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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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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信徒裝備委員會成員：

李淑儀牧師、李文忠牧師、蘇鳳珊牧師、譚日旭執事、

曾家求執事、陳芷茵執事、石頌妮姊妹、徐啟榮弟兄。

專責同工：

李淑儀牧師/博士（本會主任牧師、培訓總監）
盧雪心傳道（本會傳道）
阮杏秀姊妹（本會幹事）
梁金艷姊妹（本會助理幹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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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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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會歷史

( 註：相等於 2021 年或之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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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湘姑娘

8/1 至 30/4 主日早二 9:45

-
林兆傑執事
林石頌妮姊妹
翁曉怡姑娘

15/1 至 23/4 主日午堂 11:30

-
曾秋蓮姊妹
李潔華姊妹

10/2 至 30/6 週五上午 9:15

-
陳潔瑩姊妹
劉卓棠弟兄

10/2 至 30/6 週五下午 1:15

100

初

信

系

列

初信栽培班

- 何福娣姊妹統籌 8/1 至 23/4 主日早二 9:45

- 陳秀德弟兄統籌 8/1 至 23/4 主日午堂 11:30

- 王秀玲姊妹統籌 17/2 至 7/7 週五上午 9:30

- 曾彩和姊妹統籌 17/2 至 7/7 週五下午 1:30

路加福音 - 布官題弟兄 1/1 至 30/4 主日午堂 11:30

路加福音 - 陳芷茵執事 17/2 至 7/7 週五上午 9:45

使徒行傳 - 李溫儷儀師母 15/1 至 30/4 主日午堂 11:30

使徒行傳 - 羅錦輝弟兄 7/1 至 29/4 週六下午 3:00

使徒行傳 - 林佩玲執事 17/2 至 7/7 週五上午 9:30

使徒行傳（長者班） - 楊啟祥弟兄 6/1 至 24/3 週五上午 9:30

在地若天（青年班） - 楊樂怡牧師 8/1 至 23/4 主日早二 9:45

200

信

徒

基

礎

系

列

第
一
階
段

第 167 屆成人浸禮班 - 陳思聰傳道 1/1 至 16/4 主日早二 9:45

第 167 屆成人轉會班 - 陳思聰傳道 2/4 至 16/4 主日早二 9:45

第 167 屆成人浸禮班 - 陳思聰傳道 14/1 至 22/4 週六下午 3:00

第 167 屆成人轉會班 - 陳思聰傳道 8/4 至 22/4 週六下午 3:00

第 167 屆成人浸禮班 - 黃詠芝傳道 3/2 至 9/6 週五上午 9:30

第 167 屆成人轉會班 - 黃詠芝傳道 19/5 至 9/6 週五上午 9:30

第 167 屆長者浸禮班 - 鄭鈞業牧師 3/2 至 24/3 週五上午 10:00

第 167 屆長者轉會班 - 鄭鈞業牧師 10/3 至 24/3 週五上午 10:00

第 166 屆會友班 I - 李文忠牧師 1/1 至 23/4 主日午堂 11:30

I
( 網上課程 )

- 莫尚英姊妹 8/1 至 16/4 主日早二 9:45

第 165 屆會友班 II - 周偉強牧師 8/1 至 30/4 主日早二 9:30

第
二
階
段

新約導論 -
李立中弟兄
黃幸玲姊妹

8/1 至 30/4 主日午堂 11:30

課程取消

課程取消

課程取消

課程 取消



課程一覽表﹝按系列﹞

課程類別 科 目 導 師 日 期 時段 時間

300

信

徒

進

深

系

列

聖
經

「壞鬼釋經」—
糾正金句的常見詮釋

壹 尹露成弟兄 8/1 至 23/4 主日午堂 11:30

舊
約

創世記十二至五十章 壹 李麗嫦傳道 4/2 至 1/4 週六下午 3:00

摩西五經縱覽 壹 徐啟榮弟兄 8/1 至 30/4 主日早二 9:45

速讀「歷代志」 壹 尹露成弟兄 8/1 至 23/4 主日早二 9:45

壹 盧雪心傳道 8/1 至 23/4 主日午堂 11:30

跟著《以斯帖》．
尋找神

壹 李美湘姑娘 15/1 至 9/4 主日午堂 11:30

以西結書四十至四十
八章研讀（三堂）

- 戴浩輝博士 7/2 至 21/2 週二晚上 8:00

新
約

神的兒子和他的復活 壹 黃澤文弟兄 1/1 至 23/4 主日早二 9:45

歌羅西書（二堂） - 梁美心博士 18/4 及 25/4 週二晚上 8:00

神
學

聖靈與果子 壹 蘇銘謙傳道 3/2 至 21/4 週五上午 9:30

生態神
學—人如
何看神所
關愛的被
造世界

課堂
（三堂）

半 何建宗教授

7/3 至 21/3 週二晚上 8:00

郊外考察
（一堂）

18/3 週六上午 9:30

新約神學（一）
新約和神的子民
(網上課程)

壹 黎慶華弟兄 9/1 至 24/4 週一晚上 8:30

靈
修

靈程同行(上) 壹 蘇鳯珊牧師 8/1 至 16/4 主日午堂 11:45

給靈命把把脈
（一堂）

- 趙崇明博士 10/1 週二晚上 8:00

事
奉

長者領袖訓練
（主日學導師及團
契領䄂）

壹 羅桂香傳道 3/2 至 21/4 週五上午 9:30

第 10 期三福
故事編織法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5/3 至 19/8 週六上午 10:30

第 59 期三福
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3 至 29/6 週四晚上 8:00

詩班員訓練 壹 盛添鳳傳道 15/1 至 2/4 主日下午 2:00

課程取消

課程取消

課程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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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美湘姑娘

8/1 至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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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兆傑執事

          林石頌妮姊妹

          翁曉怡姑娘

15/1 至 23/4 主日 11：30

週五上午：曾秋蓮姊妹

          李潔華姊妹

10/2 至 30/6 週五 9：15

週五下午：陳潔瑩姊妹

          劉卓棠弟兄

10/2 至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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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福娣姊妹統籌

8/1 至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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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報㈴㈰期:2022年12㈪25㈰

主日午堂：陳秀德弟兄統籌

8/1 至 23/4

主日 11：30

週五上午：王秀玲姊妹統籌

17/2 至 7/7

週五 9：30

週五下午：曾彩和姊妹統籌

17/2 至 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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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官題弟兄

1/1 至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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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上午：陳芷茵執事

17/2 至 7/7 週五 9：45

1-12

使徒行傳

主日午堂：李溫儷儀師母

15/1 至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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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 至 29/4 週六 3：00

週五上午：林佩玲執事

17/2 至 7/7 週五 9：30

使徒行傳

（長者班）

週五上午：楊啟祥弟兄

6/1 至 24/3 週五 9：30

在地若天

（青年班）

主日早二：楊樂怡牧師

8/1 至 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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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17至25歲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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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7屆

成人

浸禮班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1 至 16/4

認識基督教的信仰要義及其生活內涵
（共13節）。

準備申請第167屆浸禮（8/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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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報㈴表*，不設網㆖報㈴

2.截止報㈴：2022年12㈪25㈰

陳思聰傳道

週六下午 3：00

14/1 至 22/4

黃詠芝傳道

週五上午 9：30

3/2 至 9/6

2-1A

第167屆

長者

浸禮班

鄭鈞業牧師

週五上午 10：00

3/2 至 24/3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67屆

成人

轉會班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9：45

2/4 至 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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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用報㈴表*，不設網㆖報㈴

2.截止報㈴：2022年12㈪25㈰

陳思聰傳道

週六下午 3：00

8/4 至 22/4

黃詠芝傳道

週五上午 9：30

19/5 至 9/6

2-1A

第167屆

長者

轉會班

鄭鈞業牧師

週五上午 10：00

10/3 至 24/3

2-1B

第166屆

會友班 I

李文忠牧師

主日午堂 11：30

1/1 至 23/4 1.讀經樂

2.聖經選讀：約翰福音

3.個人性格及靈命成長
第166屆
青年

會友班 I
(網上課程)

莫尚英姊妹

主日早二 9：45

8/1 至 16/4

2-1C

第165屆

會友班 II

周偉強牧師

主日早二 9：30

8/1 至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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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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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立中弟兄

黃幸玲姊妹

主日午堂 11：30

8/1 至 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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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屬天教會的樣式等。

連續十三個星期的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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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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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內容

「壞鬼釋經」

—糾正金句的

常見詮釋

尹露成弟兄

主日午堂 11：30

8/1 至 23/4

太十八章是講述教會紀律還是祈禱

聚會？「萬事互相效力」（羅八

28）是什麼意思？如何應用基甸擺

放羊毛的經歷（士六36-40）？很

多時候我們會以聖經的「金句/故

事」來作為我們日常生活的提醒，

但熟悉的經文就一定解釋得正確

嗎？不熟悉的經文又容易落入道聽

塗說嗎？究竟我們怎樣讀，才能恰

當地理解聖經經文的意思？

本課程主要取材自曾思瀚博士一系

列三本《壞鬼釋經》。作者透過處

理經文的上下文以至全書卷的脈

絡，提出原來讀者所知道的事情或

者他們的處境，從而啟發我們思考

些新舊約「金句/故事」的常見詮

釋是否正確/不足，並作出糾正。

在課堂中，鼓勵並期望學員一起討

論，從多方面思考，學習如何「按

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期盼神親

自向我們說話，以致我們從祂領受

聖經作者原來所提出的信息，並引

伸出恰當的教訓與應用。



學科簡介

舊約（O）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創世記

十二至

五十章

李麗嫦傳道

週六下午 3：00

4/2 至 1/4

創世記主要分兩部分，神的創造及以色
列先祖的歷史，12-50章主要講述四位

重要人物，同時圍繞他們身邊的不同角

色，各人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故事，在他
們身上見證上帝奇妙的作為，透過這些

人物生命中的經歷，從而反思我們的生

命，嘗試尋找上帝藉這些人物對我們有
甚麼提醒和教導，以及反思自己與神的

關係，活出我們的生命見證。

摩西五經

縱覽

徐啟榮弟兄

主日早二 9：45

8/1 至 30/4

摩西五經乃新舊約聖經的基礎，當中說

明了一個完整的計劃，就是神對以色列

百姓救贖的工作和事奉的要求。本課程
科將按部就班，循序漸進綜覽摩西五經

經文的重點信息要旨，並討論其中與我

們信仰、生活與事奉的關係。

速讀
尹露成弟兄

主日早二 9：45

8/1 至 23/4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變動世代中

的神僕：

尼希米記與

瑪拉基書研讀

盧雪心傳道

主日午堂 11：30

8/1 至 23/4

被擄歸回後的以色列群體仍百廢

待興，兩位神的僕人—奉派作猶

大省長的尼希米、藉神的話語建

造能榮耀神群體的先知瑪拉基，

在動盪的時代中，他們如何展示

出言行一致的信仰？透過這兩卷

書的研讀，盼望給我們一點啟廸

與提醒。

跟著《以斯

帖》．尋找神

李美湘姑娘

主日午堂 11：30

15/1 至 9/4

在聖經中一卷有趣的書卷，由始

至終都沒提及過「神」，究竟可

以如何閱讀，在當中尋得見神

呢？讓我們一起跟著以斯帖尋找

神。

以西結書

四十至

四十八章

研讀

戴浩輝博士

週二晚上 8：00

7/2 至 21/2

（三堂）

先知以西結得到異象，宣告神命

令將來建設聖殿，並給予詳細的

規劃和規則，並最後描繪一幅近

乎末世的以色列地圖。究竟我們

可以怎樣研讀這九章經文？它給

我們有甚麼現代的意義？

舊約（O）



學科簡介

事奉（M）

新約 (N)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神的兒子和

他的復活

黃澤文弟兄

主日早二 9：45

1/1 至 23/4

人死後去那裡？猶太人和外邦人怎

樣看？神兒子的復活如何改變了猶

太人原始的生死觀念？本課程深入

探討為何初代門徒用生命來堅稱耶

穌復活，第一個復活節究竟發生了

什麼？我們今天應如何活出復活的

生命？

歌羅西書

梁美心博士

週二晚上 8：00

18/4 及 25/4

（二堂）

雖然保羅未曾到訪亞細亞省的歌羅西

教會，但他知道有假教師傳講錯誤的

教訓，所以寫信勉勵信徒不要跟隨假

教師，而是要在基督裡行事為人，並

活出感恩的人生。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詩班員訓練

盛添鳳傳道

主日下午 2：00

15/1 至 2/4

聖樂事奉聖經基礎、歌唱技巧、
樂理視唱。



學科簡介

神㈻（D）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聖靈與果子

蘇銘謙傳道

週五上午 9：30

3/2 至 21/4

本課程會圍繞著聖靈上帝與祂所結
的果子，一同群體性地思考靈性與

德性的課題。每一課堂會思考一個

主題，期望藉討論、文章分享，擴
闊我們的認知，從而更深切影響我

們的生命，期盼我們的生命都能藉

聖靈上帝加力果實纍纍。

生態神學—

人如何看

神所關愛的

被造世界

（共四堂）

何建宗教授

週二晚上 8：00

7/3 至 21/3

（三堂）

郊外考察

18/3

週六早上 9：30

（一堂）

宇宙原是有情天地，上帝的大愛貫

注其中，令萬物萬象井井有條，生
機盎然。聖經說：「自從造天地以

來，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

的」（羅馬書1：20）。可憾，今
天地球環境生態千瘡百孔；氣候變

化帶來的威脅，令人膽戰心寒！

我們做基督徒的，是否在管理上失
職？安身立命，榮神益人，究竟憑

甚麼原則去管理大地？讓我們重回

聖經教導，共同研習《生態神學》
這跨學科、跨信仰的課程，除了潔

淨心靈和關愛世界，更以環保宣

教，在生活中流露綠色的精髓！

郊外考察，詳情於課堂上公佈。

新約神學

（一）新約和

神的子民

(網上課程)

黎慶華弟兄

週一晚上 8：30

9/1 至 24/4

本課從N.T.Wright 著作《新約：

神的子民》一書中，探討希羅世界

時期的猶太教和基督教，並討論新
約及關於神的問題！內容涉及猶太

人的世界觀，從民族性、社會背景

及神學探索世紀初的基督教世界。



學科簡介

靈修（S）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靈程同行

(上)

蘇鳯珊牧師

主日午堂 11：45

8/1 至 16/4

藉《靈程同行者》一書為課程藍本，
豐富靈修神學基礎，認識靈修經典與

理論，遇到困難或疑惑時，尋覓應對

的需要，嘗試運用信仰。在變化的處
境中，作出適切的靈修資源選材，促

進個人靈命更新成長，天路客尋覓發

展的方向與認知限制。

每課包含處境思考，靈修經典理論，

互勉短語，及聖言誦禱的經驗部份。

盼望藉課程建立靈修同行群體，旅程

中前行，培養朝聖的屬靈渴求性。

參考課本：潘怡蓉：《靈程同行者》

，福音證主協會，2020年（學員可自

由購買）及堂上筆記。

給靈命

把把脈

趙崇明博士

週二晚上 8：00

10/1

（一堂）

有一本書名為《香港的鬱悶》，很能

代表現時不少香港人的心境，今日香
港社會和教會面對無法預測的困難和

挑戰，使我們彷彿身處十字街頭，前

路茫茫，不知如何走下去？整個城市
好像瀰漫著一片鬱悶、無奈、失望、

無助的氣氛。不少基督徒同樣具有這

份無力感，心靈經歷或輕或重的創
傷。身處這艱難時刻，我們更需要上

主的安慰與醫治，讓聖靈為我們軟弱

衰殘的靈命把脈，幫助我們在悲觀現
實中重尋盼望，以致有力量迎難而

上。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長者領袖

訓練（主日

學導師及

團契領袖）

羅桂香傳道

週五上午 9：30

3/2 至 21/4

學員學習如何以目標為本，教導長者
主日學學生或設計團契週會內容。

第10屆

三福故事

編織法訓練

佈道部統籌

週六上午 10：30

25/3 至 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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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程

由導師個別約見甄選參加。

【實習時段】：
 週六早上10:30-12:30或

 下午2:00-4:00

 (實際視乎福音對象的時間而調節)

 查詢：羅天霖牧師 2247 9128

第59期

三福個人

佈道訓練

佈道部統籌

週四晚上 8：00

2/3 至 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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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課
程由導師個別約見甄選參加。

【實習時段】12/3 至 2/7

 主日午堂 11：30-13：15

截止報㈴：2023年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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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摩西五經縱覽 壹 徐啟榮弟兄 8/1 至 30/4 9:45

O 速讀「歷代志」 壹 尹露成弟兄 8/1 至 23/4 9:45

N 神的兒子和他的復活 壹 黃澤文弟兄 1/1 至 23/4 9:45

主日午堂

B
「壞鬼釋經」—
糾正金句的常見詮釋

壹 尹露成弟兄 8/1 至 23/4 11:30

O
變動世代中的神僕：尼希
米記與瑪拉基書研讀

壹 盧雪心傳道 8/1 至 23/4 11:30

O 跟著《以斯帖》．尋找神 壹 李美湘姑娘 15/1 至 9/4 11:30

S 靈程同行(上) 壹 蘇鳯珊牧師 8/1 至 16/4 11:45

主日下午 M 詩班員訓練 壹 盛添鳳傳道 15/1 至 2/4 2:00

週六上午 M
第 10 期三福
故事編織法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5/3 至 19/8 10:30

週六下午 O 創世記十二至五十章 壹 李麗嫦傳道 4/2 至 1/4 3:00

週五上午

D 聖靈與果子 壹 蘇銘謙傳道 3/2 至 21/4 9:30

M
長者領袖訓練（主日學導
師及團契領䄂）

壹 羅桂香傳道 3/2 至 21/4 9:30

週四晚上 M
第 59 期三福
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3 至 29/6 8:00

週二晚上

O
以西結書四十至四十八章
研讀（三堂）

- 戴浩輝博士 7/2 至 21/2 8:00

N 歌羅西書（二堂） - 梁美心博士 18/4 及 25/4 8:00

D

生態神學—
人如何看神
所關愛的被
造世界

課堂
（三堂）

半 何建宗教授

7/3 至 21/3 8:00

郊外考察
（一堂）

18/3（週六上午） 9:30

S 給靈命把把脈（一堂） - 趙崇明博士 10/1 8:00

週一晚上 D
新約神學（一）新約和神
的子民(網上課程)

壹 黎慶華弟兄 9/1 至 24/4 8:30

課程取消

課程取消

課程取消



精神健康急救培訓證書課程

1. 認識常見精神病：如抑鬱症、焦慮症等

2. 辨識精神問題出現時的表徵

3. 學習精神急救守則及方法

4. 協助當事人尋求專業治療服務及運用社區資源

5. 信仰處境應用及復元人士見證

*通過考核並全數出席人士會獲頒由國際認可證書

講員：何顯榮先生（精神健康急救資深導師）

日期：2023年2月2日至23日（逢週四，晚上7：15-9：45）及

時間：2023年2月25日（週六，上午9：00-下午1：00）共5堂

收費：全免 (包括教材及證書費用)

名額：30人

報名方法：請掃描 QR code 或 瀏覽

https://forms.gle/imZcxQzwXMKa84ds6

查詢：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 2656 1414

課程推介

 備註：必須報㈴



生態神㈻ -
㆟如何看神所關愛的被造世界

宇宙原是有情天地，上帝的大愛貫注其中，令萬物萬象井井有

條，生機盎然。聖經說：「自從造天地以來，神的永能和神

性，是明明可知的」（羅馬書1：20）。可憾，今天地球環境

生態千瘡百孔；氣候變化帶來的威脅，令人膽戰心寒！我們做

基督徒的，是否在管理上失職？安身立命，榮神益人，究竟憑

甚麼原則去管理大地？讓我們重回聖經教導，共同研習《生態

神學》這跨學科、跨信仰的課程，除了潔淨心靈和關愛世界，

更以環保宣教，在生活中流露綠色的精髓！

講員：何建宗教授 (香港大學地理系名譽教授、香港極地研究中心主任、

上海海洋大學海洋生態與環境學院特聘教授、九龍城浸信會執事)

日期：2023年3月7日至21日（週二，共3堂）

時間：晚上8：00-9：30

地點：大埔浸信會教育樓二樓

另加1堂郊外考察

日期：2023年3月18日（週六）

時間：早上9：30-中午12：30

詳情於課堂上公佈
報名方法：請掃描 QR code 或 瀏覽
https://equip.taipobc.org.hk/

查詢：信徒裝備中心 2247 9102

課程推介

 備註：必須報㈴



2023年5-8月晚間課程

日期 課題 / 講員 備註

9/5 至 23/5

8：00—9：30

（星期二，3 堂）

得著處世的智慧：
猶太傳統的啟迪
黃天相博士

伯特利神學院聖經研究教授

-

13/6 至 27/6

8：00—9：30

（星期二，3 堂）

啟示錄中的盼望
辛惠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余達心教席副教授(聖經科)

-

18/7 及 25/7

8：00—9：30

（星期二，2 堂）

弔詭的應許 -
在情緒中擁抱生命
何顯榮先生

大埔浸信會社會服務處學校社工督導/註冊社

工/精神健康急救(標準版+關懷長者版)>資深

導師/<精神復元模式>教練、遠足領隊

-

29/8 至 19/9

8：00—9：30

（星期二，4 堂）

箴言的智慧之道
謝慧兒博士

建道神學院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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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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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必須報㈴

預告



「訓練課程預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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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年 5-8 月 2023 年 9-12 月 2024 年 1-4 月

兒幼導師訓練 曾嘉豪傳道統籌 - 主日下午 -

少年導師訓練 楊樂怡牧師統籌 待定

長者導師訓練 周偉強牧師統籌 待定 - -

長者領袖訓練 羅桂香傳道統籌 待定

三福個人
佈道訓練 陳思聰傳道統籌 週四晚上

三福故事編織法 羅天霖牧師統籌 週六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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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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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淑儀牧師 /
博士統籌

週四晚上（每年 8月至 2月每月一堂）

詩班員訓練 盛添鳳傳道 - - 待定

婚前輔導 李文忠牧師 - 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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