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謹守訓言的，必得好處； 
倚靠耶和華的，便為有福。 

(箴言 16: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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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約之旅 ○初  □轉  

蕭錦浩弟兄 
 
帶你走進新約聖經情理兼備之旅，讓你對新約有較全面的認識和了解。

除了對新約不同書卷作簡介外，也會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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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亦將教導你如

何研讀新約。 

日期：3/10–5/12（共 10 課）               時間：主日 10:45–11:55am 

 

基督：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初  □實  

蘇慧然姊妹 
 
以四福音書合參，查考耶穌基督的生平。 

日期：3/10–28/11（共 9 課）               時間：主日 10:45–11:55am 

 
調教崇拜 ERROR ○初  □實  

周敬敏傳道、蔡雪儀姊妹

「我哋個個禮拜都返崇拜，其實點會唔知崇拜係咩啊！」 

「崇拜咪即係敬拜囉，個個都知㗎啦！」 

崇拜是否只是如此？崇拜的內容和程序其實意義甚大，只是有時我們

會誤會、甚至誤解當中的意義。就讓我們一起學習及理解崇拜的觀念，

使你更投入去參與每週的崇拜和敬拜主！ 
 
日期：3/10–28/11（共 8 課，31/10 休課）    時間：主日 9:15–10:25am 

 

課程級別：○初 =基礎 ○中 =中級 

授課形式：□實 =實體  □Z =Zoom網上 □M=混合  

            □轉 =實體或場地不許可時轉為網上 

所有課程暫不接受旁聽 



生兒育女的準備 ○初  □M 

林添德先生（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科老師）、 

馬燕盈姊妹(精神科醫生)、韓子卿牧師 
 
課程會從心理、生理及屬靈三個角度探討爲人父母需要作的準備。 

日期：4/10–25/10（共 4 課）                時間：週一 8:00–9:30pm 

備註：課程首三堂以 Zoom 形式上課，最後一課為實體課。對象為結婚 0- 

5 年未有小孩子的夫婦，期望夫婦能一起參與課程。 

 
差傳主日學：宣教裝備之旅――下一站中亞 ○初  □轉  

香港國際主僕會團隊  
 
生活裡可以迷路，生命卻不能迷失方向！成為上主的子民之後，又能

否回應宣教的上主所吩咐的大使命？這次主日學邀得香港國際主僕會

團隊，其中包括資深宣教士與培訓導師、專業輔導顧問、中亞地區宣

教伙伴以及差會拓展主任，從三方面與你進深領受宣教使命，分別是：

知性、心靈與個人行動。課程亦會以中亞地區的宣教經驗作主題探究。 
 
日期：17/10–19/12（共 10 課）              時間：主日 10:45–11:55am 

備註：13/12 至 18/12 期間，將會有一次與本地中亞信徒近距離接觸的機

會，以進深認識其家鄉的文化面貎，以及了解對方的跨文化挑戰。 
 
先知書（十三）：阿摩司書 ○中  □轉 
劉繼海弟兄 
 
日期：10/10–5/12（共 9 課）                時間：主日 9:15–10:25am 

 
小先知書（一）研讀 ○中  □實  

鄔苗根弟兄 

日期：3/10–21/11（共 8 課）                時間：主日 10:45–11:30am           

 



大專主日學 yr.1 先修班： 

被時代選中的你和妳 ○初  □轉  

鄭倩雯傳道、何灝橋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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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期望透過這課程，凝聚一群願意建立

生命和團契的大專 Year 1 肢體，讓你透過不同的專題和研討分享，

在被時代選中的旅途中一同成長。 

日期：3/10–19/12（共 12 課）              時間：主日 10:45–11:55am  
 

 

同遊聖經中婦女的生命逆轉歷程 ○初  □實  

唐惠儀傳道 
 

透過硏讀聖經中幾位婦女的不同經歷，看見上帝介入她們生命中的悲

喜歷練。 
 
日期：4/10–1/11（共 4 課，25/10 休課）     時間：週一 10:30am–12:00nn 

 
 
尋覓滄海遺珠之旅：四福音合參選粹 ○中  □實 
楊信成弟兄 
 
四福音書大家耳熟能詳，但可曾併排一起研讀？原來，當我們對比考

究，會發現它們彼此互補，內藏不少容易被忽略的寶貴信息，有助我

們掌握更完整的聖經真理。在課程的後半，重點介紹主的復活之旅─

對於如何促成救贖計劃，耶穌其實一直智珠在握；你亦會發現，審訊

過程中峰迴路轉，隱含一些重要內情，是個人讀經時或曾失之交臂的。 
 

日期：4/10–6/12（共 10 課）               時間：週一 8:00–9:30pm 

備註：鼓勵購買參考書《墓石懸謎》（原價$88, 特價$80），由老師提供。 



撒母耳記上研讀 ○中  □實  

鄔苗根弟兄 

日期：8/10 –26/11（共 8 課）                時間：週五 10:30–11:15am 

 
真理反思與靈命追求： 
「系統神學精華版(三之二)」 ○中  □M 
 
廖炳堂博士 

本科旨在介紹「系統神學」一科的精髓，讓有心追求靈命成長的信徒

和領袖，明白教義和神學在靈命追求上的重要性和實用性。本科會幫

助同學自學，並整合全本聖經的核心真理，將之化成個人對神、對世

界、對人生和對屬靈追求的一致信念。本季會探討人論、基督論和救

贖論。 

日期：3/10–19/12（共 12 課）               時間：主日 9:15-10:25am 

備註：課程為 9 課觀看網上錄影連結加 3堂 Zoom 導修課, 

Zoom 導修課日期分別為 17/10、14/11 及 19/12。 

 
明道精讀團契 

擁抱喜樂的生命──腓立比書精讀 ○中  □Z 
李柄權先生（明道社社長） 
 
不少學者都說《腓立比書》有著豐富的情感，而且很個人化和具實用

性。《腓立比書》是監獄書信之一，但書中卻充滿「喜樂、歡喜、歡樂、

歡歡喜喜」等字眼，究竟是什麼原因？當然，書中除了神學要義「基

督虛己論」之外，也包含不少熟悉的金句：「因我活著就是基督，我死

了就有益處」、「我將萬事當作有損的，因我以認識基督為至寶」、「我

靠那加給我力量的，凡事都能作」。這些教導究竟構成一幅怎麼樣的圖

畫，給你甚麼信息呢？ 

日期：20/10–8/12（共 7 課，17/11 休課）     時間：週三 7:30–9:30pm 

備註：明道社精讀團契詳情，請瀏覽 www.mingdaopress.org。 



明道精讀團契 

撥「異」反正：持守基督的福音──加拉太書精讀 

○中  □實  
 
陳智文先生（明道社講師)  
                                       

《加拉太書》可說是《羅馬書》的前傳，兩卷書一樣解釋「因信稱義」

的教義。《加拉太書》藉痛斥教內假弟兄的律法主義，寫出了極重要的

信仰核心，並且教導受信人應依靠聖靈行事，結出聖靈的果子。 

我們閱讀加拉太書，應從其神學和信仰的討論，反思到基督徒生命更

重要的題旨。我們若掌握書中的信息，必定能在現今充滿異端邪說的

世代中站立得穩。 
  
日期：22/10–17/12（共 8 課，19/11 休課）    時間：週五早 10:00-12:00nn 

備註：明道社精讀團契詳情，請瀏覽 www.mingdaopress.org。 
 

 

 

 

 

即或不然：聖經中的人生智慧 ○中  □實  

陳浩然牧師 
 
希伯來聖經書卷的分類跟我們習慣使用的不同，當中《雅歌》、《路得

記》、《耶利米哀歌》、《傳道書》及《以斯帖記》被結集為《五卷》(Megillot)。

書卷的內容看似南轅北轍──堅貞愛情？婆媳關係？亡國之痛？虛空

人生？延禧攻略！實在是舊約討論人生智慧的整合。本課程跟你探討

《五卷》的主題，學習聖經的智慧以面對變化莫測的人生。 

課程詳情：請參 https://raymondc1.wixsite.com/sundayschool/wisdom-theology2 
  
日期：6/10–1/12（共 8 課，20/10 休課）      時間：週三 8:00–9:30pm                     



如何抓準神的話：平信徒實用釋經法○中  □Z  

黃秉權弟兄 
 

若要踐行聖經的真理和教導，基督徒需要掌握一套實用的釋經法。然

而，由於聖經蘊含多元化的文體與豐富的文學色彩，我們要借助一些

詮釋準則。本課程旨在幫助喜歡認識聖經的你，從具體的經文單元開

始，認識新舊約中不同的文學體裁及相應的釋經原則和方法。透過個

人習作及小組討論，使你掌握獨立經文的解釋技巧及現代應用原則。

期盼你在知、情、意、行各層面，享受上帝話語的甘甜，活出真道。 
 

日期：6/10–8/12（共 9 課，3/11 休課）       時間：週三 8:00–9:30pm   

以弗所書研讀  ○中  □實    

劉美珍姊妹 
 
以弗所書的思想高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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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我們明白父神藉基督已經成就的

大恩、我們的教義和信仰，以及我們的身份、責任、生活、行為。讓

我們學習活出在基督裡的新生命、新社群、新標準、新關係。 
 
日期：4/10–29/11（共 9 課）                時間：週一 8:00–9:30pm 

備註：此課程對象為姊妹。 
 
人生的召命：認識、尋索與回應  ○中  □轉  
郭秀華牧師(義務牧師)、周曉咏傳道 
 
並不是只有傳道人或宣教士才有上帝的呼召，每一個蒙神揀選和拯救

的信徒，都有上帝在他們身上的召命。你願意尋索和回應祂的召命

嗎？上完本課程後，你可以認識何謂召命，並學習如何尋索，也以生

命去回應祂的召命。 
 

日期：10/10–28/11（共 8 課）               時間：主日 12:15–1:30pm 

備註：適合信主五年或以上、願意委身尋索與回應上帝召命的信徒； 

      曾接受過門徒訓練者更佳。 



靈命轉化系列（二）： 

順著聖靈而行、活出使命人生  ○中  □實  

曹淑清姊妹 

本課程讓你認識與三一神的關係，依靠聖靈的幫助和引導，活出豐盛

的使命人生。課程內容主要依據 David Eckman, Ph.D.所著作之《成為

神心意門訓手冊》第七至十二章的內容，輔以視像教材、小組討論及

經文默想。參加者須按課程進度完成門訓手冊內之作業（課本$160，

在第一堂發售）。 

日期：4/10–15/11（共 7 課）            時間：週一 8:00–9:30pm 

      23/11-14/12 (共`4 課)              時間：週二 8:00–9:30pm 

備註：未曾參加靈命轉化系列（一）的弟兄姊妹亦可參加，但鼓勵先在北                                                                                               

宣資源中心借閱「成為合神心意門徒訓練課程」DVD(260.4Eck)。 

 

 
 
屬靈操練系列：禁食禱告的恩怨情仇  ○中  □Z       

李文玉牧師（榮休牧師） 
 
恩：讓你從聖經神學明白新舊約對禁食禱告的意義、原因、目的、準 

  備、實踐，從而認識神在其中賜予豐富的恩惠。 

怨：明白昔日猶太人雖然實踐禁食，但內心仍充滿對神的埋怨，從而 

  破解現今信徒對禁食禱告的迷思。 

情：從教會歷史的不同屬靈傳統/宗派，認識禁食操練的發展興衰， 

  以及信徒如何透過操練禁食禱告與神建立更深的關係。 

仇：從教會歷史瞭解教會為何產生對禁食禱告的敵視，其後更被遺 

  忘操練一段長時間，以及聖靈如何在這時代再激勵信徒，重新 

  操練禁食禱告，親身經驗神的能力與慈愛。 
 
日期：18/10–6/12（共 8 課）                時間：週一 8:30–10:0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