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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一九年十月至十二月青成級課程簡介 

 
上課地點: 北宣真理樓及教育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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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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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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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課程」、「中級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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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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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ther201809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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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報名 

https://ssms.npac.org.hk/s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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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ssms.npac.org.hk/ss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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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之旅 (A-CR-0001-1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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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偉富弟兄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5 日 

 
 
新約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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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編號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A-CR-0002-1019-001 
 <共 9 課> 30 人 蕭月嫦姊妹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 

（11 月 10 日休課） 
A-CR-0002-1019-002 

 <共 11 課> 40 人 鄧世安弟兄 週二 晚上 8:00-9:30 
2019 年 10 月 8 日至 12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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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少年初長成：如何教養少年子女  

(A-MF-0300-1019-001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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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心與成長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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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人的信仰生命歷程與成長 
6. 少年人安身立命之所（一）：家庭──護蔭與榜樣 
7. 少年人安身立命之所（二）：教會──真理與團契 
 

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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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20 日至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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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A-BN-1051-1019-001 <共 8 課>) 
 
目的： 以四福音合參，查考耶穌基督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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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基督起死回生？ 
9. 基督再出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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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4 日 

 
 
大專初青主日學：Rethinking of Your Faith― 

從信仰看基督徒的社會參與 (A-TP-1112-1019-001 <共 7 課>) 
 

目的： 現時社會的政局緊張，基督徒作為天國及社會的公民，難以獨

善其身。當我們參與社會時，認識信仰與社會的關係尤為重要。

本課程會透過聖經、神學、歷史及政治科學，幫助弟兄姊妹更

深入地，認識以基督為中心的社會觀、公義與憐憫、政府的意

義和責任等社會倫理。願上主幫助我們，在這彎曲悖謬的世代，

仍然堅守信仰，踐行見證。 
 

簡介： 1. 舊約中的公義與憐憫 
2. 新約中的社會倫理 
3. 從奧古斯丁、潘霍華、莫特曼看基督徒的社會參與 
4. 從約翰衛斯理、馬丁路徳•金，看非暴力實踐的意義 
5. 聖經中的政府意義和責任 
6. 從聖經和歷史看「公民抗命」的考慮 
7. 基督徒在社會中的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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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大專初青(只限 18-25 歲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林躍華傳道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9 年 10 月 13 日至 12 月 8 日 
（10 月 20 日、11 月 3 日休課） 

 
 
差傳主日學：「非」常多姿彩  

(A-MI-1113-1019-001 <共 6 課>) 
 
目的： 本課程講員是在北非服侍超過十八年的宣教士，通過六堂課程

讓弟兄姊妹可以更深入了解北非，特別是埃及未得之民群體的

文化、屬靈需要與困難之處。同時，讓我們知道如何為北非的

未得之民禱告及關心他們！ 
 

簡介： 1. 北非生活文化篇 
2. 北非社會篇（上） 
3. 北非社會篇（下） 
4. 北非伊斯蘭篇 
5. 北非福音挑戰（上） 
6. 北非福音挑戰（下） 
 

對象： 受洗基督徒，對差傳有負擔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Eman Wong 

（非洲內地會 
香港區同工）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19 年 10 月 20 日至 11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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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學：OpenEyes――宣教啟航八堂課  
(A-MI-1044-1019-001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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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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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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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旭彤傳道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2 日 

（11 月 30 日週六下午 
為外展體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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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ld Me Tight：夫妻關係成長課程（密集式課程） 
(A-MF-1111-1019-001 <共 4 課>) 
 

目的： 透過體驗式教導、示範、影音欣賞、夫妻懇談等形式，幫助夫

婦接觸配偶的深層情緒，建立情繫終生的親密關係。 
 

簡介： 1. 從現代愛情科學及聖經《雅歌》來認識 HMT 美滿婚姻的秘

訣 
2. 藉即時練習來幫助夫婦認識關係中的障礙，深層次的依戀 

恐懼和需要 
3. 由多位受訓輔導員在課程中協助夫婦分享、接觸關係中比

較脆弱的情緒，讓夫婦能夠用「神聖的愛」去愛、去寬恕配

偶 
4. 提供追求幸福美滿婚姻的夫妻問題解答的機會，讓夫婦學

會珍惜、培養愛情 
 
備註： 
1. 學員必須購買並閱讀 Sue Johnson 著作的《依戀與親密關係》 

一書，導師會協助購買，每套（兩本）$150 
2. 必須夫婦同時上課，並承諾一起完成全部課程 
3.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對象： 北宣家婚齢 2 年或以上的夫婦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 人 

莊屹傳道 
程國維弟兄（輔導員） 
陳倩倩姊妹（輔導員） 
盧麗娥姊妹（輔導員） 
劉佩儀姊妹（輔導員） 

10 月 23 日週三 晚上 8:00-10:00 
11 月 1 日週五  晚上 8:00-10:00 
11 月 2 日週六  早上 9:30-下午 6:00 
11 月 3 日主日  下午 2:0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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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六）：耶利米書 (B-BO-1102-1019-001 <共 10 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80 人 劉繼海弟兄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 

 
列王紀上研讀 (B-BO-1104-1019-001 <共 8 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80 人 鄔苗根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4 日 

 
舊約歷史書概論 (B-BO-0068-1019-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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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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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靳達強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22 日 
（10 月 27 日、11 月 3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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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學習年系列――如何抓準神的話：平信徒實用釋經法 
 (B-BH-1021-1019-001 <共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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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參考書 : 
1.《抓準神的話》J Scott Duvall, J Daniel Hays 
2.《實用釋經法》Johann Y.H. Lai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黃秉權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9 年 10 月 13 日至 12 月 15 日 
（11 月 17 日、11 月 24 日休課） 

 

從掃羅、大衛、所羅門看基督徒與金錢、權力、性 課程取消 
(B-BT-1088-1019-001 <共 8 課>) 

 
目的： 「金錢、權力、性（慾望）」可說是每個基督徒都不能避免的

考驗。本課程會透過查考聖經中以色列首三位王（掃羅、大

衛、所羅門）在面對這些試探時的得與失，從中學習及反省

自己生命的境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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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金錢、權力、性與現今信徒的關係 
2. 掃羅王朝的興衰 
3. 掃羅面對慾望與考驗 

4. 大衛王朝的興起                    課程取消 
5. 大衛王朝的建立 
6. 大衛面對慾望與考驗 
7. 所羅門王朝 
8. 所羅門面對的慾望與考驗及總結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林婉文博士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1 月 24 日 

 
在天而不離地：新約的信息 (B-BT-1103-1019-001 <共 6 課>) 
 
目的： 探討新約的信息，活出人生的使命。 

 
簡介： 1. 新舊兩約的關係 （10 月 13 日） 

2. 對觀福音的信息 （11 月 3 日）   
3. 保羅書信的信息 （11 月 10 日） 
4. 大公書信的信息 （11 月 24 日） 
5. 約翰著作的信息 （12 月 1 日） 
6. 聖經研讀的工具 （12 月 8 日）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陳俊業牧師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19 年 10 月 13 日至 12 月 8 日 
（10 月 20 日、10 月 27 日、 

11 月 17 日休課） 
 
 
 
 
 
 



P. 14 

Awakeining Series：免於恐懼的信仰 

(B-TP-1110-1019-001 <共 5 課>) 
 

簡介： 現今香港時局愈趨複雜與艱難，並會衝擊我們的信仰，及產生

恐懼與不安。我們該如何面對？日光之下無新事，歷史可成為

我們的參考及得力之處。 
 
此課程將與大家深入探討二十世紀五段中外嚴峻時局的歷史，

其中涉及不同地區的基督教或天主教徒。他們的信仰受着多方

面的衝擊，包括：苦難、打壓、禁教、暴亂及關係撕裂等問題。 
 
願我們以史為鑑，及早裝備，以免靈命只是建在沙土上，容易

倒下。願我們以史得力，更深信靠掌管歷史的主，在困難中仍

能堅定踐行真理。 
 
1.  宣教士與義和團史：不留下不給中國（10 月 14 日） 
2.  永井隆與長崎核爆：生命的勇者（10 月 21 日） 
3.  王明道與三自運動：他們是為了信仰（10 月 28 日）  
4.  教會與六七暴動史：不消失的檔案（11 月 4 日） 
5.  曼德拉與修補撕裂：沒有寬恕沒有未來（11 月 18 日）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黃彩蓮牧師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1 月 18 日 
（11 月 11 日休課） 

 
 
基督徒自由憲章：加拉太書研讀 (B-BN-0282-1019-001 <共 9 課>) 
 
目的： 加拉太書辯明〝因信稱義〞的真理。使徒保羅善於邏輯推論，

他在這書卷中予福音真理一個合理而有力的辯護。這書已指出

信徒作基督徒的自由，神是從內在給予我們自由釋放，而不是

用外在的規條去強制我們。我們是憑信心來稱義，藉著聖靈來

成聖，結出聖靈的果子，過神喜悅的生活。課程內容包括經文

研讀、討論分享、反省應用、經文默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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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1. 唯一的福音 
2. 保羅為其權柄及其所傳福音申辯 
3. 因信稱義：教義上論證 

 a. 從經驗而得的論證 
 b. 從亞伯拉罕而得的論證 
 c. 從律法而得的論證 
 d. 從個人見證而得的論證 
 e. 從寓意解釋而得的論證 

4. 因信稱義：應用上的勸勉 
 a. 基督徒自由的生活 
 b. 基督徒依靠聖靈的生活 
 c. 基督徒互助的生活 

5. 保羅教導的要點：「新造的人」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劉美珍姊妹 週一 晚上 8:00-9:30 
2019 年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9 日 

 
 
聖經青春物語 (B-BT-1105-1019-001 <共 4 課>) 
 
簡介： 如果聖經故事是人類行為的原型，那麼聖經青少年的故事，

是否仍然值得我們參考？他們有何成長課題？面對什麼困

惑、痛苦、危機？如何作出信仰抉擇？ 
 
課程大綱： 
1. 新約的開始是齣青春劇 ~ 約瑟與馬利亞 
2. 少年英雄的信仰生死狀 ~ 大衛與但以理 
3. 親情與情慾的連環打擊 ~ 紈絝約瑟落難記 
4. 他們的青春如何被摧毀 ~ 她瑪、暗嫩、押沙龍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王礽福傳道 
（宣道出版社社長）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9 年 10 月 2 日至 10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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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我城通識課：在順服與逆權之間  
(B-TP-1108-1019-001 <共 8 課>) 
 

目的： 面對不安和躁動的年代，香港的信徒如何面對？不看電視、

不談政治，是否就可獨善其身？基督信仰怎樣幫助我們看社

會的議題，以致我們的思考可以更豐富更扎實？本社關課程

旨在以神學理論與實踐分享，透過回顧歷史、審視現況及展

望未來，探討香港信徒與教會群體，可以怎樣面對我城不斷

變化的時局。 
 

簡介： 1. 聖經神學篇：有所為 vs.有所不為 
2. 情感與政治：新世代社運模式的神學反省 
3. 心碎的政治：公共空間與公民社會的想像 
4. 經濟金融篇：自由市場的建立與崩壞 
5. 權力與偶像：以祿（Jacques Ellul） 政冶神學的啟迪 
6. 維穩與逆權：香港、台灣與國內經驗 
7. 土地神學篇：從聖經看土地與當下香港 
8. 未完的使命：聖經的使命觀與當代處境 
 
備註：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70 人 

張穎新牧師 
駱穎佳博士 

（浸會大學人文及創

作系高級講師）  
曾鴻恩弟兄  
 王立中弟兄 
黃國維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助

理教授） 

週三 晚上 8:00-9:30 
2019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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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萬有之主─歌羅西書精讀」及 
「化損為益─腓利門書精讀」 (B-BN-1106-1019-001 <共 7 課>) 
 
簡介： 在整巻新約之中，鮮有像歌羅西書一章 16 節那樣，能如此簡

明扼要地撮述主基督的超越性：「天上地上的萬有都靠他而

造……萬有都藉着他而造，也為他而造」(《環球聖經譯本》)；
也只有腓利門書這封短短的私人信件，能如此單刀直入，從福

音的角度來衡量今生的損益。今季我們將一併查考這兩巻相關

的書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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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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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4 日 

（11 月 6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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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誰是真正的王？（上）――士師記(一至十章五節)
精讀 (B-BO-1107-1019-001 <共 8 課>) 

 
簡介： 士師記可謂是以色列歷史中的一段黑暗時期，故有人稱這書為

「失敗之書」。書中除了記載以色列人常常受外族的侵擾和壓

迫之外，更可悲的是：看見以色列人的靈性每況愈下，背約離

棄神、敬拜偶像、行惡等等，但就在這風起雲湧的世代中，神

興起士師去拯救他們。不過，其實最終的拯救者不是士師，而

是滿有忍耐和憐憫的耶和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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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李錦棠先生 
（明道社 

聖經教導主任） 

週五 上午 10:00-12:00 
2019 年 10 月 18 日至 12 月 13 日 

（11 月 8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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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未記研讀（二） (B-BO-0978-1019-001 <共 8 課>)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50 人 鄔苗根弟兄 週五 上午 10:30-11:30 
2019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22 日 

 
 
靈命轉化系列（一）：如何與三一神建立健康的關係？  

(B-TP-1109-1019-001 <共 6 課>) 
 

目的： 讓參加者認識和經驗三一神的接納和愛，並與神建立健康的

關係。 
 

簡介： 課程內容主要依據 Dr. David Eckman（美國金門神學院哲學博

士，主修舊約與希伯來文）所著作之《成為神心意》門訓手冊

第一至第六章內容，輔以視像教材、小組討論及經文默想，帶

出以下分題。參加者須按課程進度完成門訓手冊內之作業，而

課本在第一堂有售，原價$150，頭 40 名報名者可獲優惠價$100。 
 
分題： 
1. 基督徒的生命成長與如何回應天父的愛？ 
2. 基督徒如何才能有健康的自我價值觀？ 
3. 聖父、聖子及聖靈如何愛和接納我們？ 
4. 如何理解「除了得到基督的救恩外，必須加上敬虔的行為

才能蒙神悅納」？ 
5. 聖靈如何參與在我們和天父的關係上？ 
6. 信在屬靈生命成長中非常重要，但哪三種錯誤的信不蒙神

悅納？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曹淑清姊妹 
（資深輔導員） 

週六 晚上 7:30-9:00 
2019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7 日 
（10 月 19 日、10 月 26 日、 

11 月 16 日、11 月 23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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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反思與靈命追求：「系統神學」(三之一)  
(B-THP-0184-1019-001 <共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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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學習的精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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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角色和實用

性。本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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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曾修讀

教義科目的同學可選擇進深版教科書。 

 
本科將分三季課程進行，內容將涵概「系統神學」全部九個主

要課題。本科會選擇多個核心的神學課題入手加以分析、反思

和應用，希望提高信徒對「系統神學」的興趣。 
 

簡介： 1. 我認識祂？！祂認識我！？(神學導論)：知道神與經驗神 
  (6/10，13/10，20/10，27/10) 
2. 永恆的一瞥(啟示論)：那聖者如此讓我們去認識祂 

  (3/11，17/11) 
3. 神聖的數學(神論)：祂的三和一(24/11) 
4. 神的聖容(神論)：既親切又可畏的祂(1/12) 
5. 萬有本於祂(神論)：祂的創造和掌管(15/12) 

6. 小組討論(10/11，8/12) 
 

備註：參加者必須已閱畢全本聖經一次，並承諾盡量不缺課，

按課程進度閱讀課堂筆記、和購買閱讀指定的教科書共

約 300 頁，並參與小組討論。 
 

對象： 參加者必須信主三年或以上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廖炳堂博士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19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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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I-1113-1019-001 

差傳主日學：「非」常多姿彩 
Eman Wong（非洲內地會香港區同工） 【參 8 頁】 
  

A-MI-1044-1019-001 

差傳主日學：OpenEyes―宣教啟航八堂課 
鄭旭彤傳道 【參 9 頁】 
  

B-BO-0068-1019-001 

舊約歷史書概論 
靳達強弟兄 【參 11 頁】 

  

B-BH-1021-1019-001 

聖經學習年系列――如何抓準神的話：平信徒實用釋經法 
黃秉權弟兄 【參 12 頁】 

  

B-BT-1088-1019-001 

 從掃羅、大衛、所羅門看基督徒與金錢、權力、性 
(課程取消) 

林婉文博士 【參 12 頁】 

  

B-TP-1110-1019-001 
 Awakening Series：免於恐懼的信仰 

 

黃彩蓮牧師 【參 14 頁】 

  

B-BT-1105-1019-001 

聖經青春物語 

 

王礽福傳道（宣道出版社社長） 【參 15 頁】 

  

B-TP-1108-1019-001 

守望我城通識課：在順服與逆權之間 

 

張穎新牧師、駱穎佳博士、曾鴻恩弟兄、王立中弟兄、 

黃國維博士 

【參 16 頁】 

 

B-TP-1109-1019-001 

靈命轉化系列(一)：如何與三一神建立健康的關係 

曹淑清姊妹（資深輔導員）                                                      

 

【參 19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