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一月至三月青成級課程簡介

上課地點: 北宣真理樓、教育樓（主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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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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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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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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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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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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之旅
(A-CR-0001-01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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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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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內的信徒報讀
名額

30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鄧世安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1 年 1 月 3 日至 3 月 21 日
（2 月 14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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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入門面面觀
(A-TP-1162-0121-001 <共 8 課>)
簡介： 1.
2.
3.
4.
5.
6.
7.
8.

崇拜意義之問與答
崇拜與詩歌
教會年曆的重尋
崇拜與藝術
聖經中的崇拜
崇拜的歷史發展
21 世紀的崇拜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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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21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7 日
（2 月 14 日休課）

基督：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A-BN-1051-0121-001 <共 9 課>)
目的： 以四福音合參，查考耶穌基督生平
簡介： 1.
2.
3.
4.
5.
6.

基督出場前？
基督之群組？
基督之國？
基督之家？
基督之課堂？
基督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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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基督開庭？
8. 基督起死回生？
9. 基督再出場？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30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蘇慧然姊妹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1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14 日
（2 月 14 日休課）

大專主日學：掙扎中的成長
(A-BT-1175-0121-001 <共 9 課>)
目的： 探索在信仰的掙扎下，如何開拓靈性及探尋上帝的途徑
裝備大專信徒欣賞聖經敍事
簡介： 1.
2.
3.
4.
5.
6.
7.
8.
9.

雅各：與身份的掙扎
路得：與改變的掙扎
以利亞：與壓力的掙扎
耶利米：與怒氣的掙扎
約伯：與受苦的掙扎
馬利亞：與信仰使命的掙扎
馬大：與禱告的掙扎
彼得：與接納的掙扎
保羅：與人性的掙扎

備註： 1. 課程內容主要以《我掙扎．我成長》（香港：基督出版
社，2006）一書作為基本框架。
2.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轉為實時網上教
學。
對象：

大專生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0 人

陳圓姊妹
（實習神學生）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1 年 1 月 3 日至 3 月 14 日
（1 月 24 日、2 月 14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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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有少年初長成：如何教養少年子女
(A-MF-1177-0121-001 <共 4 課>)
目的： 從家長、導師不同的視角和經驗，交流及分享與少年人相處之
道，並檢視和少年人互動之中所呈現的屬靈觀。
簡介： 1.
2.
3.
4.

他的母親把這一切事都珍藏在心裡：少年人與家長的關係
彼得第二次打魚：少年人的自我認識
他們都是尼哥德慕：少年人的信仰
北宣的少年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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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0 人

鄧頌翹牧師

主日 下午 12:15-1:30
2021 年 1 月 10 日至 1 月 31 日

Awakening Series：與魯益師（C.S. Lewis）一起辨識諸事
(A-TP-1174-0121-001 <共 8 課>)
《小心魔鬼很聰明》(又稱《地
目的： 課程嘗試從魯益師（C.S. Lewis）
獄來鴻》或《魔鬼家書》)一書汲取生命反省與祈禱方向，並透
過黙想操練、小組分享與課堂討論和教導，學習在許多似是而
非的觀念中辨識，讓真理的道得以成為我們生命的本性。
簡介： 1. 心意更新的祈禱操練
2-8.《小心魔鬼很聰明》的黙想與研讀分享
備註： 1. 課程需購買《小心魔鬼很聰明》（台灣：校園，2014）一
書或英文版 The Screwtape Letters。
（可自行購買或堂上一起
購買。）
2. 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轉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40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林道川牧師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1 日
（2 月 15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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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傳主日學：香港南亞睇真啲
(A-MI-1176-0121-001 <共 6 課>)
簡介： 1.
2.
3.
4.
5.
6.

印度教的信仰
印度教徒的社會和生活
在香港的印度教徒的情況
回教的信仰
在香港的回教的情況
錫克教的信仰和在港錫克教徒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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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小黑炭宣教士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1 年 1 月 13 日至 2 月 24 日
（2 月 10 日休課）

輕輕鬆鬆談生死
(A-TP-1173-0121-001 <共 5 課>)
目的： 談談生、說說死，反思生命，迎向死亡。
簡介： 生老病死是每個生命必經的事，那麼，我們可以怎樣好好過
活，又可以怎樣預備死亡？此課堂讓我們輕鬆淺談生與死。
1. 親親天父親親我
2. 活出神所喜悅的生命
3. 祂陪著你走
4. 死，點算！？（一）
5. 死，點算！？（二）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對象： 歡迎有興趣淺談生死教育的弟兄姊妹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0 人

高小蕙傳道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1 年 1 月 6 日至 2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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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知書（十）：以西結書及但以理書
(B-BO-1171-0121-001 <共 10 課>)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名額

95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劉繼海弟兄

主日 上午 9:15-10:25
2021 年 1 月 10 日至 3 月 21 日
（2 月 14 日休課）

歷代志下
(B-BO-1170-0121-001 <共 8 課>)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40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鄔苗根弟兄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1 年 1 月 3 日至 2 月 28 日
（2 月 14 日休課）

日光之下：聖經中的人生智慧
(B-TH-1179-0121-001 <共 9 課>)
「我所見為善為美的，就是
目的： 人生於世，豈是寄塵？傳道者說：
人在神賜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勞碌得來的好處，
因為這是他的分。」
（傳五 18）
，聖經描繪的生命藍圖，目的在
幫助我們認識人生，得著神給我們的分。日光之下或無新事，
信徒卻見創造主的恩典留痕。本課程藉查考聖經，跟你探索八
個人生主題。世上知識能助你解決問題，而屬靈智慧卻教你面
對人生。
簡介： 1. 序言：點讀聖經才讀出人生智慧
2. 降生──降生於世冇得揀，點樣生活你有 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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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5.
6.
7.
8.
9.

性別──男女大不同，獨身與婚姻
自我──天父給你的禮物──自我新發現
工作──揾工、見工、返工、放工、轉工以外的新世界
社會──虛擬與真實，認識世界由關掉手機開始
認老──人人想長壽，冇人會認老：年齡的魔法數字
走咗──百無禁忌信徒的終極禁忌
名字──「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屬我的」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60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陳浩然牧師

主日 上午 10:45-11:55
2021 年 1 月 3 日至 3 月 7 日
（2 月 14 日休課）

以弗所書研讀（姊妹班）
(B-BN-1172-01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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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藉著研讀這巻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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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 與基督一同復活
2. 新社群：
a. 在基督裡合一
c. 篤信神的大能
3. 新標準：
a. 教會的合一與多元
c. 作光明的兒女
4. 新關係：
a. 夫婦之道
c. 爭戰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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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求賜真知識的禱告

b. 保羅/我們的福音職事

b. 穿上新衣

b. 父母/兒女/主僕之道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名額

15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劉美珍姊妹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3 月 1 日
（2 月 15 日休課）

上帝沉黙了？──與五段教會歷史對話
(B-TP-1178-0121-001 <共 5 課>)
目的： 面對困難或苦難，我們往往會問上帝在哪裡？上帝何時幫助
我們？我們信徒與教會該如何面對呢？
「日光之下無新事」
（傳一 9）
，讓我們以史為鑒，進深認識五
段普世教會歷史，學習與「歷史對話」
，從中尋找上帝、教會
與信徒的足跡，從而幫助我們避免重蹈覆轍，且更有力面對這
世代。
簡介： 1.
2.
3.
4.
5.

中世紀黑死病與歐洲教會
十五世紀宗教迫害與捷克教會
十七至十九世紀禁教與日本教會
1918 年西班牙大流感與美國教會
二十世紀種族隔離與南非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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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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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彩蓮牧師

週一 晚上 8:00-9:30
2021 年 1 月 4 日至 2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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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想」家庭與如何培育有靈有性的孩子
(B-MF-1141-0121-001 <共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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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你的原生家庭如何影響你
3. 如何培育有靈有性的子女
備註： 此課程為實時網上教學。
對象： 合適就讀於「初小或糼兒園」子女之家長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20 人

曹淑清姊妹
（資深輔導員）

週三 晚上 8:00-9:30
2021 年 1 月 6 日至 3 月 24 日
（2 月 10 日、2 月 17 日休課）

明道社精讀團契：主啊，我信！(上)—約翰福音精讀
(B-BN-1150-0121-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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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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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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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擔事奉，例如組長、領詩。
需要分組，每組約 8-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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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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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三 晚上 7:30-9:30
2021 年 1 月 13 日至 3 月 24 日
（2 月 10 日休課）

明道精讀團契：先知與王國歷史的神學軌跡（上）
：列王紀上（一至
十一章）精讀
(B-BO-1001-0121-001 <共 9 課>)
簡介： 所羅門是王國歷史中最有智慧、最富裕的君王。他的登基跟先
知拿單有密切關係；他駕崩前，先知亞希雅又預言他的國度將
會分裂為二。究竟先知在王國歷史發展中扮演甚麼角色？基
督教聖經將列王紀歸類為「歷史書」
，而希伯來聖經卻將此書
歸類為「前先知書」
，這兩個分類對我們了解列王紀的信息有
何幫助？在王國的興衰史上，先知與君王的關係有何獨特之
處？透過查考此書，一同回答上述問題，並探索列王紀的神學
如何應用在今天教會與信徒的生活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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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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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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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5.

6.

需要分組，每組約 8-10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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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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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適合已完成基礎課程或信主三年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教師

上課時間

100 人

蒙日昇牧師
（明道社
客席講師）

週五 上午 10:00-12:00
2021 年 1 月 15 日至 3 月 19 日
（2 月 12 日休課）

約書亞記
(B-BO-1045-0121-001 <共 8 課>)
備註： 此課程需回教會上課，如疫情嚴峻，則可能取消。
對象： 適合信主三年或以上的信徒報讀
名額

30 人

教師

上課時間

鄔苗根弟兄

週五 上午 10:30-11:30
2021 年 1 月 8 日至 3 月 5 日
（2 月 12 日休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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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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P-1162-0121-001
崇拜入門面面觀
周敬敏傳道、蔡雪儀姊妹

【參 6 頁】

＠A-MF-1177-0121-001
家有少年初長成：如何教養少年子女
鄧頌翹牧師

【參 8 頁】

＠A-TP-1174-0121-001
Awakening Series：與魯益師（C.S. Lewis）一起辨識諸事
林道川牧師
【參 8 頁】
＠A-MI-1176-0121-001 `
差傳主日學：香港南亞睇真啲
小黑炭宣教士

【參 9 頁】

＊B-BO-1171-0121-001

先知書（十）
：以西結書及但以理書
劉繼海弟兄

【參 9 頁】

B-TH- 1179-0121-001
日光之下：聖經中的人生智慧
陳浩然牧師

【參 10 頁】

＠B-TP-1178-0121-001
上帝沉黙了？──與五段教會歷史對話
黃彩蓮牧師

【參 12 頁】

＊B-MF-1141-0121-001

「你想」家庭與如何培育有靈有性的孩子
曹淑清姊妹（資深輔導員）

【參 1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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