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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七月至九月青成級課程簡介 

 
上課地點: 北宣真理樓（主日上午） 

真理樓及教育樓（週間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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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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及晚間開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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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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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受疫情影響，本季這次不設平台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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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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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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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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pac.org.hk/home/pdf/weather20190727.pdf?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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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上報名                            

https://www.npac.org.hk/school/index.htm     

 

青成級主日學接收消息新渠道 
 先安裝 Telegram App，以手機的瀏覽器輸入             

https://t.me/npacsundayschool 或掃瞄 QR code。 

  

  

在 Facebook 搜尋「北宣青成級主日學部」並讚好專頁， 

便可得知主日學消息。 
  

https://www.npac.org.hk/home/pdf/weather20190727.pdf?t=
mailto:sundayschool@npac.org.hk
https://www.npac.org.hk/schoo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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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之旅 (A-CR-0001-07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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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蕭錦浩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0 年 7 月 5 日至 9 月 20 日 

（8 月 30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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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n Bible：新約全攻略 (A-BN-1148-0720-001 <共 8 課>) 

 

目的： 本課程將以不同元素，與你輕輕鬆鬆走進「新約」聖經，讓

你對新約有概覽性認識，能以掌握重要脈絡，亦學習如何繼

續研讀新約。 

 

簡介： 1.創意裝備遊新約 

2.聖經人物你要知+福音書（一） 

3.掌握分段容易記+福音書（二） 

4.地點時間睇圖表+使徒行傳 

5.基礎教義冇難度+保羅書信（一） 

6.神學應用揾專家+保羅書信（二） 

7.信仰景點逐個捉+普通書信 

8.終極格鬥預告片+啟示錄 

 

對象： 信主三年內或未上過《新約之旅》主日學之弟兄姊妹 

 

備註： 1. 此課程以 Flipped Classroom「翻轉教室」模式上課，即學

員需要預先看教授的內容（如影片、書本或文章），而課

堂可多些發問及討論時間。 

2. 學員必須自行購買此書作為指定閱讀課本——鄧啟耀著：

《70X 變焦讀新約》（香港：天道書樓，2015）。 

3.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黃彩蓮牧師 

陳偉鴻弟兄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0 年 7 月 22 日至 9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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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學 ──從舊約到新約：上主、聖民、差傳 

 (A-MI-1039-0720-001 <共 6 課>) 

 

目的： 報讀這個主日學，你將踏上聖經人物差傳之旅。神使用屬祂

的子民，向世界宣告祂的深恩厚愛。我們得着救恩，也是上

主與聖民的互動結果。鼓勵大家一同來尋根和經歷主恩吧！ 

 

簡介： 1. 賜名施恩亞伯蘭（7 月 8 日） 

2. 大衞之約出救主（7 月 15 日） 

3. 以賽亞詠歌救世（7 月 22 日）  

4. 萬國先知耶利米（7 月 29 日） 

5. 路加見證主基督（8 月 5 日）  

6. 保羅拓展神國度（8 月 12 日） 

 

對象： 於課堂參與率高、積極上課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郭秀華牧師 

莊明偉牧師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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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初青主日學——在被擄巴比倫的世界中：彼得前書查經  

(A-BN-1149-0720-001 <共 5 課>) 

 

目的： 彼前五 13:「在巴比倫與你們同蒙揀選的」 

被擄於巴比倫世界的彼得，對我們這群同樣被擄的廿一世紀

信徒，有何話說？ 

 

彼得前書也涉及好些難讀經文，當中可能搖撼我們傳統的信

仰認知與實踐。讓我們藉著查經與分享，聆聽神藉彼得對我

們的說話。 

 

簡介： 本課程有五課： 

1. 彼前一 3—12：㨂選與受苦 

2. 彼前一 13—二 10：新人類 X 舊角色 

3. 彼前二 11—三 12：信徒要順服一切制度？！ 

4. 彼前三 13—四 11：主耶穌降到陰間：死人得救？！ 

5. 彼前四 12—五 14：被擄巴比倫 

 

對象： 18-25 歲的大專或初青弟兄姊妹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5 人 鄭倩雯傳道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0 年 7 月 8 日至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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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禱告年系列——「禱告：天國的家常話」 

(A-BT-1143-0720-001 <共 9 課>) 

 

目的： 一家人傾談，興之所至，不太計較時間地點。家常話不管內容，

從來不需咬文嚼字、引經據典。那向天上父親傾訴，又為何要

拘泥於形式措辭呢？還「以為話多了就蒙垂聽」（太六 7）嗎？

禱告是作主門徒的先修科，我們向耶穌禱告，原來耶穌也向天

父禱告，祂以「父啊」開始，不受時間空間環境控制，用字簡

潔，旁人無不明白。祂藉禱告教導禱告。 

 

本課程選取福音書中六段主耶穌以「父啊」開始的經文，引導

信徒面對人生際遇。在這些「家常話」中，對我們今日面對人

生選擇、回應呼召以致社會政治，帶來新的視野角度。我們相

信禱告，因我們仍繫於創造天地的主。課堂上除小心查考有關

經文外，也會藉不同媒體豐富我們的禱告想像。 

 

簡介： 1. 序言：禱告，由非神話化開始 

2. 得享安息（太十一 25-26） 

3. 你常聽我（約十一 41-42） 

4. 心裏憂愁（約十二 27-28） 

5. 時候到了（約十七 1-26） 

6. 你的旨意（太廿六 39、42） 

7. 十架呼求（路廿三 34、46） 

8. 歸納：主禱文（太六 9-13） 

9. 總結：主耶穌為你禱告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陳浩然牧師 
週六 晚上 7:30-9:00 

2020 年 7 月 4 日至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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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八）：以西結書 (B-BO-1133-0720-001 <共 10 課>)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95 人 劉繼海弟兄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20 年 7 月 5 日至 9 月 6 日 

 

列王紀下研讀 

 

備註： 1. 兩班課程教授的內容相同 

2.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 

 
課程編號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B-BO-1116-0720-001 

 <共 8 課> 
30 人 鄔苗根弟兄 主日 上午 9:15-9:55 

2020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23 日 

B-BO-1116-0720-002 

   <共 8 課> 
30 人 鄔苗根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25 

2020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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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誤解的天國 (B-TP-1152-0720-001 <共 9 課>) 

 

目的： 福音是關於天國的，漠視或誤解天國，便不能將救恩所帶來

的新生命活出來，如入寶山空手回。本課程的目的正是澄清

對天國常見的誤解，與學員再發現門徒生活的目標與路徑，

讓聖靈帶領我們走這條恩典之路。 

 

簡介： 1.被誤解的天國：「管理罪」的福音 

2.耶穌所知道的：沐浴在上帝裡的世界 

3.八福：誰才是真正生命豐富的人？ 

4.國度心腸的正直：超越文士與法利賽人的良善 

5.天國的投資：避免名聲與財富的矇騙 

6.禱告相愛的群體 

7.成為耶穌的門徒 

8.學像基督的課程 

9.萬象更新 

 

對象： 殷切盼望神的國、渴望為真實的門徒生活打好真理基礎的人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陳劍雲牧師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20 年 7 月 12 至 9 月 13 日 

（8 月 30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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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akening Series：荒年不荒的信仰（深讀楊牧谷牧師之教導） 

 (B-TP-1130-0720-001 <共 6 課>) 

 

目的： 回望香港九七回歸之前，眾多牧師與信徒也移民。然而，楊牧

谷牧師最終選擇留守香港，並盡心盡力以文字與宣講牧養群

羊，令不少信徒與新丁牧者大得幫助。 

 

面對香港新一輪的移民潮，時局愈來愈多挑戰，社會及人心也

顯得荒涼及慌張，信徒該如何面對？三位熱愛楊牧谷牧師著

作的牧者，與你誠意分享以下六個題目，一起經歷神藉着他的

生命、文字與思想，幫助我們在荒年活出不荒的生命。 

 

簡介： 1. 楊牧谷生命故事—─人去留影（特別嘉賓：楊牧師女兒）

（7 月 13 日） 

2. 創造神學—─超越與進化論的對決（7 月 20 日） 

3. 守夜者—─六四、九七（7 月 27 日） 

4. 神學辭典—─比原著更出色的讀本（8 月 3 日） 

5. 靈性操練之路（上）（8 月 10 日） 

6. 靈性操練之路（下）（8 月 17 日） 

 

備註： 1. 本課程在第一季因疫情影響取消，故重開以網上授課。 

2.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95 人 

 

黃彩蓮牧師  

陳俊業牧師 

王良碧牧師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0 年 7 月 13 日至 8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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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關與靈性：為價值而戰的屬靈旅程 

 (B-TP-1139-0720-001 <共 7 課>) 

 

目的： 信徒關心社會大眾福祉之事，是見證基督的表現。然而，關

心社會總會有情緒發作、心力不繼的時候，先知的故事也是

你我的故事。讓依靠上主繼續向前行的路，是你我真性情的

成長路，也是屬靈的旅程。本課程會透過不同的主題，來探

討個人的靈性如何影響社會。 

 

簡介： 1. 為何社會不像「教會」？ 

2. 暴力與和平的微妙關係，你知道嗎？ 

3. 「先知、祭司與君王」是大台？但我是平民？ 

4. 約拿的正義感 

5. 要防避的試探 

6. 耶利米的眼睙 

7. 行動與黙觀 

8. 屬天之盼與社會關懷 

 

對象： 課堂中需閱讀指定文章，以便在課堂小組討論作交流。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因疫情未能回教會上課，會轉為實

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黃秀婷傳道 

（北宣義務傳道）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0 年 7 月 6 日至 8 月 24 日 

  （8 月 10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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廢王立王說興亡 (B-BT-1151-0720-001 <共 4 課>) 

 

目的： 以研習歷史的方法，探討以色列南、北國分立時期幾位君主

的表現，從而思考神對子民善行和惡行的回應。 

 

簡介： 1.以《列王紀》、《歷代志》為主幹，旁徵先知書及其他歷史

資料，多角度認識王國時期幾位君主的事蹟。 

2.範圍包括：以色列（北國）君主：暗利、亞哈、耶戶、耶

羅波安二世；猶大（南國）君主：約法沙、烏西雅、希西

家、瑪拿西、約西亞。 

3.以史為鑑，增添智慧，面對變幻不定的世情，行在神的心

意之中。 

 

備註： 1. 本課程在第一季因疫情影響而取消，現再重開。 

2.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靳達強弟兄 
週二 晚上 8:00-9:30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9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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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扎根的信仰：哥林多前書研讀  

 (B-BN-1147-0720-001 <共 10 課>) 

 

目的： 新約時代的哥林多教會，在當時的世俗文化影響之下，對教

會帶來不少的衝擊，保羅藉書信對他們提出警戒和勸勉。哥

林多城的社會狀況與現今的香港社會類似，本課程旨在透過

究讀哥林多前書，可以切實回應社會的文化和宗教帶來對教

會的衝擊，幫助處理許多困擾今日信徒面對的問題。 

 

簡介： 第一課：書巻引言、保羅與哥林多教會（1:1-9） 

第二課：神的能力和智慧（1:10-2:16） 

第三課：不可結黨，使徒遭人輕視（3:1—4:21） 

第四課：道德操守（5:1—6:20） 

第五課：婚姻問題（7:1-40） 

第六課：祭過偶像的食物，使徒的權利（8:1-9:27） 

第七課：自由原則（10:1-33） 

第八課：教會聚會的問題（11:1-34） 

第九課：屬靈恩賜（12:1-14:40） 

第十課：死人復活愛心囑咐（15:1-16:12） 

 

主要參考書： 

1. 張永信牧師：《哥林多前書註譯》 

2. The 1st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The NIV Commentary on 

 the New Testament） 

 

備註： 1. 此課程將以 Flipped Classroom「翻轉教室」模式授課，即

學員需要預先看教授的內容（影片），而課堂可多些發問

與討論時間。 

2.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黃秉權弟兄 

週二 晚上 8:00-9:30 

2020 年 7 月 7 日至 9 月 22 日 

（7 月 14 日、8 月 25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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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家庭與如何培育有靈有性的孩子 

  (B-MF-1141-0720-001 <共 5 課>) 

 

目的： 認識原生家庭對「你想」家庭之影響；並學習如何培育有靈

有性的子女。 

 

簡介： 1. 「你想」家庭的藍圖 （7 月 15 日） 

2. 你的原生家庭如何影響你（一）（7 月 22 日） 

3. 你的原生家庭如何影響你（二）（7 月 29 日） 

4. 如何培育有靈有性的子女（一）（8 月 12 日） 

5. 如何培育有靈有性的子女（二）（8 月 19 日） 

 

 

對象： 此課程合適需要在家照顧就讀於「初小或糼兒園子女」之家

長報讀。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5 人 
曹淑清姊妹 

（資深輔導員） 

週三早上 10:30-11:45 

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8 月 19 日 

（8 月 5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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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誰是真正的王？（下）─—士師記精讀 

 (B-BO-1115-0720-001 <共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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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李錦棠先生 

（明道社聖經教導主任） 

週三 晚上 7:30-9:30 

2020 年 7 月 15 日至 9 月 2 日 

（8 月 5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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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主啊，我信！（上）——約翰福音精讀  

(B-BN-1150-0720-001 <共 10 課>) 

 

簡介： 約翰福音的作者以獨特的敍事手法，呈現耶穌在不同場景之

下的言行與人物互動，揭示人物的心思意念，藉此引導讀者認

識並相信耶穌是基督，是神的兒子（約二十 31）。對已經相信

耶穌的人來說，約翰福音能使我們更深入認識耶穌，鞏固我們

對祂的信心；一旦神的道與我們抱持的價值觀有衝突時，我們

就懂得怎樣選擇，常作祂所喜悅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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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曾培銘先生 

（明道社聖經教導主任） 

週五早上 10:00-12:00 

2020 年 7 月 10 日至 9 月 18 日 

（8 月 7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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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數記（二） (B-BO-1005-0720-001 <共 8 課>)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鄔苗根弟兄 
週五上午 10:30-11:30 

2020 年 7 月 3 日至 8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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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有＊」的課程為實時網上課程，「沒有＊」的課程為回教會上課 

* A-BN-1148-0720-001 

Open Bible：新約全攻略  
  黃彩蓮牧師、陳偉鴻弟兄 【參 6  頁】 

 A-MI-1039-0720-001 

差傳主日學——「從舊約到新約：上主、聖民、差傳」 

 

郭秀華牧師、莊明偉牧師 【參 7  頁】 

  A-BT-1143-0720-001 

感恩禱告年系列——「禱告：天國的家常話」 

 

陳浩然牧師 【參 9  頁】 

* B-BO-1133-0720-001  

  先知書（八）：以西結書  
 劉繼海弟兄 【參 10 頁】 

 B-BO-1116-0720-001/B-BO-1116-0720-002  

列王紀下研讀  
鄔苗根弟兄 【參 10 頁】 

 B-TP-1152-0720-001 

  不容誤解的天國 
  陳劍雲牧師 【參 11 頁】 

* B-TP-1130-0720-001 
  Awakening Series：荒年不荒的信仰（深讀楊牧谷牧師之教導） 
 黃彩蓮牧師、陳俊業牧師、王良碧牧師                 【參 12 頁】 

 B-TP-1139-0720-001 

    社關與靈性：為價值而戰的屬靈旅程 

 

黃秀婷傳道（北宣義務傳道） 【參 13 頁】 

* B-BN-1147-0720-001  

   建立扎根的信仰：哥林多前書研讀  
黃秉權弟兄 【參 15 頁】 

* B-MF-1141-0720-001  

「你想」家庭如何培育有靈有性的孩子  
曹淑清姊妹（資深輔導員） 【參 16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