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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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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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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半職傳道）

阮杏秀姊妹（本會幹事）

劉文思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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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至 19/12 主日早二 9:45

- 李麗映姊妹 5/9 至 19/12 主日午堂 11:30

-
李潔華姊妹
曾秋蓮姊妹

10/9 至 21/1 週五上午 9:15

-
陳潔瑩姊妹
劉卓棠弟兄

17/9 至 28/1 週五下午 1:15

100

初

信

系

列

初信栽培班

- 陳業偉弟兄 12/9 至 19/12 主日早二 9:45

- 林美儀姊妹 12/9 至 19/12 主日午堂 11:30

- 楊順成弟兄 11/9 至 18/12 週六下午 3:00

- 王秀玲姊妹 10/9 至 14/1 週五上午 9:30

路加福音（青年班） - 莫尚英姊妹 5/9 至 12/12 主日早二 9:45

路加福音 - 徐啟榮弟兄 5/9 至 26/12 主日早二 9:45

路加福音 - 李嘉琪姊妹 10/9 至 7/1 週五上午 9:15

使徒行傳（長者班） - 楊啟祥弟兄 10/9 至 26/11 週五上午 9:30

使徒行傳 - 劉竟成執事 5/9 至 19/12 主日午堂 11:30

使徒行傳 - 周麗君姊妹 17/9 至 14/1 週五下午 1:30

使徒行傳 - 羅錦輝弟兄 4/9 至 11/12 週六下午 3:00

200

信

徒

基

礎

系

列

第
一
階
段

第 163 屆成人浸禮班 - 陳思聰傳道 5/9 至 19/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63 屆成人轉會班 - 陳思聰傳道 5/12 至 19/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63 屆成人浸禮班 - 陳思聰傳道 4/9 至 18/12 週六下午 3:00

第 163 屆成人轉會班 - 陳思聰傳道 4/12 至 18/12 週六下午 3:00

青年浸禮班 - 楊樂怡傳道 12/9 至 12/12 主日早二 9:45

長者浸禮班（八堂） - 鄭鈞業牧師 9/9 至 4/11 週四下午 2:30

第 162 屆會友班 I - 陳婉明傳道 12/9 至 5/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61 屆會友班 II - 周偉強牧師 5/9 至 19/12 主日早二 9:30

第
二
階
段

教會二千年足跡 - 李文忠牧師 12/9 至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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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
約

以西結書 壹 尹露成弟兄 12/9 至 19/12 主日早二 9:45

被擄流放・教會群體 壹 司徒嘉敏牧師 26/9 至 19/12 主日午堂 11:30

士師記 半 林淑怡傳道 2/10 至 20/11 週六下午 3:00

享福的人生 壹 黃少冰傳道 10/9 至 17/12 週五上午 9:30

傳道書（四堂） 半 謝慧兒博士 7/9 至 5/10 週二晚上 8:00

新
約

希伯來書（下）
（宏福班）

壹 羅桂香傳道 19/9 至 12/12 主日早二 9:45

忠於上帝的信：
羅馬書釋義II

壹 林諾欣傳道 26/9 至 28/11 主日早二 9:45

歷史中的使徒保羅 壹 黃澤文弟兄 12/9 至 19/12 主日午堂 11:30

路加選讀 壹 余小蘭傳道 10/9 至 3/12 週五下午 1:30

完全生命之旅──

雅各書解讀（三堂）
- 黎永明博士 30/11 至 14/12 週二晚上 8:00

神
學 啟示論 壹 何明禮傳道 12/9 至 5/12 主日午堂 11:30

靈
修 情感與靈修 壹 蘇鳳珊傳道 12/9 至 19/12 主日早二 9:45

長
者 再思馬太福音 壹 方敬亮牧師 3/9 至 17/12 週五上午 9:30

事
奉

栽培員訓練班 壹
陳秀德弟兄
王秀玲姊妹

12/9 至 19/12 主日午堂 11:30

兒幼導師訓練
（八堂）

半
陳婉明傳道

統籌
19/9 至 21/11 主日下午 1:30

長者領袖訓練課程 壹 鍾瑛傳道
羅桂香傳道

17/9 至 26/11 週五下午 2:00

第 8 屆三福
故事編織法

壹 佈道部統籌 23/9 至 23/12 週四上午 10:30

第 58 期三福
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3/9 至 20/1 週四晚上 8:00

九型人格與情緒健康
（二堂）

- 許棉文弟兄 19/10 及 26/10 週二晚上 8:00

文化與服侍（二堂） - 鄺振華博士 9/11 及 16/11 週二晚上 8:00

團契職員訓練
（五堂）

半 陸麗珊執事 9/11 至 7/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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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至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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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麗映姊妹

5/9 至 19/12 主日 11：30

週五上午：李潔華姊妹

曾秋蓮姊妹

10/9 至 21/1 週五 9：15

週五下午：陳潔瑩姊妹

          劉卓棠弟兄

17/9 至 2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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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業偉弟兄統籌

12/9 至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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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學員必須出席：
  10月17日下午2:30—4:00
 「栽培同學會」。

2.截止報㈴㈰期:2021年8㈪29㈰

主日午堂：林美儀姊妹統籌

12/9 至 19/12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楊順成弟兄統籌

11/9 至 18/12

週六 3：00

週五上午：王秀玲姊妹統籌

10/9 至 14/1

週五 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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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至 2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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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9 至 7/1 週五 9：15

路加福音

（青年班）

週五上午：莫尚英姊妹

5/9 至 12/12 主日早二 9：45

1-12

使徒行傳

主日午堂：劉竟成執事

5/9 至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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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五下午：周麗君姊妹

17/9 至 14/1 週五 1：30

週六下午：羅錦輝弟兄

4/9 至 11/12 週六 3：00

使徒行傳

（長者班）

週五上午：楊啟祥弟兄

10/9 至 2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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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屆

成人

浸禮班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9：45

5/9 至 19/12

週六下午 3：00

4/9 至 18/12

認識基督教的信仰要義及其生活內涵
（共13節）。

準備申請第163屆浸禮（4/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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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29㈰

2-1A

青年

浸禮班

楊樂怡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2/9 至 12/12

2-1A

長者

浸禮班

鄭鈞業牧師

週四下午 2：30

9/9 至 4/11（八堂）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63屆

成人

轉會班

陳思聰傳道

主日早二 9：45

5/12 至 19/12

週六下午 3：00

4/12 至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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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29㈰

2-1B

第162屆

會友班I

陳婉明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2/9 至 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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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屆

會友班 II

周偉強牧師

主日早二 9：30

5/9 至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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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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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30

12/9 至 1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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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道書

謝慧兒博士

週二晚上 8：00

7/9 至 5/10

（四堂；21/9休課）

人生本無常，是傳道書對人生的寫
照。這個課程會介紹傳道書整體的
結構、重點信息以及研讀傳道書須
留意的地方，為同學日後仔細研讀
傳道書的經文，奠定良好的基礎。

享福的人生

黃少冰傳道

週五上午 9:30

10/9 至 17/12

福禍如何界定？願我們從「傳道

書」得著享福的秘訣！

士師記

林淑怡傳道

週六下午 3:00

2/10 至 20/11

（八堂）

在「各人任意而行」的時期，上帝

興起士師拯救以色列。在此課程

中，我們一起認識不同士師的事

蹟，作為我們生命的反省和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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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簡介

舊約（O）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以西結書

尹露成弟兄

主日早二 9：45

12/9 至 19/12

在公元前六世紀，巴比倫攻陷耶路撒

冷。尼布甲尼撒把猶大國的精英以及

聖殿和王宮的寶物一併擄到巴比倫

去，祭司的兒子以西結是其中一員。

以西結雖然在巴比倫生活，但他是對

耶路撒冷的百姓說話。「他們必知道

我是神」在以西結書共出現多達七十

次，可以說是全書的鑰句。先知的使

命是要說明：引致選民被擄受苦的原

因之一乃是神的管教，為要使選民認

識耶和華是獨一真神。讓我們跟著先

知的腳步，觀察他的生活、思考他的

信息，更深認識神。

被擄流放・

教會群體

司徒嘉敏牧師

主日午堂 11：30

26/9 至 19/12

雖然被擄流放是以色列民首先背棄耶

和華而帶來的懲罰，但耶和華並沒有

完全放棄祂的子民。耶和華讓祂的子

民藉此時刻重整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本課程嘗試從聖經神學的角度，與學

員透過查考以斯帖記、但以理書、約

拿書等經卷的部分內容，認識以色列

民如何藉被擄流放這嶄新且前所未有

的處境與經驗來重整(reformulate)

信仰所走過的路，從而幫助我們思

考活在當今新的時代中教會群體的真

貌，以及踐行的方向。



學科簡介

新約 (N)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希伯來書(下)

（宏福班）

羅桂香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9/9 至 12/12
上課地點：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507 課室（宏福 )

從希伯來人文化看希伯來書,

並對現今社會文化及生活的回

應。

路加選讀

余小蘭傳道

週五下午 1:30

10/9 至 3/12

透過查考《路加福音》選讀內

容，引導弟兄姊妹走進路加

筆下的福音世界，反思自己

的屬靈生命。學員須每課寫

反思短文，主動參與堂上分

享，於最後一課回顧總結。

由於課程著重同學之間的生

命分享，將十堂反思內容組

成一幅信仰反思的大圖畫，

故課程不設中途加入，另鼓

勵學員開課前自行閱讀整卷

《路加福音》一次。

完全生命

之旅――

雅各書解讀

黎永明博士

週二晚上 8：00

30/11 至 14/12

（三堂）

雅各書可從不同角度探討，包

括信徒如何面對試煉（1:2）、

信徒的完全（1:4）、信行合一

（2:14）。本課除了介紹前人

的成果，更會從雅各如何引用

舊約入手，更深入了解雅各書

的精髓。



學科簡介

新約 (N)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情感
與靈修

蘇鳳珊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2/9 至 19/12

從基督教靈修學結合心理角度，探討
情感與靈命成長的關係。

1.學習欣賞情感對生命成長的貢獻

2.辨識培養信仰情操，藉情感深化自

  己與神關係

3.辨識情感所蘊藏的訊息，從而認知

  自己的渴望、需要、能力、軟弱等

  等，作出合理回應

4.建立活潑的靈修，整理生命，轉化

4.為積極熱誠，情理兼具的性情中人

靈修（S）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忠於

上帝的信：

羅馬書釋義II

林諾欣傳道

主日早二 9：45

26/9 至 28/11

在不同時代，神學家透過閱讀羅馬

書，更新對信仰之理解。因此，有

一段長時間，羅馬書被視為神學教

義的書卷。但是，近代的聖經研究

幫助我們重新認識到羅馬書的社會

和歷史背景，並且從書信的角度來

閱讀。在這課程裡，我們嘗試結合

兩方面的理解，以了解保羅在羅馬

書中的信息，藉此反思我們如何在

當下處境裡活出忠於上帝的信。

歷史中的

使徒保羅

黃澤文弟兄

主日午堂 11：30

12/9 至 19/12

根據兩約之間的歷史文化背景，與

同學一起研究使徒們的世界觀，從

而明白使徒保羅的觀點：在凱撒帝

國下的「獅子與麻鷹」、「獻祭與

宗教」、「希臘的智慧與上帝的愚

拙」、「保羅的猶太人背景」和

「新生命的確據」。



學科簡介

長者（E）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再思馬太福音

（長者班）

方敬亮牧師

週五上午 9：30

3/9 至 17/12

新約有四個福音書，記載了耶穌

的傳道事工。相信弟兄姊妹都已

讀過。但為麼把馬太福音排在最

前面？門徒馬太在描述耶穌時有

什麼特色？

本課程是與同學們一同再思這福

音書的內容，從而豐富我們對耶

穌的認識，更有力反省自己的生

命。

神㈻（D）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啟示論

何明禮傳道

主日午堂 11：30

12/9 至 5/12

人為甚麼能認識神?人應該如

何認識神?這個課程將分兩部

份探訪這個課題，第一部份

是從教父開始綜覽歷代神學

家提供的答案，第二部份是

考察聖經、啟示、理性、經

驗、傳統、聖靈等與這些問

題的關係，第三部份會簡介

現代和後現代思潮的影響。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栽培員

訓練班

陳秀德弟兄、

王秀玲姊妹

主日午堂 11：30

12/9 至 1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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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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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

  初信班栽培實習。

3.截止報名日期：2021年8月29日

長者領袖

訓練課程

鍾瑛傳道

羅桂香傳道

週五下午 2：00

17/9 至 26/11

內容包括：詩歌領唱技巧、查經
技巧、週會內容設計及遊戲技
巧。

兒幼導師

訓練

陳婉明傳道統籌

主日下午 1：30

19/9 至 2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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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第8屆

三福故事

編織法

佈道部統籌

週四上午 10：30

23/9 至 2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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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三上午9：30或

              週五上午9：30

 查詢：羅天霖牧師 2247 9128

第58期

三福個人

佈道訓練

佈道部統籌

週四晚上 8：00

23/9 至 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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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9 至 23/1

 主日午堂 11：30

事奉（M）



學科簡介

事奉（M）

科目 導師 /上課日期 內容

九型人格與

情緒健康

許棉文弟兄

週二晚上 8：00

19/10 及 26/10
（二堂）

個性特質影響我們情緒的健康，身
心相連。課程透過九型人格心理
學，了解我們如何面對壓力及健康
問題，得力及平安位的掌握。課程
有很多自我照顧身心Tips，很實
用。

文化與服侍

鄺振華博士

週二晚上 8：00

9/11 及 16/11
（二堂）

文化研究能幫助我們服侍神，因為

我們服侍神的其中一個層面，是在

人群中服侍，即透過服侍人來服侍

神。文化研究是一種瞭解群體的學

問，即研究一群人的世界觀和價值

觀。當我們更精確和深入瞭解一群

人，我們可以更適切地服侍他們。

是次講座會用兩個例子來示範文化

如何幫助我們服侍，第一個例子是

如何向民間宗教信仰者傳福音和如

何牧養栽培他們。第二個例子是如

何在網絡向網民傳福音，亦會探索

如何牧養「主要用網絡與人連繫」

的信徒。

團契職員

訓練

陸麗珊執事

週二晚上 8：00

9/11 至 7/12
（五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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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團契職員。

2.需有團契牧者推薦，不設網㆖報

，填妥專用報名表，於11㈪2㈰

  前交回教育樓三樓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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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西結書 壹 尹露成弟兄 12/9 至 19/12 9:45

N 希伯來書（下）（宏福班） 壹 羅桂香傳道 19/9 至 12/12 9:45

N 忠於上帝的信：
羅馬書釋義II

壹 林諾欣傳道 26/9 至 28/11 9:45

S 情感與靈修 壹 蘇鳳珊傳道 12/9 至 19/12 9:45

主日午堂

O 被擄流放・教會群體 壹 司徒嘉敏牧師 26/9 至 19/12 11:30

N 歷史中的使徒保羅 壹 黃澤文弟兄 12/9 至 19/12 11:30

D 啟示論 壹 何明禮傳道 12/9 至 5/12 11:30

M 栽培員訓練班 壹 陳秀德弟兄
王秀玲姊妹

12/9 至 19/12 11:30

主日下午 M 兒幼導師訓練（八堂） 半
陳婉明傳道

統籌
19/9 至 21/11 1:30

週六下午 O 士師記 半 林淑怡傳道 2/10 至 20/11 3:00

週五上午
O 享福的人生 壹 黃少冰傳道 10/9 至 17/12 9:30

E 再思馬太福音 壹 方敬亮牧師 3/9 至 17/12 9:30

週五下午

M 路加選讀 壹 余小蘭傳道 10/9 至 3/12 1:30

M 長者領袖訓練課程 壹 鍾瑛傳道
羅桂香傳道

17/9 至 26/11 2:00

週四上午 M 第 8屆三福故事編織法 壹 佈道部統籌 23/9 至 23/12 10:30

週四晚上 M 第 58 期三福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23/9 至 20/1 8:00

週二晚上

N 傳道書（四堂） 半 謝慧兒博士 7/9 至 5/10 8:00

N
完全生命之旅──

雅各書解讀（三堂）
- 黎永明博士 30/11 至 14/12 8:00

M 團契職員訓練（五堂） 半 陸麗珊執事 9/11 至 7/12 8:00

M 九型人格與情緒健康
（二堂）

- 許棉文弟兄 19/10 及 26/10 8:00

M 文化與服侍（二堂） - 鄺振華博士 9/11 及 16/11 8:00



奉獻小組
幫助學員澄清何為神的呼召，及為全職事奉作各種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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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1.本會會友

【對象】 2.團契牧者推薦

【對象】 3.有蒙召經歷（清楚或未清楚皆可）

【對象】 4.穩定的崇拜、團契生话

【對象】 5.學員必須每堂出席

統籌：李淑儀牧師/博士

日期：26/8/2021、23/9/2021、28/10/2021、25/11/2021、

      20/1/2022、24/2/2022（每月一次，共六堂）

時間：晚上 8：00

報名：正堂地下或教育樓三樓辦事處索取「奉獻小組報㈴表」

不設網㆖報㈴

截止日期：15/8 (日)

通知取錄日期：21/8—22/8

查詢：信徒裝備中心2247 9102

課程推介



2022年1-4月晚間課程
日期 課題 / 講員 備註

11/1 及 18/1

8：00—9：30

（星期二，2 堂）

逆境中的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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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5/2 至 15/3

8：00—9：30

（星期二，5 堂）

利未記一至十章研讀
梁國權先生

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部講師

半科

26/4

8：00—9：30

（星期二，1 堂）

與貧窮者同行
王文賢傳道

自由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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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婦㊛講座：美好的服侍

認識信仰中的姊妹身份和職份，屬靈生命的表現，掌握有效鼓勵的錦

囊，友伴耶穌，關顧自己，造就「美好的服侍」。

講員：丘衛文傳道（中國神學院證書課程導師）

日期：2021年9月3日（五）

時間：上午9:30-11:15

地點：大埔浸信會教育樓四樓

查詢：蘇鳳珊傳道 22479010

報名：正堂地下辦事處或教育樓三樓辦事處

截止日期：29/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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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 1-4 月 2022 年 5-8 月 2022 年 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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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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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四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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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鍾  瑛傳道 - - 待定

婚前輔導 李文忠牧師 - 待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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