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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八年十月至十二月青成級課程簡介 

 
上課地點: 北宣真理樓（主日上午） 

康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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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階課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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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階課程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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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099700 或電郵 sundayschool@npa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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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之旅 （A-CR-0001-1018-001 <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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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 蕭月嫦姊妹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 

 

 

新約之旅 （A-CR-0002-10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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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5 人 

鄧世安弟兄 

    周麗娥姊妹 

    曹晞虎弟兄 

週二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2 日至 12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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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少年初長成──如何教養少年子女  

  （A-MF-0300-1018-001 <共 7 課>） 

 

目的： 透過課堂講論、個案研討與經驗分享，幫助家長：（1）明白

少年人的成長特徵、掙扎及面對的衝擊；（2）按照聖經的原

則和少年人的需要，更適切地教導子女，培育他們成為合神

心意的人。 

 

簡介： 1. 少年人的面貌、內心與成長階梯 

2. 少年人的學習處境與挑戰 

3. 少年人的遊玩方式與規範 

4. 少年人的關係建立與維持 

5. 少年人安身立命之所（一）：家庭──護蔭與榜樣 

6. 少年人安身立命之所（二）：教會──真理與團契 

7. 少年人的信仰生命歷程與成長 

 

課程要求：閱讀最少一本與少年人成長有關的書籍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內的信徒報讀，中學生（特別是初中）或小六

學生家長、關心少年人的弟兄姊妹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黃志剛牧師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18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 

（11 月 11 日、12 月 9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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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初青主日學：與神同行──民數記 

  （A-BO-1058-1018-001 <共 7 課>） 

 

目的： 1.透過研讀不同類型的經文（例如律例、數點民事、敍事）讓弟

兄姊妹發掘聖經每一段經文都有其教訓和意義，亦期望能提升

參與者對研讀各類經文的興趣。 

2.以色列人在曠野中面對試探時的悖逆，正是廿一世紀今天信徒 

的鍳戒！本課程旨在讓參加者透過聖經一同反省生命中的考

驗，並學習在考驗中站穩。 

 

簡介： 《民數記》記載以色列人領受上帝的律例後，進入迦南之前在曠

野中的一段心路歷程。他們得着一切頭腦的認知和意願，並不表

示生命已經聖潔完全，古代以色列人在曠野中接受考驗，他們的

悖逆正是廿一世紀今天信徒的鍳戒，他們的掙扎同樣發生在信徒

身上！本課程將會透過民數記選讀，讓參加者一同反省人的悖逆

與神的信實，並反思怎樣在試煉中與神同行。 

 

對象： 大專及初職青信徒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0 人 鄭倩雯傳道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 

（10 月 21 日、11 月 11 日、 

11 月 25 日休課） 

 

 

基督──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A-BN-1051-1018-001 <共 8 課>） 

 

目的： 以四福音合參，查考耶穌基督生平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簡介： 1. 基督出場前？ 

2. 基督之群組？ 

3. 基督之國？ 

4. 基督之家？ 

5. 基督之課堂？ 

6. 基督之心？ 

7. 基督開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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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基督起死回生？ 

9. 基督再出場？ 

 

對象： 不限信主年份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蘇慧然姊妹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16 日 

（10 月 14 日、11 月 11 日、 

12 月 9 日休課） 

 

 

我與宣教士一同建立教會 （A-MI-1046-1018-001 <共 4 課>） 

 

簡介： 究竟宣教士是如何建立教會的呢？身在香港的我又可以怎樣

參與呢？一連四次的主日學課程，宣教士現身說法，與你分

享他們在英國宣教的經歷。有從聖經的教導、實際的行動、

和見證的分享，從中體會神的作為，一同學習，無論身處何

方， 都可以齊齊參與宣教。 

 

課程大綱: 

1.  一面講一面做（只講唔做難服人，只做不傳無福音） 

2.  對對錯錯睇清楚  

  （以為人不知鬼不覺，原來人人心知肚明） 

3.  家和萬事興，家衰口不停 

  （連連滴漏難成戲，甜甜蜜蜜事竟成） 

4.  薪火相傳達後人（創業難守業更難，提拔後輩薪火傳） 

 

 

對象： 不限信主年份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岑偉農牧師及師母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0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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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濶聖經多面睇──中階篇 （A-TP-1052-1018-001 <共 8 課>） 

 

目的： 信徒讀聖經，用心機明白及踐行當中的教導，這點，我們都知

道。但我們可能不知道原來聖經的影響力，已超越信仰或宗教

的範圍，及至普世文化的領域。我們會驚訝原來在文學及藝術

的世界裡，竟找到不少聖經詮釋的註腳。由但丁的《神曲》到

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由丹•布朗的《達文西密碼》到巴哈

的《聖馬太受難曲》或梵高的自畫像到宮崎駿的《千與千尋》。

本課程籍欣賞及了解不同範疇的文化遺產，嘗試尋找其中的聖

經印象。我們相信，聖經除了是信徒生命之道外，也啟發我們

為這生命添上色彩。 

 

簡介： 1. 聖經中的文學（舊約） 

2. 聖經中的文學（新約） 

3. 文學中的聖經 

4. 藝術中的聖經（建築） 

5. 藝術中的聖經（繪畫） 

6. 藝術中的聖經（音樂） 

7. 藝術中的聖經（電影） 

8. 聖經──作為啟發的啟示 

 

對象： 不限，未曾修讀｢拉濶聖經多面睇──基礎篇｣的弟兄姊妹也

歡迎報讀本課程。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50 人 陳浩然牧師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1 月 25 日 

 

 

OpenEyes ── 宣教啟航八堂課 （A-MI-1044-1018-001 <共 7 課>） 

 

目的： 當年，神通過西方宣教士將福音傳來亞洲，傳給我們華人，且

帶到香港，讓香港教會得以發展。今天，我們該如何回應｢宣教

｣呢？｢宣教啟航八堂課｣可以擴濶你的屬靈視野，幫助你對差

傳有較全面的認識，並且引發你對信仰有多角度、多層次的思

考。邀請你加入這趟宣教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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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歷史文化之旅──從聖經、歷史、文化及策略來探討差傳 

2. 宣教模式之旅──現代宣教的模式與發展 

3. 未得之民之旅──未得之民的挑戰 

4. 回應差傳之旅──今天華人教會對差傳的回應 

5. 外展體驗之旅──享用伊斯蘭晚膳/參觀清真寺 

 （1/12 週六下午為外展體驗） 

 

對象： 1. 委身上課、願意完成少量功課、必須盡可能參與外展體驗 

2. 清楚信仰、有志認識差傳的基督徒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沈濤傳道 

週二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0 日 

（包括 12 月 1 日週六下午 

為外展體驗） 

 

Hold Me Tight──夫婦親密關係的秘訣（本課程恕不接受旁聽） 

（A-MF-1055-1018-001 <共 7 課>） 

 

目的： 透過學習愛情科學（Emotional Focus Therapy，簡稱 EFT）及

聖經愛情智慧（雅歌），來建立情繫終身的美滿婚姻，並且透

過練習不斷更新夫妻愛情關係。 

 

簡介： 1. 保持情感上可親、回應及投入 

2. 不在情感上疏遠配偶 

3. 瞭解脆弱的深層情緒 

4. 分享深層的依戀恐懼與需求 

5. 認識和滿足彼此的依戀需求 

6. 用神聖的愛去愛和寬恕對方 

7. 不斷珍惜、照顧、培養愛情 

 

對象： 需要夫妻二人共同報名，即是單人報名不作接納，夫婦其中

一人是信徒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4 人 

（12 對夫婦） 

莊屹傳道 

陳倩倩姊妹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12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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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賽亞書（二） （B-BO-1043-10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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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 

 

 

MM-Class：真理反思與靈命追求──｢系統神學｣（三之二） 

（B-TH-1057-1018-001 <共 9 課>） 

 

目的： 「系統神學」在神學院的課程中是很關鍵的一科。本科旨在

介紹「系統神學」的精髓，讓有心追求靈命成長的信徒和信

徒領袖，明白教義和神學在靈命追求上，是非常重要和實用

的。本科也會幫助同學整合全本聖經的主要教導，並將真理

化成個人對神、對世界、對人生和對屬靈追求的真實生命信

念。 

 

本科將分三季課程進行，2019 年會開「系統神學」（三）及

（一），內容將涵蓋「系統神學」全部九個主要課題。本季會

探討人論、基督論和救贖論。希望提高信徒對「系統神學」

的興趣。若未讀過「系統神學」（一），也可以報讀此課程。 

 

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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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7 日第一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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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及提

問。 

3. 網上上課時，也歡迎學員提交不明白之處，以便在最後一 

 堂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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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人算什麼？神的形象！（北宣上課，10 月 7 日） 

2. 造男造女：性別神學（網上上課） 

3. 靈魂體：二分？三分？（網上上課） 

4. 人性陰暗面：個人的罪（網上上課） 

5. 群體陰暗面：結構性的罪（網上上課） 

6. 基督：又是神又是人？（網上上課） 

7. 十架的光輝：贖罪面面觀（網上上課） 

8. 奇異恩典：自由或預定（網上上課） 

9. 拯救之旅（上）：回轉與稱義（網上上課） 

10. 拯救之旅（下）：重生與成聖（網上上課） 

11. 總結、回應各堂問題（北宣上課，12 月 2 日） 

 

指定的教科書（請在開課前購備）： 

1.古德恩（Wayne Grudem）著：《系統神學》（台北：更新 

 傳道會，2010）。英文原著：Systematic Theology（Grand 

Rapids, Mich.:Zondervan, 1994） 或 

2.鼓勵進深同學選用：艾利克森（Millard J. Erickson）著，郭 

俊豪、李清義譯：《基督教神學》卷一（台北：中華福音神 

學院，2000）。英文原著：Christian Theology（Grand  

Rapids, Mich.: Baker Academic, c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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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課程進度、閱讀課堂筆記和指定的教科

書共 300 頁，並且出席北宣頭尾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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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2 日 

 

 

約書亞記 （B-BO-1045-1018-001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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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4 日至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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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世中的悲哀，繁榮中的吶喊──小先知書阿摩司、何西阿、彌迦 

 （B-BO-1056-1018-001 <共 7 課>） 

 

簡介： 盛世中的悲哀 

以色列先知阿摩司和何西阿，可說是生於北國以色列自所羅

門王後，最強盛的年代，而與他們差不多時期於南國猶大服

侍的先知彌迦，也是在猶大國最多好王出現的時期。可惜在

這樣繁榮背後，其實是大難當前，人們只是陶醉於眼前不切

實際的繁榮假象，自以為是，富人恃強凌弱，道德生活一塌

糊塗，最後招致國破家亡。 

 

繁榮中的吶喊 

上帝透過阿摩司向以色列民發出警告，再以何西阿娶淫婦的

事讓人體會到主對他們不離不棄的愛，最後還要彌迦先知在

猶大國中大聲疾呼，提醒以色列民「行公義，好憐憫…」 

 

課程重點 

今日很多類似香港一樣的大都市，同樣是表面繁華卻暗藏隱

憂，充斥著不同的矛盾現象，但人卻仍自以為是，不知好

歹，令矛盾不斷加深，使人遠離上帝，續步走向滅亡。本課

程將透過查考阿摩司，何西阿，彌迦三卷小先知書，研看其

中訊息。 

 

 

對象： 1. 將阿摩司、何西阿及彌迦三巻小先知書略讀一遍。 

2. 信主三年或以上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林婉文博士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2 日 

（10 月 14 日、11 月 11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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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而不離地──先知書的信息 （B-BO-1047-1018-001 <共 8 課>） 

 

目的： 探討前後先知書的信息，回應主使命在我的人生。 

 

簡介： 1. 約書亞記的信息（10 月 7 日） 

2. 士師記的信息（10 月 14 日）   

3. 撒母耳記的信息（10 月 28 日）  

4. 列王紀的信息（11 月 11 日）  

5. 以賽亞書的信息（11 月 18 日）   

6. 耶利米書的信息（11 月 25 日）   

7. 以西結書的信息（12 月 2 日） 

8. 十二先知書的信息（12 月 9 日） 

 

對象：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50 人 陳俊業牧師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 

（10 月 21 日、11 月 4 日休課） 

 

如何透過靈修經歷神 （B-TP-1059-1018-001 <共 11 課>） 

 

目的： 本科會結合講授、討論及工作坊的元素，旨在幫助有心追求

靈命成長的弟兄姊妹改善靈修和更深經歷神。本科會以老師

在建道｢爾道自建｣所寫之【提摩太前後書】之釋經黙想材料

為範例，幫助弟兄姊妹如何透過經文與神互動，能在日常生

活中更敏銳於神的作為，並討論靈修常遇之困難。 

 

簡介： 1. 如何起步（10 月 7 日） 

2. 與主耶穌一起靈修（10 月 14 日） 

3. 小組分享（10 月 21 日） 

4. 運用五官的黙想（11 月 4 日） 

5. 小組分享（11 月 11 日） 

6. 屬靈低谷與堅持（11 月 18 日） 

7. 上帝無條件的接納：真我重尋（11 月 25 日） 

8. 上帝的掌管及帶領：在日常生活中聆聽神（12 月 2 日） 

9. 小組分享（12 月 9 日） 

10.在稱義中成聖：成長的神聖空間（12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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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上帝的肯定和醫治：進深與神相交（12 月 30 日） 

 

對象： 參加者需信主三年或以上，已有個人經常靈修的實踐，願意

跟隨課堂使用有關材料練習三個月，包括每日 20-30 分鐘靈修

及週末 1.5 小時讀經，並在課堂及 3 次小組中分享有關心得和

經驗。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70 人 
廖炳堂博士 

（建道神學院神學系教授）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18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30 日 

（10 月 28 日、12 月 16 日休課） 

 

｢靈｣活在職場──召命好 work（B-TP-1054-1018-001 <共 9 課>） 

 

目的： 這個課程的教師團隊在公營部門和商界、金融界打拼多年，

希望能與你分享｢靈｣活的職場人生。無論你是職場小薯還是

尖子，這個課程幫你打破迷思、活得更有意義。 

 

簡介： 1. ｢現實｣不能抵銷的工作意義 

2. ｢工作｣不是副業，才能有好見證 

3. ｢召命｣是賜福，不是擔子 

4. ｢靈命｣活潑，不是妄想 

 

課程模式： 

內容講解，分組討論，個人操練，職涯回顧 

 

對象： 對聖經有基本認識，有心謀求職場上的信仰突破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50 人 

 

陳劍雲牧師 

周家樂弟兄 

姚虹恩姊妹 

馬福棠弟兄 

陳浩輝弟兄 

葉偉鴻弟兄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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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知多 D ── 聖經難題解答（B-TP-1053-1018-001 <共 8 課>） 

 

目的： 你是否懂得回答本課程的八個難題？ 

       除了難題解答，你是否｢想知多 D｣經文相關的課題？ 

       邀請你一同上課、一同學習、一同尋根究底。 

 簡介： 

日期 八個難題（經文）？ 想知多 D？ 

10 月 15 日 1. 以色列會全家得救嗎？ 

（羅十一 25-26） 

末世觀 

10 月 22 日 2. 一人信主全家就得救嗎？ 佈道神學 

10 月 29 日 3. 掃羅交鬼招上來的是誰？ 

（撒上二十八 15-19） 

靈界與邪靈 

11 月 5 日 4. 被召的人多，選上的人少，是精英制嗎？ 

（太二十二 14） 

天國觀 

11 月 12 日 5. 上帝為何任憑法老剛硬？法老為甚麼又要

付上責任？（出四 21） 

舊約救贖觀 

11 月 19 日 6. 教會是否建造在彼得身上？彼得是否首任

教皇？（太十六 18-19） 

大公教會傳統

與教會體制 

11 月 26 日 7. 登山寶訓難解之謎？ 

（太五章） 

寶訓與信徒的

關係 

12 月 3 日 8. 是否每個小孩都有天使服侍他們？ 

（太十八 10） 

天使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伍銘懿牧師 

 高小蕙傳道 

 駱綺雯牧師  

     潘建堂牧師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15 日至 1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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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歷史書概論（B-BO-0068-1018-001 <共 10 課>） 

 

目的： 1. 認識舊約歷史書（書、士、得、撒上、撒下、王上、王 

下、代上、代下、拉、尼、斯）各卷的內容大要和特色 

2. 認識以色列人由進入迦南，經歷立國、分裂、覆亡，以至 

回歸重建聖城的歷史 

3. 藉以色列人興衰榮辱的經歷認識神的屬性 
 

簡介： 自神興起約書亞領以色列子民進入迦南，至猶大亡國後七十

年，被擄的子民重歸故土，當中九個世紀的歲月，子民歷盡

興衰榮辱，見證因悖逆而遭神杖責，也親嘗神施恩覆庇的慈

愛。舊約歷史書是從先知的角度記載子民的經歷，我們可從

中體會神的心意，並汲取教訓。 
 

對象： 適合已完成基礎課程或信主三年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靳達強弟兄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月 10 日 

 

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箴言選讀（B-BO-0015-1018-001 <共 8 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劉美珍姊妹 
週二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7 日 

目的： 從研讀整巻箴言書的過程中，知道如何活出一個智慧人生，

並願意實行出來。期望學員完成課程後，掌握箴言書的內

容，更認識神、敬畏神，並在說話、金錢、工作、人際關係

上，更討神喜悅，活出智慧人生。 
 

簡介： 1. 箴言書的作者／年代／結構／目的／對象／文體 

2. 智慧人生的基礎（神在創造中所擺設的秩序/界限） 

3. 甚麼是智慧？／得智慧之道／二條道路 

4. 箴言書主題研究：神與人、認識神、敬畏神、說話、 

 金錢、工作、人際關係（家庭／朋友） 

5. 研讀箴言書的原則 

 

對象： 適合已完成基礎課程或信主三年以上的信徒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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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研讀（B-BN-1042-1018-001 <共 6 課>） 

 

目的： 認識羅馬書的寫作環境及目的，全書的思想脈絡，重點經文的

詮譯等。 

 

簡介： 

 

 

 

 

 

 
 

注意： 

 

 

 

 

1. 寫作環境及目的 

2. 新約書信體裁的特點 

3. 第一至六章 

4. 第七至十一章 

5. 第十二至十五章 

6. 第十六章及總結 

 

1. 本課程會參考講員之新書：《羅馬書註釋》上、下冊（香港： 

   宣道出版社，2018）。 

2. 本課堂獲宣道出版社提供優惠，讓學員第一堂以 7.8 折購買此

書（上、下冊原價$258，特價$200），歡迎同學在第一堂帶備

費用（不設找續）。 

 

對象： 信主三年或以上，已受洗的信徒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張永信牧師 

（恩福聖經學院講師）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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牽手同行──基督教婚姻家庭倫理探索  

 （B-TP-1048-1018-001 <共 7 課>） 

 

目的： 從聖經與神學出發，了解神所創造的兩性，從經歷個人成

長，不論獨身或進入婚姻，都可以經驗豐富的人生。 

 

簡介： 從家庭與人倫關係談到倫理概念，成長在華人社會中的我們

並不陌生，就如盡孝道、手足情、天倫樂等等的說法更是深

入民心。然而，聖經所講家庭倫理，作為信徒的我們又是否

清楚呢？ 

 

1. 婚姻與家庭：聖經怎麼說 

2. 婚姻與家庭：神學的反思 

3. 婚姻中的性與愛 

4. 基督教倫理思考導論 

5. 倫理課題反思（一） 

6. 倫理課題反思（二） 

7. 倫理課題反思（三） 
 

倫理課題反思課題包括： 

1. 不育與人工生殖 

2. 領養 

3. 結婚與同居 

4. 單身 

5. 離婚與再婚 

6. 生命何價：墮胎 

 

對象： 1. 信主三年或以上的受洗信徒，願意反思及整合信仰生活者 

2. 歡迎任何未婚或已婚信徒，對家庭倫理、夫婦同行等有興

趣者參加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麥沛泉弟兄 

（公理滙研幹事）  

黃秀婷傳道 

（北宣義務傳道）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8 年 10 月 3 日至 11 月 21 日 

（10 月 17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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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輕看羞辱、重視召命──提摩太後書精讀｣及    

  ｢顯明救恩──提多書精讀｣（B-BN-1049-1018-001 <共 7 課>） 

 

簡介： ｢......也不要以我這為主被困的為恥......｣｢......我們若忍耐到底，也

必和他一同作王......｣｢務要傳道......｣｢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了......｣

這些囑咐耳熟能詳，清楚點出使徒保羅未了的心跡，期盼屬靈兒

子提摩太能成功持守神給他的呼召，效法使徒那樣信實走完一生。

在這巻如此私人的信件，信徒可以學習如何從看重神的呼召的角

度來生活。（提摩太後書精讀） 

 

在保羅書信中，提多書跟羅馬書開巻語的舖排同樣較不普通，突

顯了福音真道已顯明的重要──既有永生的盼望，亦有今世要活

出合乎敬虔的生活。短短三章的書巻，整合了神學觀念和實用勸

勉。（提多書精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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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弟兄姊妹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陳鴻先生 

（明道社社長） 

週三 晚上 7:30-9:30 

2018 年 10 月 24 日至 12 月 12 日 

（11 月 14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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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享受生命 vs 準備交賬──傳道書精讀 

（B-BO-1050-1018-001 <共 9 課>） 

 

簡介： 傳道書是一巻很｢貼地｣探討人生的書巻，有濃厚的存在主義色彩，

像是鼓吹享樂主義，卻又強調神的審判。書中指出社會的不公不

義，描繪工作的無奈虛空，承認死亡這事實與人生的無常，也說

明智慧的能力與限制......邀請你來細閱傳道者對人生的觀察、反省

與勸勉，並在信仰生活上正確掌握和應用這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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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弟兄姊妹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蒙日昇牧師 

週五 上午 10:00-12:00 

2018 年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14 日 

（11 月 23 日休課） 

 

創世記（二）（B-BO-0475-1018-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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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2 日至 12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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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N-1051-1018-001 

基督──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蘇慧然姊妹 【參 7 頁】 

A-MI-1046-1018-001 

我與宣教士一同建立教會 

岑偉農牧師及師母 【參 8 頁】 

A-MI-1044-1018-001 

OpenEyes──宣教啟航八堂課 

沈濤傳道 【參 9 頁】 

A-MF-1055-1018-001 

Hold Me Tight──夫妻親密關係的秘訣 

 

莊屹傳道、陳倩倩姊妹 【參 10 頁】 

B-TH-1057-1018-001 

 MM-Class：真理反思與靈命追求──｢系統神學｣（三之二） 

廖炳堂博士（建道神學院神學系教授） 【參 11 頁】 

B-BO-1056-1018-001 

 盛世中的悲哀，繁榮中的吶喊──小先知書阿摩司、何西阿、彌迦 

林婉文博士 【參 13 頁】 

B-TP-1059-1018-001 

如何透過靈修經歷神 

 

廖炳堂博士（建道神學院神學系教授） 【參 14 頁】 

B-TP-1054-1018-001 

  ｢靈｣活在職場──召命好 work  

 

 陳劍雲牧師、周家樂弟兄、姚虹恩姊妹、 

 馬福棠弟兄、陳浩輝弟兄、葉偉鴻弟兄 

【參 15 頁】 

B-TP-1053-1018-001 

想知多Ｄ──聖經難題解答 

 

伍銘懿牧師、高小蕙傳道、駱綺雯牧師、潘建堂牧師 【參 16 頁】 

B-BN-1042-1018-001 

羅馬書研讀 

 

張永信牧師（恩福聖經學院講師） 【參 18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