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傳道書選讀 劉繼海弟兄 真理樓  G16 1月7日

與潘霍華一同跟隨基督(二)
之作門徒的代價

林道川牧師 真理樓G07,09 1月7日

  2018 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宣道會北角堂

真理樓
地下

主日早上 9:1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9:00-10:10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舊約之旅 蕭錦浩弟兄 真理樓G07,09 1月7日

Life Together & Walk the Talk
大專初青團契組長訓練

林躍華傳道
鄭倩雯傳道
林添德傳道

真理Living Stone 1月14日

民數記(二) 鄔苗根弟兄 真理樓  G16 1月7日

管教愛兒有妙方(上):
如何教養6-11歲子女

施彰彰弟兄
江麟盛弟兄

真理樓G08,10 1月7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8 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真理樓
地下

主日早上 10:4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10:30-11:40

真理樓
地下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新約之旅 蕭月嫦姊妹 教育樓 205 1月7日

OIA研經法 蘇慧然姊妹 教育樓 210 1月7日

輕輕鬆鬆傳福音 吳婉玲姊妹 教育樓 213,214 1月14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8 年1-3月                                                          (北角城市中心二期二樓)

教育樓主日早上 10:4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10:30-11:40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新約倫理學入門:登山寶訓 陳劍雲牧師 真理樓G08,10 1月7日

生兒育女的考慮與準備
馬燕盈醫生
林添德傳道
韓子卿牧師

真理樓
Living Stone

2月4日

  2018 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宣道會北角堂

主日下午 12:15
拍卡有效時間:中午 12:00-13:15

真理樓
地下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耶穌比喻的現代意義 林婉文姊妹 真理樓T13-14 1月7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8 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真理樓
地下

主日早上 10:4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10:30-11:40

真理樓
一樓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跟隨祂的腳蹤行系列一：
走過巴勒斯坦大地

周依娜傳道
真理樓
T3-5

1月21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8 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主日下午 12:15
拍卡有效時間:中午 12:00-13:15

真理樓
一樓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作基督的精兵，無愧的工人：
提摩太後書及提多書研讀

劉美珍姊妹
真理樓
T10-11

週一晚上8:00-9:30 1月8日

差傳課程：
以色列復國七十年與猶宣

林志海傳道
(選民事工差會)

曾純恩姊妹
盧慧珊姊妹

真理樓
T3-5 週一晚上8:00-9:30 1月8日

辨析民間宗教及信仰習俗 張濟明牧師
姚永光傳道

真理樓
T13-14 週一晚上8:00-9:30 1月15日

【 週一晚上 】

真理樓週間 早⼂晚 課程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真理樓週間 早⼂晚 課程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新約之旅 鄧世安弟兄
真理樓
T19-21 週二晚上8:00-9:30 1月2日

【 週二晚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真理樓週間 早⼂晚 課程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舊約之旅 靳達強弟兄
真理樓
T13-14 週三晚上8:00-9:30 1月3日

明道精讀團契：
先知與王國歷史的神學軌跡(下)：
列王紀上(下) (十二至廿二章)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蒙日昇牧師
(美國三一神學院哲
學博士、中國宣道
神學院舊約講師)

真理樓
一樓禮堂

週三晚上7:30-9:30 1月10日

【 週三晚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真理樓週間 早⼂晚 課程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明道精讀團契：
一無所懼傳福音(下)：

使徒行傳(下)(十四至廿八
章)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曾培銘先生
(明道社聖經教導主
任、建道神學院教

牧學博士)

真理樓
一樓禮堂

週五早上10:00-12:00 1月12日

大先知書-但以理書研讀
(一)

鄔苗根弟兄

真理樓
T13-14 週五早上10:30-11:30 1月12日

【 週五早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真理樓週間 早⼂晚 課程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同遊聖經中婦女的
生命逆轉歷程

唐惠儀傳道
關慧詩傳道

真理樓
T20-21 週五下午2:00-3:30 1月12日

【 週五下午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2018年1-3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普通話培靈釋經系列(上)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温偉耀博士
真理樓
地下禮堂 週三晚上8:00-9:30 1月3日

宣道會北角堂

【 週三晚上 】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地下



課程 上課時間

生命互動課程(二)：
基督生平(II)

主日早上9:15-10:25

老師

鄧少聰弟兄/劉惠芬姊妹

課程取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