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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四月至六月青成級課程簡介 

 
上課地點: 北宣真理樓、教育樓（主日上午） 

真理樓（週間早上及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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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為信徒提供有系統的課程，研習聖經、神學或事奉裝備，以達到「成全

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以弗所書 4:12） 
 

修讀方式 

每季開辦聖經及特別課程，為期四至十二週不等。上課時間分別在主日

第二、三、四堂時段舉行，部份課程設於週間早上及晚間開辦。 
 

課程證書修讀簡介 

1. 基礎課程證書 

對象  : 信主三年或以下 

修科要求 : 1.1 完成必修科目「新約之旅」⼂「舊約之旅」 

     1.2 完成四學分聖經研讀科目 及 一學分選修科目 

     1.3 基礎畢業要求為七學分 
 

2. 中級課程證書 

對象  : 信主三年或以上 

修科要求 : 2.1 完成基礎課程證書 

2.2 完成六學分聖經研讀科目 及 六學分選修科目 

     2.3 中級畢業要求為十二學分 
 

3. 進階課程證書 

對象  : 信主七年或以上 

修科要求 : 3.1 完成中級課程證書 

3.2 完成三學分聖經研讀科目 及 三學分選修科目 

     3.3 進階畢業要求為六學分 

 

備註 

1. 成功完成進階課程者，表示他已成功完成青成級主日學課程，以後仍

可以繼續選讀各類主日學課程，終身學習神的話語 

2. 本部採用學分計算法，以上所述「一學分」以每季 7-12 堂的課程為準，

4-6 堂的課程為半學分  

3. 每個課程要有 80% 出席才可算為完成該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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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學及報名細則 
基本入學資格 

1. 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修讀證書者須已接受水禮及穩定出席宣道會北角堂 

崇拜聚會。 

2. 熱心愛主並願意遵行聖經的教導。 

3. 願意登記註冊為宣道會北角堂主日學部學員身份。 
 

報名細則 

1. 主日學部的「初階課程」、「中階課程」及「進階課程 」的報名日期，分

別為每年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首個主日開始的三星期內接納網

上報名。 同時，報名期間的第一至三週的主日早上九時至中午十二時可

於康澤平台報讀主日學或註冊主日學學員身份。 

2. 報讀課程前請參考「主日學課程簡介」，按照信主的年日及課程指定的資格

作出報讀申請。  

3. 透過網上報讀主日學，請於報讀後在網上確認報讀的情況是否已成功處理。 

若課程已滿額或資格不符，網上系統會拒絕報讀申請。凡列入候補名單的

學員，網上系統會以電郵通知最終學額分配的結果。  

4. 透過填寫主日學課程報名表的申請，成功報讀的學員將不會獲通知，惟課

程滿額或資格不符將會收到個別通知。 

5. 每一季的主日學，學員可報讀不多於三個課程。唯同一時段不可以報讀兩

個不同的課程。 

6. 所有主日學報讀以先到先得的原則安排，額滿即止。 

7. 凡申請報讀主日學課程的學員，若知道將會缺席所有課堂，請於課程第二

課或之前，務必請透過電話/電郵通知主日學部取消報讀申請。 

所有未於時限前取消報讀申請的學員，主日學網上系統將會自動封鎖其學

員身份，系統將不會接納隨後(不多於兩季)任何報讀課程的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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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成功報讀主日學課程後，請按照上課日期依時出席。每次上課前均須使用

已登記的八達通卡/八達通產品作拍卡記錄出席，請注意! 有效拍卡時間為

上課前 15 分鐘直至下課前 15 分鐘。  

9. 關於課室的安排，請於開課前的一週瀏覽主日學網頁，或於開課日到康澤

⼂真理樓主日學壁報版查閱。 

10. 所有首次註冊主日學學員，必須選定八達通卡/八達通產品作為主日學學員

身份的認證並遞交作申請(網上或報名表)。所選定之八達通卡/八達通產品

的號碼將會成為學員日後報讀課程及出席記錄之用。 

11. 學員能否入讀所選課程，主日學部有最終決定權。 

12. 若課程報讀人數不足，或在特殊情況下，主日學部有權取消有關課程。 

13. 請各位主日學學員持守主內相愛⼂謙卑敬畏上帝的態度參與主日學的學

習。 

 

惡劣天氣指引 

1. 主日學部停課的安排將根據宣道會北角堂的惡劣天氣指引，詳情請參考宣

道會北角堂網頁 http://www.npac.org.hk/home/pdf/weather.pdf。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1.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是用於聯絡通訊，建立教會生活及有關的統計用

途上;當有關的資料不再符合以上用途，會予以銷毀，不再保留。 

2.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修訂)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我們所持閣

下的個人資料。 

 

查詢 

查詢有關所報讀課程事宜，請致電 2909 9700 或電郵 sundayschool@np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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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之旅 （A-CR-0001-0418-001 <共 11 課>） 

目的： 本課程帶你走進舊約聖經多采多姿之旅。除了對舊約聖經不

同書卷作簡介外，將以「神與子民立約」這主題展示舊約的

脈絡，並探討這對今日信徒的意義，課程亦會教導信徒如何

研讀舊約。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內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鄧世安弟兄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8 年 4 月 11 日至 6 月 27 日 

（4 月 25 日休課） 

 

 

新約之旅（A-CR-0002-0418-001 <共 11 課>） 

目的： 本課程將帶你走進新約聖經情理兼備之旅，讓你對新約聖經

有較全面的認識和了解。除了對新約聖經不同書卷作簡介

外，本課程會以「基督宣講神國降臨」這主題綜合新約的信

息，並重申主耶穌對信徒的應許和我們盼望所在，亦將教導

信徒如何研讀新約。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內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何偉富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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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成長之旅 （A-CR-0538-0418-001 <共 10 課>） 

目的： 本課程乃教會為初受浸者提供的必修核心課程之一，幫助學

員認識基本祈禱真理和操練祈禱，認識及練習基本研經法，

認識基本宣教理念，學習及操練簡單佈道技巧，使初受浸者

不單認知信仰的基本真理，並藉一起操練與實踐，邁步成長

路。 

 

簡介： 一) 禱告…從何開始… 

1.  禱告的意義  2. 禱告的態度 

3.  禱告的內容  4. 主耶穌的禱告 

二) 讀經 ABC… 

1.  相遇聖經    2. 讀經入門 (一) 

3.  讀經入門    4. 聖經譯本的運用 

三) 宣教第一步 

1. 大使命       2. 成為福音的使者                 

3. 跨疆界、越民族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內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蘇慧然姊妹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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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認識與靈命成長（A-TP-1027-0418-001 <共 8 課>） 

目的： 從自我認識中檢視及掃除那些妨礙我們與神進入更深關係的

元素 

 

簡介： 一.自我認識與靈命成長的關係 

二.知己知彼 

三.認識自己的原生家庭 

四.認識自己的不同成長階段與任務 

五.邁向成熟(一) 

六.邁向成熟(二) 

七.活出自愛的生命 

八.活出豐盛的人生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0 人 

梁甄陶 

（家庭服務中心輔

導員）、  

劉雪芬傳道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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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宣教面面觀 （A-MI-1022-0418-001 <共 10 課>） 

目的： 本課程適合有意探索或考慮短宣半年或以上的信徒參加，讓

他們對短宣有更實際的認識和合宜的心理準備。 

 

簡介： 理念方面 

1.如何辨識異象與呼召 

2.短期宣教應有的心態（文化體驗＋工作假期＝短期宣教？） 

3.信徒在宣教工場的角色和難處 

 

實用方面 

4.信徒可以參與的前線宣教工作 

5.尋覓差會/工場、申請流程、等候期間的準備 

6.文化衝擊的挑戰 

7.工場事奉和生活的壓力與陷阱 

8.回流的考慮、準備與適應 

 

對象： 已受浸者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簡家傑(信徒宣教士)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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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場門徒 ABC（1）（A-TP-1026-0418-001 <共 8 課>） 

目的： 「基督徒跟一般人一樣，營營役役地工作，搵兩餐，但都未夠

錢買樓，還說什麼工作意義、行神的旨意？！ 還要在職場傳

福音？！……」 

 

「召命？ 神把我放在職場上真的對我有召命？可以怎樣知

道？如何發現神在職場中與我同在，甚至同工？……」 

  

『職場門徒』給人的印象是一個神聖的身份，高不可攀。但其

內在的特質也是一個信仰落地、有血有肉的真人故事。 

 

一班在職場中拼搏的門徒會在此課程中從聖經、神學、實踐三

方面深入淺出地探討何謂一個職場門徒。第一部份關於職場

召命和靈性，第二部份（2018 年第四季開課）將會探討職場

倫理和使命。 

 

簡介： 1) 我的工作有意義？ 

2) 何謂合神心意的工作？           

3) 如何找到我的職場召命？ 

4) 什麼是職場靈性？ 

5) 如何辨識神在職場中的旨意？ 

6) 如何在繁忙的生活中保持美好的靈性？ 

 

課程模式： 

內容講解，分組討論，個人操練 

 

對象： 關心在工作中的信仰實踐的信徒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陳浩輝弟兄、 

周家樂弟兄、 

馬福棠弟兄、 

葉偉鴻弟兄、 

 姚虹恩姊妹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0 日 

（5 月 13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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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歌選讀 （B-BO-1019-0418-001 <共 10 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劉繼海弟兄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6 月 10 日 

 

如何抓準神的話：平信徒實用釋經法  

（B-BH-1021-0418-001 <共 10 課>） 

目的： 若要踐行聖經的真理和教導，基督徒有需要掌握一套實用的

釋經法。然而，聖經多元化文體與豐富的文學色彩，卻不得

不借助一些詮釋準則。本課程目的是幫助喜歡認真認識聖經

的信徒。從具體的經文單元開始，簡介新舊約中不同的文學

體裁，以及相應的釋經原則和方法。並透過個人習作及小組

討論，使學員掌握獨立經文解釋技巧及現代應用原則。期盼

信徒在知情意行各層面，享受上帝話語的甘甜，活出真道。 
 

簡介： 1. 如何閱讀聖經──基本工具 (譯本，其他工具，單句， 

 段落，講述); 

2. 情境──當時舆現代歷史文化的異同, 帶着文化包袱看聖 

 經; 

3. 文學體裁;  

4. 字義;  

5. 意義──誰的意義, 意義層次, 聖靈的角色;  

6. 應用;  

7. 新約詮釋精選──保羅書信, 福音書 

 

對象： 已信主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黃秉權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6 月 24 日 

（6 月 3 日、6 月 10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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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命記(一) （B-BO-1020-0418-001 <共 8 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鄔苗根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27 日 

 

 

在天而不離地：五經的神學與倫理  

（B-TH-1025-0418-001 <共 6 課>） 

目的： 探討聖經內五經的神學與倫理，回應主使命在我的人生。 

 

簡介： 創世記的神學詮釋  （4 月 8 日） 

出埃及記的神學詮釋（4 月 15 日） 

利未記的神學詮釋  （4 月 22 日） 

民數記的神學詮釋  （5 月 6 日） 

申命記的神學詮釋  （5 月 13 日）  

訓誨的倫理實踐    （5 月 20 日）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陳俊業牧師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5 月 20 日 

（4 月 29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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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M-Class：Lament and Hope！（深讀耶利米哀歌)  

（B-BO-1029-0418-001 <共 6 課>） 

 

目的： 今年是以色列復國七十年，他們昔日如何表達這分亡國的悲哀

（lament）？ 

以色列復國後，以 Hatikvah《希望》為國歌。那麼，他們昔日在

亡國的哀傷中，又如何對上帝存有希望（hope）？ 

 

耶利米哀歌，是一卷與亡國相關的書卷，並且是基督徒點擊率極

低，但猶太人的點擊率卻極高的書卷。猶太人每年誦讀，每年重

溫這段悲哀（lament）與希望（hope）的經歷，對他們又有何重

要？至於我們基督徒，又能否深入查考此經卷，深入反思及認識

生命的 lament and hope？  

 

Remark:  

1)MM –Class = Mixed-Mode Class，即結合「課堂」與「網 

  上學習」的課程。 

2)學員必須出席 5 月 7 日第一課「耶利米哀歌導論」，方可以繼

續上餘下的課程，因為該天也會教授大家如何進入網上系統，進

入中間四堂的網上課程。 

 

簡介： 1）耶利米哀歌導論（北宣上課，5 月 7 日） 

2）耶利米哀歌第一章（網上上課） 

3）耶利米哀歌第二章（網上上課） 

4）耶利米哀歌第三章（網上上課） 

5）耶利米哀歌第四章（網上上課） 

6）耶利米哀歌第五章 、總結及 Q&A 

 （北宣上課，6 月 11 日）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80 人 

   

  高銘謙博士 

(建道神學院聖經系

助理教授) 

黃彩蓮牧師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8 年 5 月 7 日、6 月 11 日 

（其餘日期網上上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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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基督信仰看人權與自由（B-TP-1023-0418-001 <共 8 課>） 

目的： 從聖經及歷史中教會先賢的教導，讓信徒明白基督教信仰中

對人性尊嚴及自由的信念和意義，幫助信徒對現時社會中流

行的人權與自由觀念作適當的辨識。 

 

簡介： 1. 聖經視野中的人權（I）：人的尊嚴 

2. 聖經視野中的人權（II）：平等與責任 

3. 回望歷史：基督教與人權運動的出現 

4. 反思當代：人權的保障機制與基督徒的角色 

5. 聖經視野中的自由（I）：世界的救贖 

6. 聖經視野中的自由（II）：自由的社會與自由的人 

7. 回望歷史：改革宗與自由社會的崛起 

8. 反思當代：自由的危機與基督徒的角色  

備註： 課程需閱讀指定的參考文章，並積極參與課堂上的討論。 

對象： 願意對社會議題作信仰探討的信徒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麥沛泉弟兄 、 

黃秀婷傳道 

（北宣義務傳道）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8 年 4 月 9 日至 5 月 28 日 

 

 

普通話培靈釋經系列（下) （B-TP-1018-0418-001 <共 6 課>） 

目的： 選取舊約聖經經文作培靈釋經講道 

 

對象： 聽懂普通話的信徒（恕不接受旁聽）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50 人 温偉耀博士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8 年 4 月 11 日至 6 月 20 日 

(4 月 18 日、5 月 2 日、5 月 16

日、5 月 30 日、6 月 13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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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不願苟存破碎世界，持守異象歸回恩典 

──尼希米記（B-BO-0977-0418-001 <共 8 課>） 

簡介： 活在動蕩黑暗的時代，信徒更要尋求更深認識神的話語，才可

以認真來到神面前，對人生有眞實的自省和更新，再次經歷神

的恩典。 

聖經毫不掩飾世界的破碎和人生的無奈，尼希米記記述了猶太

人回歸聖城後的挑戰，面對信仰與現實之間落差極大，這樣可

會影響信徒的思考和判斷？無奈地向現實妥協，或是忠心地持

守信仰？這是信心的考驗。 

尼希米靠著神施恩的手，重修耶路撒冷的城牆，更重建了猶太

人敬畏神的心，脫離在破碎世界苟且偷安的日子，重拾討主喜

悅的聖潔生活。尼希米的經歷啟發我們曉得如何活出全然依靠

神的帶領，回歸恩典，並得著真正滿足的生命。 

 

備註： 1) 本課程由宣道會北角堂與明道社合辦，參加者必須報名，並不接受旁聽生  

2) 凡渴慕研讀聖經、定意考究和決心遵行主道的信徒、小組組長、主日學教師、 

   傳道人可報名參加  

3) 為有效運作，參加者須履行以下要求：  

   a) 穩定出席──參加者須堅持穩定出席，不得無故缺席；缺席三次當自動退出。 

                 若再次參加須重新申請。  

   b) 代禱守望──為講員、組長及其他事奉人員代禱，令他們事奉蒙神悅納。  

   c) 預查聖經──參加者有好的預備，除了令自己先得幫助外，也可使其他參加者 

得到鼓勵。  

   d) 樂於分享──聚會時樂於分享自己的發現，以及如何應用經文，並願意分擔 

事奉，例如組長、領詩。  
4) 需要分組，每組約 8-10 人。  

5) 聖經精讀團契模式  

   a) 10 分鐘 詩歌敬拜  

   b) 55 分鐘 小組查經  

   c) 55 分鐘 專人講解       

6) 閣下的個人資料，將儲存於明道社的課程系統，以便相關課程聯絡及／或發出   
  收據。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麥肇聰傳道 

週三 晚上 7:30-9:30 

2018 年 4 月 18 日至 6 月 13 日 

（5 月 16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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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領導與忠心事奉（B-BN-1024-0418-001 <共 5 課>） 

目的： 本課程嘗試幫助學員反思更美的事奉，以生命質素帶動事奉

的熱誠，成為在教會中有屬靈影響力、榮神益人的僕人領

袖。 

 

簡介：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難當領袖」的時代環境，社會潮流對

「自我」、「選擇」、「忠心」、「權力」、「靈性」、「社群」的看

法，都增加了做管理和領導工作的難度。然而，殷勤治理的

領袖（羅十二 8c），在困難的處境裏，依然會冒險，偶然會

犯錯，需要面對批評，但仍然會謹守崗位；他們是群體進步

的催化劑，他們鼓勵、鞭策同工們敬虔地服侍自己的世代。 

 

本課程透過嚴謹的釋經、懇切的自省、深刻的思考、坦誠的

討論，尋問「作廿一世紀屬靈領袖」的意義？尤其是反思此

時此地作屬靈領袖，特别需要甚麼生命質素？ 

 

現代人繁忙地為各樣外在事務消耗生命，卻很少面對自己或

別人的內心世界。使徒保羅為神成就了不少大事：他的宣教

工作反轉了當日的俗世，他也是基督教神學的拓荒者、新約

聖經的其中一位執筆人；但保羅除了做「事」能「幹」以

外，更能自省內心，是一個能夠真情剖白「談心」的人。本

課程從提摩太前後書探視和學習這位屬靈領袖有情有理的豐

盛心靈。 

 

提摩太前後書是一位老牧者向下一代教會領袖訴說心底話的

記錄，老牧者語重心長、循循善誘、細意叮嚀，提醒下一代

教會領袖在各方面如何做上帝忠心的僕人：從個人品行、生

命質素，到教會管理，到面對時代挑戰，到傳揚真理上薪火

相傳，提摩太前後書都有真知灼見。 

 

 

對象： 適合願意事奉神的信徒，特別適合在青成级團契事奉的弟兄

姊妹（職員組長等，及願意將來事奉的信徒）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陳孟賢教授 

（加拿大懷雅遜大

學教授） 

週三 晚上 7:45-10:00 

2018 年 5 月 23 日至 6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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囚不住之信仰：王明道、潘霍華、西茲截克 

 （B-TP-1028-0418-001 <共 5 課>） 

目的： 三位不同地方信徒， 

因著不同原因入獄， 

均經歷強權之壓迫， 

及三段靈性之突破， 

活出囚不住之信仰！ 

 

願廿一世紀的信徒， 

學習前人屬靈遺產， 

在此不確定的時代， 

當面對不同的壓制， 

活出真自由的信仰！ 

 

簡介： 1）在中國曾經做猶大，之後甘被囚的「王明道」 

 （4 月 18 日、5 月 2 日） 

2）在德國對抗希特拉，獄中被問吊的「潘霍華」 

 （5 月 30 日、6 月 13 日） 

3）在西伯利亞想傳教，未傳已被囚的「西茲截克」 

 （6 月 27 日）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80 人 

  

 林道川牧師、 

    黃彩蓮牧師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8 年 4 月 18 日、5 月 2 日、5

月 30 日、6 月 13 日、6 月 27 日 

 

 

 

大先知書：但以理書研讀（二）（B-BO-0873-0418-001 <共 8 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鄔苗根弟兄 
週五 上午 10:30-11:30 

2018 年 4 月 13 日至 6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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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

──以弗所書（B-BN-0972-0418-001 <共 7 課>） 

簡介： 這封書信很難處理。單就句子結構而言，一章 3 至 14 節、二

章 14 至 16 節和三章 2 至 13 節，《環球聖經譯本》的腳註都說

「原文是結構非常複雜的長句」。就信內的觀念而言，一方

面，保羅數次提到天上屬靈的事（一 3、21，二 2，三 10，六

12）；另一方面，約有一半篇幅（四～六章）教導收信人如何

在世上生活，如「淫詞、妄語和粗俗的俏皮話都不合宜」、「作

丈夫的，你們要愛自己的妻子」等實用勸喻。究竟天上地上如

何合攏？本季的精讀讓我們一起詳細探究。 

 

備註： 1) 本課程由宣道會北角堂與明道社合辦，參加者必須報名，並不接受旁聽生  

2) 凡渴慕研讀聖經、定意考究和決心遵行主道的信徒、小組組長、主日學教師、 

   傳道人可報名參加  

3) 為有效運作，參加者須履行以下要求：  

   a) 穩定出席──參加者須堅持穩定出席，不得無故缺席；缺席三次當自動退出。 

                 若再次參加須重新申請。  

   b) 代禱守望──為講員、組長及其他事奉人員代禱，令他們事奉蒙神悅納。  

   c) 預查聖經──參加者有好的預備，除了令自己先得幫助外，也可使其他參加者 

得到鼓勵。  

   d) 樂於分享──聚會時樂於分享自己的發現，以及如何應用經文，並願意分擔 

事奉，例如組長、領詩。  
4) 需要分組，每組約 8-10 人。  

5) 聖經精讀團契模式  

   a) 10 分鐘 詩歌敬拜  

   b) 55 分鐘 小組查經  

   c) 55 分鐘 專人講解       

6) 閣下的個人資料，將儲存於明道社的課程系統，以便相關課程聯絡及／或發出   
  收據。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陳鴻先生 

（明道社社長） 

週五 上午 10:00-12:00 

2018 年 4 月 20 日至 6 月 8 日 

（5 月 18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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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引導的人：撒母耳記上/下（選讀） 

 （B-BO-1003-0418-001 <共 7 課>） 

目的： 

 

 

 

 

透過「撒母耳記上/下（選讀）」，嘗試從大衛與其時代人物的經

歷和互動中，認識大衛的「屬靈生命」是如何有血有肉，並且活

出敬畏神和信靠神的恩頌之生命。同時與生活在今天香港的我

們，一起看見天父上帝的子民的生命故事：在人世間的屬靈生

命，時刻須要抓緊上帝的恩典和引導！  

簡介： 第一課： 上帝引導的人 ── 屬天和屬地的生命故事 

      神揀選一個平凡人的生命…… 

第二課： 滿有屬靈生命力的大衛 

第三課： 美善―友誼 vs 邪惡―敵意 

第四課： 大衛在「曠野」中抓緊和讚美上帝！  

第五課： 大衛與他的伙伴…… 

第六課： 大衛的『成長』── 從牧童轉變到牧君 

第七課： 上帝的掌權和恩典 

立於主恩，見證上帝！ 

 

備註： 

 

 

 
 

1. 鼓勵北宣家弟兄姊妹，一起學習大偉如何時刻敬畏神和信 

靠神，並且勇敢活出順服主、忠心於主的屬靈生命品格。 

2. 弟兄姊妹能藉著課堂小組討論、彼此分享、學習更加認識天

父上帝和祂的掌權和恩典，從而作出正確的反思和回應。在 

每天個人與群體的生活中（家庭、教會、職場和鄰舍）持守 

 真理和活出美善的見證！ 

對象： 適合完成基礎課程或已受浸三年以上的信徒報讀。 

參加者穩定出席課程、和願意參與小組討論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5 人 李翰傳道 

週六 上午 11:30-1:00 

2018 年 4 月 14 日至 6 月 9 日 

(4 月 28 日、5 月 26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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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而活：「倫理學」精華版 （C-TH-0928-0418-001 <共 10 課>） 

目的： 愛神和靠主過聖潔生活是分不開的。本科旨在介紹「基督教倫理

學」一科的精髓，讓有心追求靈命成長的信徒和信徒領袖，明白

如何按福音信仰的神學原則，在生活上作合神心意的倫理思考

和判斷。本科包括理論初探討及當代一些重要課題的分析。 

 

簡介： 4 月 8 日 信仰與倫理、思考方法 

        （司道生, 顧希, Ch3; 羅秉祥 2004, 222-229） 

4 月 15 日 倫理思考的依據 （司道生, 顧希, Ch4; 羅秉祥 2004, 230-249）        

4 月 22 日 道德兩難的處理  （司道生, 顧希, Ch5; 賈詩勒 1996, Ch.7）      

4 月 29 日 政教關係與社會參與   

     （宣道牧函,第 70 期 在社會政治事務的參與中跟隨基督）  

5 月 6 日  同性平權與家庭重構     

          （宣道牧函, 第 65 期「宣道會對同性戀平權運動的立場」）  

5 月 13 日 生殖科技與生命主權  （宣道牧函, 第 64 期「給我一個仔」） 

5 月 20 日 倫理抉擇與靈命培育  （司道生, 顧希, Ch6）  

5 月 27 日 安樂死  （司道生, 顧希, Ch11; 賈詩勒 1996, Ch9） 

6 月 3 日  經濟公義 （司道生, 顧希, Ch20; 牛津宣言）  

6 月 10 日 以武抗暴和革命 （司道生, 顧希, Ch7; 賈詩勒 1996, Ch12） 

 

對象： 參加者必須信主三年或以上，已閱畢全本聖經起碼一次，並承諾盡量不缺課；並按

課程進度，閱讀課堂筆記、和閱讀指定的課本共約 300 頁(6 月 10 日申報)，並參與

小組討論。 

       （教科書: 司道生, 顧希 合著 ; 紀榮智, 吳國雄, 梁偉業 合譯。） 

 2014【國度倫理：在當世處境跟隨耶穌】香港 : 基道.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廖炳堂博士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

教授) 、 

 張穎新牧師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4 月 8 日至 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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