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先知書(四)－－耶利米書 劉繼海弟兄
真理樓
G16 4月7日

宣信逝世一百年系列：
宣道會傳統與靈性更新

廖炳堂博士
黃彩蓮牧師

真理樓
地下禮堂 4月7日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舊約之旅 何偉富弟兄
真理樓

T13-14 4月7日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宣道會北角堂

主日早上 9:1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9:00-10:10

真理樓一樓

真理樓地下

主日早上 9:1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9:00-10:10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撒母耳記(上) 鄔苗根弟兄
真理樓
G16 4月7日

基督：九個你不能不知的問題 蘇慧然姊妹
真理樓

G04 4月7日

大專主日學－－舊約五小卷：
穿越希伯來世界玩過節

鄧頌翹傳道
真理樓

Living Stone 4月7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主日早上 10:4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10:30-11:40

真理樓地下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新約之旅 蕭月嫦姊妹
真理樓
T36 4月7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主日早上 10:45
拍卡有效時間:早上 10:30-11:40

真理樓
一樓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聖經學習年查經系列：
讀釋舊約•靈命攻略－－

查考、品味與踐行舊約的錦囊
張穎新牧師

真理樓
G08

4月28日

在天而不離地－－著作的信息 陳俊業牧師

真理樓
Living Stone 4月7日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宣道會北角堂

主日下午 12:15
拍卡有效時間:中午 12:00-13:15

真理樓地下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開始日期

差傳主日學－北非宣教面面睇
Oasis
 宣教士

真理樓
T28-29 4月7日

有問應答－－平信徒實用護教入門 黃秉權弟兄
真理樓
T4-5 4月7日

宣道會北角堂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真理樓
一樓

主日下午 12:15
拍卡有效時間:中午 12:00-13:15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經典研讀－－謙卑
(慕安德烈著)

劉美珍姊妹
真理樓
T10-11 週一晚上8:00-9:30 4月8日

勇敢｢談｣戀愛
伍詠光弟兄

(突破機構人際事工
總監)

真理樓
T4-5 週一晚上8:00-9:30 6月3日

【 週一晚上 】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撒迦利亞書研讀 莊翔宇弟兄
真理樓
T19 週二晚上8:00-9:30 4月2日

【 週二晚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明道精讀團契：啟示錄(上)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曾培銘先生
(明道社聖經教

導主任)

真理樓
一樓禮堂 週三晚上7:30-9:30 4月17日

差傳主日學－普世宣教運動 比目魚宣教士
真理樓
T13-14

週三晚上8:00-9:30 6月12日

【 週三晚上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宣道會北角堂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北角城市花園4座一樓)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一樓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出埃及記(二) 鄔苗根弟兄
真理樓
T13-14 週五早上10:30-11:30 4月12日

明道精讀團契：輕看羞辱、重
視召命－－提摩太後書精讀
顯明救恩－－提多書精讀

(本課程不接受旁聽)

陳鴻先生
(明道社社長)

真理樓
一樓禮堂

週五早上10:00-12:00 4月26日

【 週五早上及下午 】



青成級主日學 《課室編班表》     

課程 老師 課室 上課時間 開始日期

拉濶聖經多面睇－
( 終極篇：神學)

陳浩然牧師
真理樓
G07,09 週三晚上8:00-9:30 4月3日

職場掙扎，有何辦法？
周家樂弟兄/馬福棠弟兄/
葉偉鴻弟兄/姚虹恩姊妹/

陳劍雲牧師

真理樓
G11-12 週三晚上8:00-9:30 4月17日

歷史•小說•
領導素質•信仰反思

陳孟賢博士
真理樓
G13 週三晚上8:00-9:30 6月5日

勇敢｢談｣戀愛
伍詠光弟兄

(突破機構人際事工總監)
真理樓
G08

週三晚上8:00-9:30 6月26日

宣道會北角堂

【 週三晚上 】
2019 年4-6月                           (北角城市花園5-6座地下)

週間 早⼂晚 課程
真理樓
地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