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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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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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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明慧姊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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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至 15/12 主日早二 9:45

福音班 -
林兆傑執事

林石頌妮姊妹
1/9 至 22/12 主日午堂 11:30

福音班 - 陳芷茵執事 21/9 至 14/12 週六下午 3:00

福音班 - 周惠冰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上午 9:15

福音班 - 連佳華姊妹 27/9 至 17/1 週五下午 1:15

100

初

信

系

列

初信栽培班 -

黃宗保弟兄

伍沃彬弟兄

黎慶華弟兄

王秀玲姊妹

林佩玲執事

8/9

8/9

21/9

20/9

20/9

至

15/12

15/12

28/12

10/1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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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至 29/12 主日午堂 11:30

路加福音 - 羅錦輝弟兄 21/9 至 28/12 週六下午 3:00

路加福音 - 香玉嫻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上午 9:30

路加福音 - 李嘉琪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下午 1:30

路加福音（青年班） - 莫尚英姊妹 8/9 至 15/12 主日早二 9:45

使徒行傳 - 李婉儀姊妹 8/9 至 22/12 主日早二 9:45

使徒行傳 - 羅黎淑儀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上午 9:30

使徒行傳 - 周麗君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下午 1:30

使徒行傳I（長者班） - 張偉奇傳道 20/9 至 6/12 週五上午 9:30

200

信

徒

基

礎

系

列

第
一
階
段

第 158 屆成人浸禮班 - 陳婉明傳道 8/9 至 22/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58 屆成人轉會班 - 陳婉明傳道 1/12 至 22/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58 屆成人浸禮班 - 陳婉明傳道 6/9 至 10/1 週五下午 1:30

第 158 屆成人轉會班 - 陳婉明傳道 13/12 至 10/1 週五下午 1:30

第 7 屆青年浸禮班 - 楊樂怡傳道 1/9 至 8/12 主日早二 9:45

長者浸禮班（八堂） - 張偉奇傳道 20/9 至 8/11 週五上午 11:00

第 157 屆會友班 I - 周偉強傳道 8/9 至 8/12 主日早二 9:45

第 156 屆會友班 II - 蘇鳳珊傳道 15/9 至 22/12 主日午堂 11:30

第 156 屆會友班 II - 蘇鳳珊傳道 20/9 至 20/12 週五上午 9:30

第
二
階
段

舊約導論 - 陳思聰傳道 15/9 至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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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古尋源——摩西五

經的再思
壹 黃澤文弟兄 1/9 至 22/12 主日早二 9:45

速讀歷代志 壹 李文忠牧師 8/9 至 8/12 主日午堂 11:30

箴言（五堂） 半 麥兆輝牧師 22/10 至 19/11 週二晚上 8:00

雅歌中期待之情 - 李淑儀牧師/
博士

3/12 週二晚上 8:00

新
約

約翰福音 壹 尹露成弟兄 8/9 至 15/12 主日午堂 11:30

羅馬書透釋IV 壹 黃展慧傳道 8/9 至 15/12 主日早二 9:30

哥林多前後書選讀 壹 曾惠鴻傳道 13/9 至 13/12 週五上午 9:30

加拉太書（六堂） 半 陳合英講師 20/8 至 24/9 週二晚上 8:00

希伯來書（宏福班） 壹 羅桂香傳道 15/9 至 15/12 主日早二 9:45

從保羅的主要書信看

教會的衝突與成長
- 薛霞霞博士 17/12 週二晚上 8:00

信行並存的生命——
認識教牧書信

壹 林諾欣傳道 28/9 至 14/12 週六下午 3:00

新約倫理 壹 黎慶華弟兄 1/9 至 22/12 主日午堂 11:30

靈
修 向「情緒深度行」 壹 黃少冰傳道 15/9 至 15/12 主日午堂 11:30

長
者

兩約之間（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20/9 至 20/12 週五上午 9:30

事
奉

如此敬拜 半
鍾  瑛傳道

尹志軒傳道
6/10 至 24/11 主日下午 2:00

第 56 期三福個人佈

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8/9 至 16/1 主日午堂 11:30

第 6 屆三福故事編織

法
壹

羅天霖傳道

統籌
19/9 至 16/1 週四上午 10:30

讓生命說話 壹 司徒嘉敏傳道 1/9 至 15/12 主日早二 9:45

生命頌 壹 羅桂香傳道 27/9 至 29/11 週五上午 11:15

兒幼導師訓練 壹 陳婉明傳道
統籌

8/9 至 15/12 主日下午 1:30

栽培員訓練 壹
王秀玲姊妹

陳秀德弟兄
8/9 至 15/12 主日午堂 11:30

詩班員訓練（八堂） 半 鍾  瑛傳道 5/10 至 23/11 週六下午 3:30

團契職員訓練 壹 李文忠牧師
統籌

7/11 至 9/1 週四晚上 8:00

婚前輔導（六堂） 半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13/10 至 8/12 主日午堂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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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至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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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至 22/12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陳芷茵執事

21/9 至 14/12 週六 3：00

週五上午：周惠冰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 9：15

週五下午：連佳華姊妹

27/9 至 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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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宗保弟兄統籌

8/9 至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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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9日
  上午11:30—12:45「栽培使
  團」。
2.截止報㈴：2019年8㈪25㈰

主日午堂：伍沃彬弟兄統籌

8/9 至 15/12 主日 11：30

週六下午：黎慶華弟兄統籌

21/9 至 28/12 週六 3：00

週五上午：王秀玲姊妹統籌

20/9 至 10/1 週五 9：30

週五下午：林佩玲執事統籌

20/9 至 10/1 週五 1：30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1-11
路加福音

主日午堂：徐啟榮弟兄

1/9 至 2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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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9 至 28/12 週六 3：00

週五上午：香玉嫻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 9：30

週五下午：李嘉琪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 1：30

路加福音
（青年班）

主日早二：莫尚英姊妹
8/9 至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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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17至25歲青年】

1-12
使徒行傳

主日早二：李婉儀姊妹
8/9 至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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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黎淑儀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 9：30

週五下午：周麗君姊妹
20/9 至 17/1 週五 1：30

使徒行傳I
（長者班）

週五上午：張偉奇傳道

20/9 至 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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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8屆

成人

浸禮班

陳婉明傳道

主日早二 9：45

8/9 至 22/12

週五下午 1：30

6/9 至 10/1

認識基督教的信仰要義及其生活內
涵（共13節）。

準備申請第158屆浸禮（04/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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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18㈰

2-1A

第7屆

青年

浸禮班

楊樂怡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9 至 8/12

【對象：17至25歲青年】

2-1A

長者

浸禮班

張偉奇傳道

週五上午 11：00

20/9 至 8/11（八堂）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2-1A

第158屆

成人

轉會班

陳婉明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12 至 22/12

週五下午 1：30

13/12 至 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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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18㈰

2-1B

第157屆

會友班

I

周偉強牧師

主日早二 9：45

8/9 至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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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6屆

會友班

II

蘇鳳珊傳道

主日午堂 11：30

15/9 至 22/12

週五上午 9：30

20/9 至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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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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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思聰傳道

主日午堂 11：30

15/9 至 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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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O）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探古尋源——

摩西五經

的再思

黃澤文弟兄

主日早二 9：45

1/9 至 22/12

以色列人在被擄到巴比倫後失
去了在聖殿裡的宗教生活。
由宗教演化成信仰的過程是怎
樣的？五經的研讀和默想如何
轉化生命？讓我們回到那個時
空，見證五經的誕生和演進，
以及思想它與今天基督徒的關
係。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速讀歷代志

李文忠牧師

主日午堂 11：30

8/9 至 8/12

【配合教會全年讀經計劃】

《歷代志》予許多人的印象
是【沉悶】和【重複】。然
而，《歷代志》的作者是為四
百年大衛王朝的國運作出神學
反省，嘗試從「國破山河在」
的政治現實中，尋索第二聖殿
時期帝國興亡的信仰機遇與挑
戰，讓回歸重建耶路撒冷的猶
大子民，重燃剛強壯膽專一跟
從上主的盼望和勇氣。

對活在混亂、不安與對立世代
的信徒而言，這份信心同樣是
有意義的，以致明白如何活出
尋求神的信仰。

箴言

麥兆輝牧師

週二晚上 8：00

22/10 至 19/11（五堂）

「箴言」輯錄所羅門王及近東
智者的言訓而成的。書中臚
列的警世名言，包括政治、
家庭、宗教、倫理、財務、人
際、交友、戀愛各方面的訓
誨，堪稱古代世界的「心靈雞
湯」雋文集。本課程透過以
色列人的思維方式，依循其
ABA「漢堡包」文學寫作格式，
將箴言這卷「智慧之書」解
構、解讀和解碼，提綱挈領，
巧妙的呈現一套做人處世的哲
學，引人入勝。

雅歌中

期待之情

李淑儀牧師／博士

週二晚上 8：00

3/12（一堂）

雅歌是描繪「情」之歌劇，藉
期待之情揭開序幕，亦以期待
之情為終，全書充滿濃郁的渴
望情懷。本講座將與你一起反
思這期待之情對現今基督徒的
啓迪。

舊約（O）



學科簡介

新約 (N)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約翰福音

尹露成弟兄

主日午堂 11：30

8/9 至 15/12

約翰福音與其他三卷福音書有頗
多的差異。例如它記載多個長篇
幅耶穌的講論，以及一連串的「我
是……」命題；又例如當中記載的
神蹟，幾乎都是獨有的，等等。概
括而言，約翰福音的特點沒有出現
在其他福音書，而其他福音書的典
型風格，也未見於約翰福音。

讓我們一起研讀這卷福音書，明白
約翰有甚麼「與別不同」的屬靈教
訓。

羅馬書
透釋 IV

黃展慧傳道

主日早二 9：30

8/9 至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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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後書選讀

曾惠鴻傳道

週五上午 9：30

13/9 至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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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保羅就著哥林多教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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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科簡介

新約（N）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加拉太書

陳合英講師

週二晚上 8：00

20/8 至 24/9（六堂）

加拉太書被稱為「基督徒的自由
憲章」，是保羅對「律法不能叫
人稱義，唯有藉信稱義，得真自
由」的宣言。本課程研讀加拉太
書，分析保羅在書中的理據，
並著重書中的信息對原讀者的教
導，從而勾畫出對當今信徒的應
用原則。

希伯來書

（宏福班）

羅桂香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5/9 至 15/12

上課地點：

大埔浸信會公立學校

507 課室（宏福 )

從希伯來書看神的救贖及基督的
身份，希望信徒能活出基督生
命，有更美及豐盛的信仰生活。

從保羅的主
要書信看教
會的衝突與

成長

薛霞霞博士

週二晚上 8：00

17/12（一堂）

教會是由一班有信仰的人組成，
尼西亞信經給出教會的四個特質
是「獨一性」，「神聖性」，
「大公性」以及「使徒性」。然
而，我們知道早期教會並不是在
一片平和的環境中成長起來的。
相反，教會從其存在伊始，就存
在各種的衝突矛盾：無論是教會
跟當時社會文化之間的衝突，還
是教會內部的鬥爭衝突。今次我
們就透過分析保羅的幾封主要書
信來看初期教會在衝突中所帶給
我們的思考。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信行並存的
生命——

認識教牧書信

林諾欣傳道

週六下午 3：00

28/9 至 14/12

【配合教會全年讀經計劃】

提多書和提摩太前後書，近
代被稱為新約聖經中的「教
牧書信」，乃為保羅與其同
工提多和提摩太之間的書
信。為何這些書信會被列入
聖經正典之中？這些看似較
「私人的」信件，給我們甚
麼在信仰上的提醒呢？透過
研讀這些書信，我們一同學
習、思想如何作耶穌的門徒
及僕人，活出信行並存的生
命。

新約倫理

黎慶華弟兄

主日午堂 11：30

1/9 至 22/12

新約倫理——重點整理出新
約經卷中的倫理系統！基督
徒倫理，必須建立在耶穌教
導和生命的建立！從新約倫
理探討政權、權勢、救贖、
寬恕與復和、家庭學婚姻。
以孫寶玲所著《新約倫理》
為藍本，輔以司道生、侯活
士等著作。

新約（N）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兩約之間

（長者班）

方敬亮牧師

週五上午 9：30

20/9 至 20/12

耶穌是按著舊約的預言，「道」
成肉身，才開展出新約。但舊約
與新約之間有近400年的時間，
聖經沒有記錄，我們稱為「兩約
之間」，而且期間有許多大時代
的變遷，以至主耶穌最終在十字
架上完成救恩。這課程是和同學
們一起觀察神大能的作為，從而
學習在現今世代跟隨基督。

長者（E）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向「情緒深度
行」

黃少冰傳道

主日午堂 11：30－1：30

15/9 至 15/12

此課程希望整合心理健康的資
源和信仰的力量，幫助信徒提
升情緒健康和靈性。

【備註】：

1.參加者將在課前接受個別面

  見及填寫問卷；

2.名額 10人；

3.需有本會牧者推薦，不設網

㆖報㈴，填妥專用報名表，

  於8㈪31㈰前交回教育樓三樓

  辦事處；

4.查詢：黃少冰傳道 22479022

靈修 (S)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如此敬拜

鍾瑛傳道、尹志軒傳道

主日下午 2：00

6/10 至 24/11

從聖經的角度來講解信徒應有
的崇拜觀，讓學員成為父神真
正的敬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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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師：佈道部統籌

主日午堂 11：30

8/9 至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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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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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8㈰

第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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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30

19/9 至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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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報㈴：2019年8㈪18㈰

讓生命說話

司徒嘉敏傳道

主日早二 9：45

1/9 至 15/12

每一個生命都是一個故事，鼓勵
人心的故事更能燃點其他生命。
透過認識12位宣教歷史的人物，
讓他們的生命幫助我們反思自己
在神國中的身份和職責，並激勵
我們活出一份委身的熱情，與神
一起譜寫這世代的歷史。

事奉（M）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生命頌

羅桂香傳道

週五上午 11：15—12：30

27/9 至 29/11

重新接受及肯定自己的過去，積極
面對死亡帶來的恐懼與焦慮，從而
反思生命的意義及真諦。

【課程內容】

1.「生」的開始

2.「成長」的故事

3.「老」的過程

4.「病」的痛苦

5.「死」的來臨

6. 中國民間的死亡觀

7. 基督教如何看死亡

8. 老有所終(一)

9. 老有所終(二)

【備註】：名額 15人

兒幼導師
訓練

陳婉明傳道統籌

主日下午 1：30

8/9 至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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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培員

訓練

王秀玲姊妹、陳秀德弟兄

主日午堂 11：30

8/9 至 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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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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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上午

  11：30—1：00「栽培使團」。

詩班員

訓練

鍾瑛傳道

週六下午 3：30－4：45

5/10 至 23/11（八堂）

聖樂事奉聖經基礎、歌唱技巧、
樂理視唱。

事奉（M）



學科簡介

科目 導師 / 上課日期 內容

團契職員

訓練

李文忠牧師統籌

週四晚上 8：00

7/11 至 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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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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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報㈴，填妥專用報名表，於

10㈪27㈰前交回教育樓三樓

  辦事處。

婚前輔導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主日午堂 11：30

13/10 至 8/12（六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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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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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探古尋源——摩西五經的

再思
壹 黃澤文弟兄 1/9 至 22/12 9:45

N 羅馬書透釋IV 壹 黃展慧傳道 8/9 至 15/12 9:30

N 希伯來書（宏福班） 壹 羅桂香傳道 15/9 至 15/12 9:45

M 讓生命說話 壹 司徒嘉敏傳道 1/9 至 15/12 9:45

主日午堂

O 速讀歷代志 壹 李文忠牧師 8/9 至 8/12 11:30

N 約翰福音 壹 尹露成弟兄 8/9 至 15/12 11:30

N 新約倫理 壹 黎慶華弟兄 1/9 至 22/12 11:30

S 向「情緒深度行」 壹 黃少冰傳道 15/9 至 15/12 11:30

M 第 56 期三福個人佈道訓練 壹 佈道部統籌 8/9 至 16/1 11:30

M 栽培員訓練 壹
王秀玲姊妹

陳秀德弟兄
8/9 至 15/12 11:30

M 婚前輔導（六堂） 半
鄭鈞業牧師

鄭梁玉嫻師母
13/10 至 8/12 11:30

主日下午
M 如此敬拜 半

鍾  瑛傳道

尹志軒傳道
6/10 至 24/11 2:00

M 兒幼導師訓練 壹 陳婉明傳道
統籌

8/9 至 15/12 1:30

週六下午

N
信行並存的生命——認識

教牧書信
壹 林諾欣傳道 28/9 至 14/12 3:00

M 詩班員訓練（八堂） 半 鍾  瑛傳道 5/10 至 23/11 3:30

週五上午

N 哥林多前後書選讀 壹 曾惠鴻傳道 13/9 至 13/12 9:30

E 兩約之間（長者班） 壹 方敬亮牧師 20/9 至 20/12 9:30

M 生命頌 壹 羅桂香傳道 27/9 至 29/11 11:15

週四上午 M 第 6 屆三福故事編織法 壹
羅天霖傳道

統籌
19/9 至 16/1 10:30

週四晚上 M 團契職員訓練 壹 李文忠牧師
統籌

7/11 至 9/1 8:00

週二晚上

O 箴言（五堂） 半 麥兆輝牧師 22/10 至 19/11 8:00

O 雅歌中期待之情 - 李淑儀牧師/
博士

3/12 8:00

N 加拉太書（六堂） 半 陳合英講師 20/8 至 24/9 8:00

N
從保羅的主要書信看教會

的衝突與成長
- 薛霞霞博士 17/12 8:00



婦女講座

家庭情緒

人在家庭，姊妹在家中角色常常是擔任結連家人關係，調和家庭

氣氛的大使。但是，姊妹天生是情感豐富的，常因家人及家中的

鎖碎事而被觸發，為甚麼？日日會擔憂家人或發怒，亦有家人不

體諒妳而感無奈，影響家庭的關係。

家庭的關係，情緒是祝福或是難阻？個人可以做甚麼改變，以致

能減輕家庭的情緒壓力？藉這工作坊幫助妳。

講員：許棉文弟兄（心窗身心發展輔導中心資深輔導員）

日期：2019年9月6日（五）

時間：早上 9:30—11:15

地點：教育樓二樓禮堂

對象：姊妹

查詢：蘇鳳珊傳道 22479010

 備註：不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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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4月晚間課程

日期 課題 / 講員 備註

7/1 及 14/1
8：00—9：30

（星期二，2 堂）

第二聖殿期猶太教
梁美心博士

播道神學院聖經科副教授

--

11/2 至 10/3
8：00—9：45

（星期二，5 堂）

哥林多前書
何啓明牧師

建道神學院實習部主任 / 教牧系副教授

半科

21/4
8：00—9：30

（星期二，1 堂）

從藝術學愛主
石佩蘭傳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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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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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 1-4 月 2020 年 5-8 月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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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少年「成長八

課」導師訓練
曾惠鴻傳道統籌 主日下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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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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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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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1 月至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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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週五上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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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