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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十月至十二月青成級課程簡介 
(修訂日期：28/08/2020 ) 

 
上課地點: 北宣真理樓（主日上午） 

真理樓及教育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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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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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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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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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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npac.org.hk/school/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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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之旅 

 (A-CR-0001-1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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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蕭月嫦姊妹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0 年 10 月 4 日至 12 月 6 日 

 

 

新約之旅 

 (A-CR-0002-10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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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鄧世安弟兄 
週二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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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專主日學：Year1 先修班——被時代選中的你和妳 

  (A-TP-1165-1020-001 <共 8 課>) 

目的： 世代的變化總讓人難以觸摸，你又預備好接受在大專院校面對

的新挑戰嗎？被時代選中的你，又會否願意與一眾弟兄姊妹透

過裝備自己，去建立能見證生命的團契？期望透過這課程，凝

聚一群願意建立生命和團契的大專 Year1 肢體，使我們透過不

同的專題和研討分享，讓我們在被時代選中的旅途中一同成

長。 

 

簡介： 1. 細說大專信仰生命藍圖 

2. Say Bye & Say Hi 

3. 怎樣游走於新時代下的多元文化 

4. 不止於團契的團契 

5. 原產地的影響 

6. 策劃及預備建立新團契 

 

對象： 大專 Year1 弟兄姊妹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轉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5 人 
何灝橋傳道 

鄭倩雯傳道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0 年 10 月 4 日至 12 月 13 日 

（10 月 18 日、11 月 8 日、 

11 月 29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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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學：「宣教與文藝——從藝術、詩歌與電影看宣教」   

(A-MI-1168-1020-001 <共 6 課>) 

目的： 本課程期望透過詩歌、電影以及藝術活動，帶領弟兄姊妹認識

福音信仰與藝術文化的合作空間。期望開闊學員的跨文化視

野，培養學員敏銳藝術文化中的喻道切入點。更期盼課堂能讓

弟兄姊妹初步認識「藝術宣教」！特意邀請到詩歌創作，以及

從事藝術文化宣教的嘉賓前來任教分享。 

 

簡介： 課程共設六堂，探討詩歌、電影及藝術活動之三個課題，內容

包括有： 

1. 「為何我不是這樣敬拜？」 

 ——音樂敬拜與本色化（contextualization） 

2. 「在宣教工場中如何運用音樂連繫人們？」 

 —— 淺談民族音樂的理念和應用 

3. 「電影與共鳴－我們如何說故事？」 

 ——從信仰角度欣賞電影與創作分享 

4. 「帶著提問進入藝術宣教！」 

——藝術宣教像很新鮮的東西，聖經怎說呢？ 

5.  藝術是否要「畫出腸」才「宣到教」？ 

——基督徒藝術家應怎拿捏？ 

6.  不諳藝術的我可如何參與配搭事奉？ 

 

對象： 特別對文藝感興趣的弟兄姊妹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轉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差傳部同工及 

外來嘉賓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0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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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教養 3-5 歲子女：身心健康篇  

(A-MF-1160-1020-001 <共 8 課>) 

目的： 幫助父母認識 3-5 歲子女之發展特質和需要，掌握影響子女成

長的因素，做好自己在教養子女方面的角色，為孩子奠立身心

健康的基礎。 

 

簡介： 1. 3-5 歲幼兒的發展特徴與需要，父母了解嗎？ 

2. 子女成長背後，有什麼重要的影響因素？ 

3. 基督徒父母，在教養子女上有何角色？ 

4. 哪種教養模式最適合你的子女？ 

5. 子女的自尊感：一生成長的基石？ 

6. 怎樣與子女溝通？ 

 

對象： 基督徒夫婦，最好是夫婦同時報讀，有子女年齡為 3-5 歲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轉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王德成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0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6 日 

（10 月 25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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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煩家長：與青少年的溝通  

(A-MF-1156-1020-001 <共 6 課>) 

目的： 透過閱讀《當你子女說你好煩》（突破出版社）及錄影片段，

讓家長認識與成長中少年溝通的技巧與心法，建立家庭中的互

信。透過家長之間的分享交流，建立支援系統。 

 

簡介： 1. 溝而不通 

2. 同理心 

3. 我的訊息 

4. 具體的讚賞 

5. 憤怒管理 

6. 看清楚，懂得愛 

 

對象： 中學生家長，中一家長優先考慮 

 

備註： 

 

 

 

1. 家長必須購買《當你子女說你好煩》（突破出版社） 

2. 家長需穩定出席，參與分享 

3.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2 人 駱綺雯牧師 

過三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28 日至 12 月 9 日 

（11 月 25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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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入門面面觀  

(A-TP-1162-1020-001 <共 8 課>) 

 

簡介： 1. 崇拜意義之問與答 

2. 崇拜與詩歌 

3. 教會年曆的重尋 

4. 聖經中的崇拜 

5. 崇拜與藝術 

6. 崇拜的歷史發展 

7. 21 世紀的崇拜生活 

8. 崇拜與信徒靈命塑造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周敬敏傳道 

蔡雪儀姊妹 

週三 晚上 8:00-9:15 

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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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九）：以西結書（續篇） 

 (B-BO-1153-1020-001 <共 10 課>)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95 人 劉繼海弟兄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20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13 日 

 

 

 

歷代志上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課程編號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B-BO-1154-1020-002 

<共 8 課> 
30 人 鄔苗根弟兄 

主日 上午 9:15-9:55 

2020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22 日 

B-BO-1154-1020-001 

<共 8 課> 
30 人 鄔苗根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25 

2020 年 10 月 4 日至 1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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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反思與靈命追求：系統神學（三之三）                          

(B-TH-1169-1020-001 <共 12 課>) 

目的： 「系統神學」在神學院的課程中是很關鍵的一科。本科旨在希

望提高信徒對「系統神學」的興趣，讓有心追求靈命成長的信

徒，明白教義和神學在靈命追求上非常重要和實用。本科會幫

助同學整合全本聖經的主要教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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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會探討「聖

靈論」、「教會論」和「終末論」等主要課題。 

 

簡介： 1.   導論及又神秘、又親切：住在我們裡面的聖靈 

    （10 月 4 日） 

2.   聖靈在工作：聖靈充滿 （10 月 11 日） 

3.   上帝的禮物：屬靈的恩賜（10 月 18 日） 

4.   Zoom 上課： 答問導修堂（10 月 25 日） 

5.   若有若無：神跡恩賜在今天（1）!?（11 月 1 日） 

6.   若有若無：神跡恩賜在今天（2）!?（11 月 8 日） 

7.   我的教會？地方堂會？普世教會？ 

  使命和責任：傳福音和社會關懷（11 月 15 日） 

8.   Zoom 上課：答問導修堂（11 月 22 日） 

9.   誰是我的弟兄姊妹? 教會合一（11 月 29 日） 

10. 那有福的盼望：衪必快來！ 

及永恆的終局：天堂與地獄（12 月 6 日） 

11. 千與千尋：前千？後千？無千？（12 月 13 日） 

12.  Zoom 上課：答問導修堂 

 

指定課本（必須先購買及開始閱讀，二者選一）： 

1. 古德恩（Wayne Grudem） 2010。【系統神學】。更新傳道

會。（較適合初學者）或 

2. 邁克.何頓著。麥種翻譯小組譯。2016。【基督徒的信仰：

天路客的系統神學】美國麥種傳道會。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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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科書共約 300 頁，並鼓勵自組小組討論。        

備註： 除了用 Zoom 上課之課堂外，其餘課程均為看非實時錄影連

結。 



P. 13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90 人 

廖炳堂博士 

（建道神學院副院長

（學術））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20 年 10 月 4 日至 12 月 20 日 

 

綻放生命色彩：事奉三菱鏡  

(B-TP-1089-1020-001 <共 10 課>) 

目的： 事奉看似是單單叫人付出，服侍上帝，但有否想過： 

—講事奉並不止於教會崗位，而是整個人生對恩慈上帝的回 

 應？ 

—事奉是一種與神與己與人的互動歷程？ 

—事奉不單能服侍神，也提升你個人生命素質及與人關係？ 

—無論你認為你是優點處處、尚算可以，還是不堪入目，神都 

 接納你、愛護你、樂意使用你？ 

—聖經人物是你既真實又到地的生命借镜？ 

其實，你有否想過，在主的恩典下，事奉能讓你譜出精彩美妙

的生命樂章？ 

簡介： 1. 事奉與神： 

  —整全事奉（明白何謂事奉，並所涵蓋範圍） 

  —親密關係（認識不同屬靈操練方法） 

 

2. 事奉與己： 

  —性格特質（包括個人性格測驗） 

  —恩賜才幹（包括個人恩賜測驗） 

  —自理有道（如何管理時間及生命資源） 

 

3. 事奉與人/群體： 

  —發揮影響力（如何以生命影響生命） 

  —處理衝突（如何有效地處理衝突） 

  —面對挫敗（如何檢視、調節和面對）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轉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5 人 
陳月蓮傳道 

蕭錦浩弟兄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20 年 10 月 11 日至 12 月 20 日 

（11 月 15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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尋覓滄海遺珠之旅：四福音合參選粹  

  (B-BN-1134-1020-001 <共 10 課>) 

目的： 四巻福音書人所共知，也許你我都看過，甚或看過多遍。但大

家可曾試過，把他們併排一起研讀？原來藉着用心對比考究，

有關它們如何在不同層次相互補足，我們不單可瞭解更多，更

能沿途發現好些易被忽略的寶貴訊息；如此一來，便能更完整

掌握聖經真理。課程後半部，重點介紹耶穌復活之旅，學員將

發現，對於如何促成受死代贖計劃，耶穌本人顯然一直成竹在

胸、智珠在握；學員亦會發現，整個審訊過程峰迴路轉，竟有

著跌宕起伏的很多內情，是我們過往在個人讀經時或曾輕輕忽

略的。 

簡介： 1. 四福音與四活物 

2. 耶穌佳美腳蹤及家譜的啟示 

3. 天國的奧秘 

4. 四福音作者的勵志榜樣 

5. 四福音傳講不同主題訊息 

6. 耶穌在地上最後一週逐日動向 

7. 時間所扮演的角色 

8. 週四夜半聆訊三部曲 

9. 週五、六至復活清晨之間的事故 

10.復活清晨發生了什麼事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熱切渴望多瞭解四福音內容的信徒報

讀。 

備註： 1. 課程要求：鼓勵購買參考書 Frank Morrison 著，楊信成譯：

《墓石懸迷》（原價$88，特價$80）。課本購買由老師提供。 

 

2. 楊信成弟兄之其他著作有《笑傲浮世之平衡立體人生：傳

道書易用研經手冊》、三冊《考考古、推推理》、《進化信仰

知多少：揭開進化論偽裝科學真理的外紗》等書。 

 

3.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楊信成弟兄  

謝璐莉姊妹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12 月 14 日 

（10 月 26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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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o Guten Tag 德國！  

(B-MI-1157-1020-001 <共 8 課>) 

目的： 本課程讓學員進深認識歐洲海外華人的群體，回應歐洲華人的

呼聲！第一站是德國，透過認識德國歷史、文化與宗教，讓我

們更深入地與德國華人群體交流與分享。 

 

簡介： 1. 更正教之根：威登堡風雲 

2. 宣教之復興：主護城傳記 

3. 我們是德荷英法的服侍者 

4. 把握時機，回應德國的呼聲 

5. 藝術在導航：穿梭歐洲文明五百年 

6. 藝術在邀請：歷史與未來的新對話 

7. 德國交流（一）之哥廷根 

8. 德國交流（二）之卡塞爾 

 

對象： 事奉領袖或有感動服侍歐洲海外華人群體的信徒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課程轉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周依娜牧師  

郭鴻標博士  

（建道神學院教授） 

黃彩蓮牧師 

陳浩然牧師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12 日至 12 月 7 日 

（10 月 26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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姊妹結伴同成長：以弗所書研讀 

 (B-BN-1164-1020-001 <共 8 課>) 

目的： 以弗所書思想高超、文字豐富、教義與實踐清楚劃分。有「書

信中之皇后」之稱。藉着研讀這巻書，讓我們清楚明白父神藉

基督已經成就的大恩、我們的教義、信仰，以及我們的身份、

責任、生活、行為；讓我們活出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新社群、

新標準、新關係。 

 

簡介： 1. 新生命： 

   a. 各樣屬靈福氣      b. 求賜真知識的禱告   

   c. 與基督一同復活 

2. 新社群： 

   a. 在基督裡合一      b. 保羅/我們的福音職事   

   c. 篤信神的大能 

3. 新標準： 

   a. 教會的合一與多元  b. 穿上新衣              

   c. 作光明的兒女 

4. 新關係： 

   a. 夫婦之道          b. 父母/兒女/主僕之道   

   c. 爭戰之道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0 人 劉美珍姊妹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11 月 30 日 

（10 月 26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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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苦難中的盼望和見證：哥林多後書研讀 

  (B-BN-1163-1020-001 <共 10 課>) 

目的： 藉保羅對哥林多教會的關愛與勸勉，學習保羅事奉主的態度與

品德，以至在生活上能持守真道，謙卑事奉。對於傳道人或教

會領袖，該有怎樣的人生觀，對待信徒和主的工作該有怎樣的

態度，以及信徒與傳道人要怎樣相待等問題，都有非常實用的

教訓。 

 

簡介： 1. 書巻引言；苦難中的安慰（1:1-11） 

2. 為主奔勞，愛心的寬恕（1:12-2:17） 

3. 兩約下福音使者的榮光（3:1-4:18） 

4. 天上的居所，與神和好（5:1-21） 

5. 神僕在苦難中的安慰（6:1-7:10） 

6. 樂捐獻的榜樣（8:1-24） 

7. 愛心的奉獻（9:1-15） 

8. 使徒的權柄與自辯（10:1-11:33） 

9. 超自然的經歷與愛教會的心（12:1-18） 

10.使徒的警告與問安（12:19-13:14）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40 人 黃秉權弟兄 
週二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6 日至 12 月 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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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子坑前的信仰堅持：但以理書研讀 

(B-BO-1161-1020-001 <共 8 課>) 

目的： 《但以理書》前六章記載了不少讓我們受到鼓勵的故事，這些

看似顯淺易明的故事，卻是信徒需要畢生堅守的信仰原則。而

《但以理書》的後六章卻記載了不少異夢與異象，文體的急劇

變化，令人感覺高深難明。其實《但以理書》是透過故事和異

象的緊扣呼應，來傳遞信息；神在表面現象背後掌管着一切。

讓我們透過研讀《但以理書》來發掘書中歷久彌新的信仰意

義，幫助我們在社會環境巨變的今天，體會信仰給我們的鼓舞

和盼望。 

 

簡介： 1. 導論：但以理書的背景、體裁、內容初探 

2. 故事篇：猶大少年（1、2 章） 

3. 故事篇：火窯與獅子坑（3、6 章） 

4. 故事篇：最後的宴席（4、5 章） 

5. 異象篇：獸的異象（7、8 章） 

6. 異象篇：七十個七的異象（9 章） 

7. 異象篇：大戰爭的異象與末了的事（10—12 章） 

8. 全書總結：故事與異象的整合與信息 

 

對象： 1.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2. 課程以 OIA 的方式研讀，比較適合對 OIA 研經法有認識的

弟兄姊妹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60 人 莊屹傳道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7 日至 12 月 9 日 

（10 月 14 日、12 月 2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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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一統天下之主（上）—— 羅馬書精讀      

(B-BN-1166-1020-001 <共 9 課>) 

簡介： 羅馬書總是有一股氣勢吸引讀者。單看起首的修書人稱謂已見

此書與其他保羅書信顯著不同：一般只佔半節至一節（提多書

佔三節），保羅在本書卻用了六節先提「福音」，繼而「主」！

羅馬人不是知道凱撒亞古士督的誕生是福音嗎？保羅的又是

甚麼樣的「福音」？怎麼樣的「主」？我們會以兩季研讀羅馬

書，認識這位「一統天下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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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鴻先生 

（明道社社長） 

週三 晚上 7:30-9:30 

2020 年 10 月 14 日至 12 月 16 日 

（11 月 11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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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禱告年系列：禱告——天國的家常話 

  (B-BT-1143-1020-001 <共 9 課>) 

目的： 家常話從來不需咬文嚼字、引經據典。興之所至，不會計較時

間、地點或形式。禱告是作主門徒的先修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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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的禱告經文，

小心查考其內容及上下文，為信徒在禱告學習上提供信仰基

礎。今天我們面對複雜的社會環境，信仰生活被邊緣化，實在

需要以新的視野角度，檢視我們的禱告生活。家常話總是貼近

日常的，課堂中跟你談電影、聽音樂、看名畫，走入文化世界，

藉不同經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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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認識神、正向做個人 

對象： 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陳浩然牧師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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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禱告年系列：生命轉化的禱告旅程（2）——情到心處（1）   

(B-TP-1158-1020-001 <共 5 課>) 

目的： 上期禱告旅程（1）往心深處（from head to heart），我們明白情

緒與靈命有緊密的關聯。系列（2）進到深處，發掘內心的寶

藏，覺察憤怒、哀傷的情感要向我們呈現什麼？它可以怎樣成

為我們禱告的素材，讓我認識自己、神和他人更多。在禱告中，

經歷聖靈的醫治和更新，讓我們的生命轉化，常存感恩，帶着

信、望、愛，與神同行人生路。 

 

簡介： 除了五堂課外，尚有 12 月 26 日半日營必須參加。 

 

對象： 1.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2.歡迎未有報讀生命轉化的禱告旅程（1）的弟兄姊妹報讀 

3.願意委身在課堂以外的時間實踐禱告操練的功課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轉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周曉咏傳道 

蔣翠碧傳道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0 年 10 月 21 日至 12 月 16 日 

（10 月 28 日、11 月 11 日、 

11 月 25 日、12 月 9 日休課） 

週六半日營（12 月 26 日） 

 

 

 

申命記 

  (B-BO-1159-1020-001 <共 8 課>)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30 人 鄔苗根弟兄 
週五 早上 10:30-11:30 

2020 年 10 月 9 日至 11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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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社精讀團契：主啊，我信！（下）——約翰福音精讀 

  (B-BN-1167-1020-001 <共 10 課>) 

簡介： 約翰福音的作者以獨特的敘事手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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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神的道與我們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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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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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月 16 日至 12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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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家譜中的小人物  

 (B-BT-1155-1020-001 <共 8 課>) 

目的： 有別於一般君王的族譜，耶穌家譜中有猶太人，也有外邦人；

有男、也有女；有義人、更沒有剔除罪人；可見神對人的大愛，

不偏不倚，沒有界限。本課程會透過查考馬太福音耶穌家譜中

五位被提及名字的女士和他們的配偶，看神怎樣使用一些本來

被人輕看的小人物。 

 

簡介： 1. 耶穌家譜的特色 

2. 家翁與媳婦亂倫的猶大和他瑪 

3. 作妓女的喇合 

4. 脫胎換骨的喇合 

5. 財主波阿斯 

6. 外邦寡婦路得與波阿斯 

7. 犯姦淫及殺人罪的大衛與拔士巴 

8. 未婚懷孕的馬利亞與丈夫約瑟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80 人 林婉文博士 
週六 早上 10:30-12:00 

2020 年 10 月 10 日至 1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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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課程「有＠」：回教會上課，如受疫情影響會轉為網上課程。 

課程「有＊」：實時網上課程  

課程「沒有＊/＠」：回教會上課，如受疫情影響可能要取消。 

 
    
＠A-MI-1168-1020-001 
  差傳主日學：宣教與文藝——從藝術、詩歌與電影看宣教 
   差傳部同工及外來嘉賓 【參 7 頁】 

＠A-MI-1168-1020-001 

  如何教養 3-5 歲子女：身心健康篇 

  王德成弟兄 【參 8 頁】 

＊ A-MF-1156-1020-001 
  非煩家長：與青少年的溝通 

  駱綺雯牧師 【參 9 頁】 

   B-BN-1134-1020-001 

    尋覓滄海遺珠之旅：四福音合參選粹 

 

    楊信成弟兄、謝璐莉姊妹 【參 14 頁】 

 ＠ B-MI-1157-1020-001 

    Hallo Guten Tag 德國！ 

 

    周依娜牧師、郭鴻標博士、黃彩蓮牧師、陳浩然牧師 【參 15 頁】 

 ＊ B-BN-1163-1020-001 

    在苦難中的盼望和見證：哥林多後書研讀 

 

  黃秉權弟兄  【參 17 頁】 

 ＊ B-BO-1161-1020-001 

    獅子坑前的信仰堅持：但以理書研讀 

 

    莊屹傳道 【參 18 頁】 

    B-BT-1143-1020-001 

    感恩禱告年系列：禱告——天國的家常話 

 

  陳浩然牧師 【參 20 頁】 

 ＠ B-TP-1158-1020-001 

    感恩禱告年系列：生命轉化的禱告旅程（２） 

    ——情到心處（1） 

 

    周曉咏傳道、蔣翠碧傳道 【參 21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