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以賽亞書(二) 劉繼海弟兄
真理樓
G16 10月7日

MM Class：真理反思與靈命追求：
「系統神學」精華版(三之二)

廖炳堂博士
真理樓

地下禮堂 10月7日

家有少年初長成 黃志剛牧師
真理樓
T13-14 10月21日

  2018 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2018 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宣道會北角堂

主日早上 9:1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9:00-10:10

真理樓一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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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約書亞記 鄔苗根弟兄
真理樓
G16

1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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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理樓

G04 10月7日

大專初青主日學：與神同行－－民數記 鄭倩雯傳道
真理樓

Living Stone 10月7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8 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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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蘇慧然姊妹
真理樓
T36 10月7日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舊約之旅 蕭月嫦姊妹
外間
課室

10月7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8 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2018 年10-12月

主日早上 10:4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10:30-11:40

真理樓

一樓

外間課室主日早上 10:4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10:30-11:40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拉濶聖經多面睇－－中階篇 陳浩然牧師

真理樓
G08 10月7日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在天而不離地－－先知書的信息 陳俊業牧師
真理樓
T28-29 10月7日

如何透過靈修經歷神 廖炳堂博士
真理樓
T4-5 10月7日

  2018 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2018 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主日下午 12:15
拍卡有效時間:中午 12:00-13:15

真理樓地下

真理樓一樓
主日下午 12:15
拍卡有效時間:中午 12:00-13:15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0-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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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與宣教士一同建立教會 岑偉農牧師及師母
真理樓

T19-21 週一晚上8:00-9:30 10月8日

｢靈｣活在職場－－召命好
work

陳劍雲牧師/周家樂/陳
浩輝/馬福棠/姚虹恩/

葉偉鴻

真理樓

T13-14 週一晚上8:00-9:30 10月15日

想知多D－－聖經難題解答
潘建堂牧師/駱綺雯牧
師/伍銘懿牧師/高小蕙

傳道

真理樓

T3-5 週一晚上8:00-9:30 10月15日

舊約歷史書概論 靳達強弟兄
真理樓

 T10-11 週一晚上8:00-9:30 10月8日

【 週一晚上 】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新約之旅
鄧世安弟兄、周
麗娥姊妹、曹晞

虎弟兄

真理樓
T20,21

週二晚上8:00-9:30 10月2日

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箴言研讀 劉美珍姊妹
真理樓
T19

週二晚上8:00-9:30 10月9日

OpenEyes－－宣教啟航八堂課 沈濤傳道
真理樓

T28,29 週二晚上8:00-9:30 10月9日

【 週二晚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明道精讀團契：
輕看羞辱、重視召命--提摩太後書精讀

顯明救恩--提多書精讀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陳鴻社長

真理樓
一樓禮堂

週三晚上7:30-9:30 10月24日

牽手同行－－基督教婚姻家庭
倫理探索

黃秀婷傳道
麥沛泉弟兄

(公里匯研總幹
事)

真理樓
T13-14

週三晚上8:00-9:30 10月3日

【 週三晚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8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創世記(二) 鄔苗根弟兄

真理樓
T13-14 週五早上10:30-11:30 11月2日

明道精讀團契：享受生命vs
準備交賬--

傳道書精讀(本課程不接受
旁聽)

蒙日昇牧師
真理樓

一樓禮堂
週五早上10:00-12:00 10月12日

【 週五早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羅馬書研讀 張永信牧師

真理樓
G11-13 週三晚上8:00-9:30 10月24日

Hold Me Tight－－夫婦親密關係的秘訣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莊屹傳道
陳倩揚姊妹

真理樓

G8,10 週三晚上8:00-9:30 10月24日

宣道會北角堂

【 週三晚上 】
   2018年10-12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週間 早⼂晚 課
真理樓
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