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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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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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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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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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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至 18/12 主日早二 9:45

-
林石頌妮姊妹
李美湘姑娘

4/9 至 18/12 主日午堂 11:30

- 李麗映姊妹 23/9 至 13/1 週五上午 9:15

-
陳潔瑩姊妹
劉卓棠弟兄

23/9 至 13/1 週五下午 1:15

100

初

信

系

列

初信栽培班

-
伍沃彬弟兄

統籌
11/9 至 18/12 主日早二 9:45

-
楊順成弟兄

統籌
11/9 至 18/12 主日午堂 11:30

-
王秀玲姊妹

統籌
16/9 至 13/1 週五上午 9:30

-
曾彩和姊妹

統籌
16/9 至 13/1 週五下午 1:30

路加福音 徐啟榮弟兄 4/9 至 25/12 主日早二 9:45

路加福音（青年班） - 莫尚英姊妹 4/9 至 18/12 主日早二 9:45

路加福音 - 羅錦輝弟兄 10/9 至 31/12 週六下午 3:00

路加福音 - 李嘉琪姊妹 9/9 至 13/1 週五上午 9:15

路加福音（長者班） - 楊啟祥弟兄 9/9 至 25/11 週五上午 9:30

使徒行傳 - 劉竟成執事 4/9 至 11/12 主日早二 9:45

使徒行傳 - 陳芷茵執事 9/9 至 13/1 週五上午 9:15

200

信

徒

基

礎

系

列

第
一
階
段

第 166 屆成人浸禮班 - 李文忠牧師 4/9 至 4/12 主日午堂 11:30

第 166 屆成人轉會班 - 李文忠牧師 20/11 至 4/12 主日午堂 11:30

第 166 屆長者浸禮班 - 鄭鈞業牧師 9/9 至 25/11 週五上午 11:00

第 166 屆長者轉會班 - 鄭鈞業牧師 28/10 至 25/11 週五上午 11:00

第 166 屆青年浸禮班 - 楊樂怡牧師 4/9 至 11/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65 屆會友班 I - 周偉強牧師 4/9 至 18/12 主日早二 9:30

第 164 屆會友班 II - 蘇鳳珊牧師 4/9 至 18/12 主日午堂 11:30

第 164 屆會友班 - 黃詠芝傳道 9/9 至 6/1 週五上午 9:30

第
二
階
段

教會歷史 - 譚日旭執事 4/9 至 4/12 主日午堂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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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的創造與科學理論 壹 黃澤文弟兄 4/9 至 18/12 主日午堂 11:30

舊
約

列王紀──從列王
故事看人神關係

壹 陳思聰傳道 11/9 至 11/12 主日早二 9:45

詩篇選讀 壹 林淑怡傳道 9/9 至 23/12 週五上午 9:30

耶利米哀歌（六堂） 半 何明禮傳道 11/9 至 30/10 主日午堂 11:30

歸回 重建 結連 壹 盧雪心傳道 4/9 至 18/12 主日午堂 11:30

從雅各生平 ─
探索生命成長

壹 朱梁玉焜執事 3/9 至 12/11 週六下午 3:00

新
約

「路加福音」
耶穌的比喻

壹 尹露成弟兄 18/9 至 18/12 主日早二 9:45

約翰福音 壹 曾嘉豪傳道 3/9 至 12/11 週六下午 3:00

哥林多後書（二堂） - 麥啟新博士 15/11 及 22/11 週二晚上 8:00

靈
修

屬靈操練：盧雲作品
選讀（網上上課）

壹 黎慶華弟兄 5/9 至 12/12 週一晚上 8:30

長
者

啟示錄研讀──揭示
生命的盼望（下）

壹 羅桂香傳道 9/9 至 9/12 週五上午 9:30

事
奉

栽培員訓練班 壹
王秀玲姊妹
陳業偉弟兄
黃良光弟兄

11/9 至 18/12 主日早二 9:45

九型人格與情緒管理 壹 許棉文弟兄 18/9 至 4/12 主日午堂 11:45

兒幼導師訓練
（八堂）

半 曾嘉豪傳道
統籌

25/9 至 13/11 主日下午 2:30

第 9 期三福
故事編織法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30/7 至 14/1 週六上午 10:30

叉能廚之宣教篇
（十堂）

壹 司徒嘉敏牧師
勞靖婷姊妹

8/10 至 10/12 週六下午 2:30

第 59 期三福
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2/9 至 19/1 週四晚上 8:00

奉獻小組（六堂） 半 李淑儀牧師/
博士統籌

25/8 至 23/2 週四晚上 8:00

逆境中的情緒管理
（二堂）

- 何顯榮先生 20/9 及 27/9 週二晚上 8:00

正邪怎辨：
當代判斷正統與異端
的挑戰（二堂）

- 吳國傑博士 18/10 及 25/10 週二晚上 8:00

全球化與福音
（二堂）

- 鄺振華博士 6/12 及 13/12 週二晚上 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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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至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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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石頌妮姊妹

          李美湘姑娘

4/9 至 18/12 主日 11：30

週五上午：李麗映姊妹

23/9 至 13/1 週五 9：15

週五下午：陳潔瑩姊妹

          劉卓棠弟兄

23/9 至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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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早二：伍沃彬弟兄統籌

11/9 至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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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主日午堂：楊順成弟兄統籌

11/9 至 18/12

主日 11：30

週五上午：王秀玲姊妹統籌

16/9 至 13/1

週五 9：30

週五下午：曾彩和姊妹統籌

16/9 至 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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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9 至 2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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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六下午：羅錦輝弟兄

10/9 至 31/12 週六 3：00

週五上午：李嘉琪姊妹

9/9 至 13/1 週五 9：15

路加福音

（青年班）

主日早二：莫尚英姊妹

4/9 至 18/12 主日 9：45

路加福音

（長者班）

週五上午：楊啟祥弟兄

9/9 至 25/11 週五 9：30

1-12

使徒行傳

主日早二：劉竟成執事

4/9 至 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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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芷茵執事

9/9 至 13/1 週五 9：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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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屆

成人

浸禮班

李文忠牧師

主日午堂 11:30

4/9 至 4/12 認識基督教的信仰要義及其生活內涵
（共13節）。

準備申請第166屆浸禮（4/20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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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2-1A

第166屆

青年

浸禮班

楊樂怡牧師

主日早二 9：45

4/9 至 11/12

2-1A

第166屆

長者

浸禮班

鄭鈞業牧師

週五上午 11：00

9/9 至 25/11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66屆

成人

轉會班

李文忠牧師

主日午堂 11:30

20/11 至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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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8㈰

2-1A

第166屆

長者

轉會班

鄭鈞業牧師

週五上午 11：00

28/10 至 25/11

2-1B

第165屆

會友班 I

周偉強牧師

主日早二 9:30

4/9 至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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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屆

會友班 II

蘇鳳珊牧師

主日午堂 11:30

4/9 至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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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BC

第164屆

會友班

黃詠芝傳道

週五上午 9:30

9/9 至 6/1

1.讀經樂

2.聖經選讀：約翰福音

3.個人性格及靈命成長

4.價值觀重整之旅

5.聖經選讀：以弗所書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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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C

教會歷史

譚日旭執事

主日午堂 11：30

4/9 至 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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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神的創造與

科學理論

黃澤文弟兄

主日午堂 11:30

4/9 至 18/12

了解科學原理和釋經原則，比較

科學發現和聖經記載。探索聖經

作者原意，從而更加明白聖經的

信息。

舊約（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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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紀――

從列王故事

看人神關係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1/9 至 11/12

我們可以從列王紀作者的編排中，

看到我們所熟識的王，如大衛、

所羅門、羅波安、希西家等的評

價。從而希望在課程當中，我們能

從作者帶出神的角度，反思每個

王的「生命及與神的關係」，成

為我們今天的借鑒，並反思我們

現今應如何過合神心意的生活。



學科簡介

舊約（O）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詩篇選讀

林淑怡傳道

週五上午 9：30

9/9 至 23/12

詩篇是以色列歷代詩人所寫的詩

歌集，內容包括讚美、感恩、哀

歌等。透過在主日學中一起誦讀

詩篇，細味詩人真誠的禱文，讓

我們一同反省自己與神的關係，

又學習緊緊倚靠神，積極面對人

生的順逆。

耶利米哀歌

何明禮傳道

主日午堂 11:30

11/9 至 30/10

（六堂）

透過學習被擄以色列人的哀歌，

我們可以學習，如何透過禱告，

處理人生中無法含忍的悲痛，無

法彌補的歉疚，無法確信的懷

疑，無法整理的混亂。

歸回、重建、

結連：

以斯拉記、

哈該書研讀

盧雪心傳道

主日午堂 11：30

4/9 至 18/12

公元前586年，南國猶大面對國
破家亡、人民被擄的命運，他們
的生命要如何向前邁進呢？

讓我們一起重溫神帶領祂子民的
歷史——重新歸回耶路撒冷，重
建聖殿，百姓再度與神結連，領
略箇中對我們的意義。

從雅各生平

―― 探索

生命成長

朱梁玉焜執事

週六下午 3:00

3/9 至 12/11

採用馬有藻博士的查經書籍《毛

毛蟲變王子》，輕鬆看雅各精彩

的生平故事，驚嘆神改寫我們的

人生劇本。本課程會使用《毛毛

蟲變王子──雅各生平探索》為

課本，各學員可選擇購買（書價

約$40）。



學科簡介

新約 (N)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路加福音」

耶穌的比喻

尹露成弟兄

主日早二 9：45

18/9 至 18/12

耶穌經常運用比喻教訓人：「祂用

比喻對他們講許多道理」（太十三

3）。而祂用比喻的原因，是要叫

有心聆聽的人有收穫，不在意祂教

訓的人無法明白（參可四10-12）

。那麼虛心聆聽並正確地解釋耶穌

的比喻是至關重要。

大部分的研究指出，路加福音是各

福音書中包含最多的比喻及最多獨

有的比喻。在這學期的課程，我們

選取路加福音中部分的比喻，通過

深入理解耶穌時代的中東古老生活

背景，走進耶穌說比喻的世界，仔

細分析比喻的文學表達手法，一來

領略耶穌在這些比喻中所提出的教

訓，二來藉此學習如何解釋比喻。

約翰福音

曾嘉豪傳道

週六下午 3：00

3/9 至 12/11

約翰福音是常查考的經文；是熟悉

的福音書卷之一。本課嘗試運用猶

太背景及社會文化，幫助我們重點

看明神的教導。

哥林多
後書

麥啟新博士

週二晚上 8：00

15/11 至 22/11

（二堂）

哥林多後書述及保羅與哥林多人在

事奉觀和價值觀上的衝突，顯示出

事奉中各樣的挑戰和事奉者應有的

行為、心態和屬靈生命。如果我們

今天不按照保羅的教導事奉，就會

很容帶來教會很多傷害。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啟示錄研讀

――

揭示生命

的盼望

（下）

羅桂香傳道

週五上午 9：30

9/9 至 9/12

這一卷書特別標明為「耶穌基督的
啟示」。什麼人是有福？就是聽見
又遵行的人。1:3【啟一3】「念這
書上預言的和那些聽見又遵守其中
所記載的，都是有福的，因為日期
近了。」

1:19【啟一19】「所以你要把所看
見的，和現在的事，並將來必成的
事，都寫出來。」

2—3章信徒要反省七間教會的迷失
及追遂世界潮流的要悔改。

4—22章採用豐富的異象及激發想
像,認識世界情勢的真相。惟有神
才是永遠。（鄧紹光，啟示錄—認
知解讀。）

我們除了一同認識啟示錄一書，導
師也會以查經的技巧與學員一同成
長。期望學員也可以成為別人的導
師。

靈修（S）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屬靈操練：

盧雲作品選讀

（網上課程）

黎慶華弟兄

週一晚上 8:30

5/9 至 12/12

盧雲，當代著名靈修大師，他主要

的關切議題為屬靈生命、社會正義

以及群體。能從日常生活中微不足

道的事，以及最弱小的人身上，透

視人性偉大及軟弱層面所深藏的奧

祕。課程選讀針對時代性的屬靈操

練作品，如浪子回頭、跟從耶穌每

一步…等。

長者（E）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栽培員

訓練班

王秀玲姊妹、

陳業偉弟兄、

黃良光弟兄

主日早二 9：45

11/9 至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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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1.學員有穩定崇拜及團契等信徒生

  活為佳。

2.須為埔浸會友。

3.有心志於栽培初信者，幫助他們

  建立信仰根基，好使靈命成長。

【備註】

1.牧者將個別約見學員傾談。

2.完成訓練之學員必須參加初信班

  栽培實習。

3.截止報㈴：2022年8㈪28㈰

九型人格

與

情緒管理

許棉文弟兄

主日午堂 11：45

18/9 至 4/12

（十二堂）

情緒健康和性格相關，透過九型人

格了解相關性格所導致的情緒問題

與改變之方法，這課程是應用課
程，除九型人格外，較多情緒心理

分析與應用技巧分享。曾上過有關

九型人格課較適合。

名額：100人
（50人才開班，出席率需80%）

兒幼導師

訓練

曾嘉豪傳道統籌

主日下午 2：30

25/9 至 13/11

（八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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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第9屆

三福故事

編織法訓練

佈道部統籌

週六上午 10：30

30/7 至 14/1

今期訓練現正進行㆗，
請留意㆘期課程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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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叉能廚
之宣教篇

司徒嘉敏牧師

勞靖婷姊妹

週六下午 2：30

8/10 至 10/12

（十堂）

宣教使命是上帝的命令？若不正確正
面地叉上屬靈能量，又豈能面對新時
代的挑戰？本科將從聖經神學和歷史
發展兩方面，引導學員反思宣教目
的，幫助學員思考參與宣教的方向和
目標，從而作出調整和改變，在「疫
後」新時代中繼續實踐宣教的使命。

第59期

三福個人

佈道訓練

佈道部統籌

週四晚上 8：00

22/9 至 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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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9 至 21/1

 主日午堂 11：30-13：15

截止報㈴：2022年8㈪28㈰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奉獻小組

李淑儀牧師/博士統籌

週四晚上 8：00

25/8/2022、22/9/2022、

27/10/2022、24/11/2022、

26/1/2023、23/2/2023

（每月一次，共六堂）

【課程內容】

1.相交：自己的故事

2.召命：神呼召我嗎

3.準備：靈性與事奉

4.準備：知識與敬虔

5.準備：成為神學生

6.出發：教會的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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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者推薦。

3.有蒙召經歷

（清楚或未清楚皆可）。

4.穩定的教會生活，
  如：崇拜、團契等。

5.學員必須每堂出席。

【備註】

1.不設網㆖報㈴

2.截止報㈴㈰期：2022年8㈪14㈰

3.請到正堂地下或教育樓三樓辦
  事處索取「奉獻小組報㈴表」
  或於信裝網頁下載

4.通知取錄日期：20/8—21/8

5.查詢：信徒裝備中心
        2247 9102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逆境中的
情緒管理

何顯榮先生

週二晚上 8：00

20/9 及 27/9

（二堂）

在疫情下，世界搖擺不定，凸顯人的

有限及微少，令人渙散及不安······

在課堂中，掌握「精神健康+情緒管

理」的知識和方法，加上分享及見

證，從而發現由天賦而來的能力，明

白美善的力量與幫助，因此逆風而

行，甘行窄路，成為一位「助人·悅

己」的天路客。

正邪怎辨：
當代判斷
正統與

異端的挑戰

吳國傑博士

週二晚上 8：00

18/10 及 25/10

（二堂）

正統與異端可如何區分？這是二千年

來均難以完滿解答的問題，誰能為

正邪訂分界？現代的異端群體比往

時更活躍、更隱蔽；無奈，教會若批

評某群體為異端，卻隨時要面對法律

訴訟。在這充滿迷惑的世代，我們可

如何應對？本課程嘗試給予指引。

全球化
與福音

鄺振華博士

週二晚上 8：00

6/12 及 13/12

（二堂）

全球化不單影響人類生活的多個層

面，也影響了教會對福音使命的理

解。本課程將簡述全球化的特徵，

與及全球化為人類帶來甚麼機遇和

困難。繼而討論全球化如何使教會

對福音使命的理解出現去「中心

化」（decentralization）的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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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王紀──
從列王故事看人神關係

壹 陳思聰傳道 11/9 至 11/12 9:45

N 「路加福音」耶穌的比喻 壹 尹露成弟兄 18/9 至 18/12 9:45

M 栽培員訓練班 壹
王秀玲姊妹
陳業偉弟兄
黃良光弟兄

11/9 至 18/12 9:45

主日午堂

B 神的創造與科學理論 壹 黃澤文弟兄 4/9 至 18/12 11:30

O 耶利米哀歌（六堂） 半 何明禮傳道 11/9 至 30/10 11:30

O 歸回 重建 結連 壹 盧雪心傳道 4/9 至 18/12 11:30

M 九型人格與情緒管理 壹 許棉文弟兄 18/9 至 4/12 11:45

主日下午 M 兒幼導師訓練（八堂） 半 曾嘉豪傳道
統籌

25/9 至 13/11 2:30

週六上午 M
第 9 期三福

故事編織法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30/7 至 14/1 10:30

週六下午

N 約翰福音 壹 曾嘉豪傳道 3/9 至 12/11 3:00

O
從雅各生平 ─
探索生命成長

壹 朱梁玉焜執事 3/9 至 12/11 3:00

M 叉能廚之宣教篇（十堂） 壹 司徒嘉敏牧師
勞靖婷姊妹

8/10 至 10/12 2:30

週五上午

O 詩篇選讀 壹 林淑怡傳道 9/9 至 23/12 9:30

E
啟示錄研讀──
揭示生命的盼望（下）

壹 羅桂香傳道 9/9 至 9/12 9:30

週四晚上

M
第 59 期三福
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2/9 至 19/1 8:00

M 奉獻小組（六堂） 半 李淑儀牧師/
博士統籌

25/8 至 23/2 8:00

週二晚上

N 哥林多後書（二堂） - 麥啟新博士 15/11 及 22/11 8:00

M
逆境中的情緒管理
（二堂）

- 何顯榮先生 20/9 及 27/9 8:00

M 正邪怎辨：當代判斷正統
與異端的挑戰（二堂）

- 吳國傑博士 18/10 及 25/10 8:00

M 全球化與福音（二堂） - 鄺振華博士 6/12 及 13/12 8:00

週一晚上 S 屬靈操練：盧雲作品選讀
（網上上課）

壹 黎慶華弟兄 5/9 至 12/12 8:30



婦㊛講座：心耕作的家庭關係

以個人靈命培養為建立家庭關係的基礎。

講員：岑光照傳道
(循理會昌華堂堂主任，教牧學博士，主修靈修指導，美國神學研究協會)

日期：2022年9月2日（五）

時間：上午 9:30-11:15

地點：大埔浸信會教育樓四樓

查詢：蘇鳳珊牧師 22479010

報名：正堂地下辦事處或教育樓三樓辦事處

截止日期：28/8（日）

講座推介

青年聖經講座
「第㆓以賽亞的被擄時㈹」

由「第二以賽亞的被擄時代」以賽亞書四十至四十三章的經文，

說明以賽亞所身處的亂世，再說明他的召命。

講員：高銘謙博士
【建道神學院滕近輝教席副教授 / 聖經研究部主任。《爾道自建》主編。英
國杜倫大學（Durham University）文學碩士及哲學博士（舊約），專研神學
詮釋學及 歷代志的音樂敬拜神學。現為中華宣道會友愛堂義務牧師。】

日期：2022年11月26日（週六）

時間：晚上 7：30

地點：正堂二樓禮堂

課程對象：信主較久、渴望進深認識聖經真理、有生命反思

報名：信裝網頁報㈴

截止日期：20/11（日）  備註：必須報㈴



2023年1-4月晚間課程

日期 課題 / 講員 備註

10/1

8：00—9：30

（星期二，1 堂）

給靈命把把脈
趙崇明博士
香港神學院神學及歷史科副教授

(教務主任、院訊編輯)

-

7/2 至 21/2

8：00—9：30

（星期二，3 堂）

以西結書四十至四十八章
研讀
戴浩輝博士
香港信義宗神學院榮休教授

-

7/3 至 21/3

8：00—9：30

（星期二，3 堂）

詳情於課堂上公佈
(18/3 或 25/3，

禮拜六早上 9:30 至
中午 12:30)

生態神學 - 人如何看神所關
愛的被造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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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科

18/4 及 25/4

8：00—9：30

（星期二，2 堂）

歌羅西書
梁美心博士

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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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月 2023 年 5-8 月 2023 年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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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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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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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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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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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