2 至 12/3 8:00

O
從以斯拉記看被記念的群
體（一堂）

-
李淑儀牧師 /

博士
26/3 8:00

O
哀哉我城，悲乎我民！
淺析《耶利米哀歌》
（二堂）

- 張智聰博士 22/1 及 29/1 8:00

S 神的旨意與群體辨識
（二堂）

- 林國彬牧師 2/4 及 9/4 8:00

信徒進深系列（300）一覽表〔按時段〕



其他課程

查經成長小組（耶穌生平）

嘗試以輕鬆查經小組形式，幫助信徒認識上帝的話，學習愛神愛

人的意義，並且從中得以信仰成長。耶穌說：「我來了，是要叫

羊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約10:10下）

讓我們以神的話潔淨自己，醫治及纏裹自己的傷處，使神豐盛我

們的生命。

對象：家長、婦女

內容：小組分享、查經

日期：18/1—15/3/2019

時間：每月第一、三週，星期五下午 1：30—3：00

地點：教育樓

【備註】：如想進一步查詢或報名，請聯絡蘇鳳珊傳道 22479010 或

         信徒裝備中心 22479102

「心靈綠洲」之探索生命旅程

究竟人生是否每天只圍繞在繁瑣工作中？心靈在各種壓力中被佔

據？人生意義是否只是如此？此課程會以輕鬆及生活化方式，讓

您暫時放下纏累包袱，透過信仰與您探討生命的意義，望您能重

獲清明澄淨的心靈空間。

對象：大埔區街坊

日期：23/3、30/3、6/4、13/4、27/4/2019

時間：星期六下午 3：00—4：30

地點：教育樓地下欣悅坊

查詢及報名：羅天霖傳道 22479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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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月晚間課程

日期 課題 / 講員 備註

7/5 至 11/6
8：00—9：45

（六堂，逢星期二）

基督教倫理
陳之虎先生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神學碩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神學博士生

半科

23/7
8：00—9：30

（一堂，星期二）

以西結書
戴浩輝博士

信義宗神學院舊約教授

--

20/8 至 24/9
8：00—9：30

（六堂，逢星期二）

加拉太書
陳合英講師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講師

半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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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8 月 2019 年 9-12 月 2020 年 1-4 月

兒幼導師訓練 陳婉明傳道統籌 - 主日下午 -

少年導師訓練 楊樂怡傳道統籌 - - 待定

少年「成長八

課」導師訓練
曾惠鴻傳道統籌 - - 待定

康體事工訓練 周偉強牧師統籌 週六下午 - -

三福個人佈道

訓練
佈道部統籌 主日午堂 主日午堂 主日午堂

三福故事編織法 羅天霖傳道統籌 週四上午 週四上午 週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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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8 年 11 月至 2019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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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詩班員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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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