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編　號 課程名稱 課程類別 教師姓名/開辦部門 上課時段 開課日期 收 生 對 象 及 名 額

SAG_S08 劉美賢傳助 1月12日 適合55歲或以上未信及初信人士報讀

SAG_S09 [長青課程] 新約概覽(一) 史錦添傳道 1月12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SAG_OT12 [長青課程]士師記 李本恒傳助 1月12日 適合55歲以上信徒報讀

SAG_S06 [長青課程] 書信選讀 (一) 蒙敬成牧師 主日早堂 1月12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SAG_S07 [長青課程]解破七宗罪(二) 溫家宜傳道 週六早堂 2月8日 適合50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SAG_OT11 [長青課程]利未記―信徒手冊
楊華傑傳道 + 楊廖

添鳳傳道
週六早堂 1月11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NLL(A) 新生命、新生活 (A) 必修科 劉黃佩華傳道 主日早堂 1月12日

適合初信者報讀；必須完成課程首四課；報讀全期之舊生必須網上報

名；補課―必須親自到報名專櫃辦理，並遞交補課紙(註一)  副本及報名

表
(註二)

NT01 新約綜覽 必修科 伍謝秀芳傳道 1月11日 適合已完成第一階段課程的信徒報讀；收生要求：請假不多於3次

AP06A4
安靜主跟前(2)：從經文反思作門徒的生
命

靈命科 陳黎素芳師母 1月11日 名額：80人；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OT02B3 出埃及記―體會神愛的旅程 聖經科 秦姜國芳牧師 週六早堂 1月11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OT06M
從小先知書《哈、番、該、瑪》看信徒在
末世的任務和指望

聖經科 許嘉蕙傳道 週六晚堂 1月18日 名額：30人；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OT02D3 從《民數記》看信徒的使命和挑戰 聖經科 史李逢秀傳道 主日早堂 1月12日 收生要求： 願意用心學習聖經的信徒

AP01A8
[家庭事工部]快快樂樂在高小（小四至小
六）

實用科
劉英峰牧師+沈關淑

君傳道+蘇炳輝校長
主日早堂 1月12日 課程對象：育有初小及高小孩子的父母

OT02A7(P) [普通話部]『揀選的開端』創世記速覽) 聖經科 羅培勛傳道 主日早堂 1月12日 名額：30人；課程以普通話授課；收生要求上課前需讀完一遍《創世記》

OT01A 舊約綜覽(上) 必修科 李廖美寶傳道
主日10:15-

11:30
1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AP03A3 使命人生及個人成長 必修科
詹前駒牧師 + 尹祖伊

執事
主日中堂 1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AP06A2
[禱告部]與神相遇——透過屬靈操練享受
神的同在

靈命科 李嘉華傳道 主日中堂 1月12日 課程對象：渴望親近神的信徒

OT03G2 《以斯拉記》―重建屬靈生命 聖經科
郭煒成傳道+黃其儉

弟兄
主日中堂 1月12日

名額：50人；收生要求：有心志學習以斯拉定志考究遵行耶和華的律法，

又將律例典章教訓以色列人 (拉7:10)。

PR08J
[社關部]從天國觀瞭解社會企業：神的豐
盛、人的治理

實用科 譚淑琴姊妹(課程統籌) 主日中堂 1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AP06A5 親嘗主愛，靈成長 靈命科 胡嘉平傳道 主日午堂 1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NT02D2 約翰福音―從上帝的兒子認識生命之道 聖經科 秦姜國芳牧師 主日午堂 1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NT06L1 使徒行傳―履行大使命 聖經科 秦路生牧師 主日午堂 1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PR06K [健關部]情緒解碼 實用科
黃陳江宜師母 + 李德

明傳助
主日午堂 1月12日

名額：40人；課程對象：期望幫助自己/別人學習情緒管理；收生要求：

(1)請務必出席第一堂情緒理論課；(2)全期只限兩堂請假

AP01A3B [家庭事工部]青少年父母秘笈(中學) 實用科 家庭事工部團隊 主日午堂 1月12日 課程對象：青少年的父母

AP01C [家庭事工部]破繭蛻變展翼飛 實用科 劉雅菲傳道 主日午堂 1月5日
不設網上報名，須填寫「破繭蛻變展翼飛報名表」

(註三)
；課程對象：(1)分

居、離婚或喪偶的未信/已信婦女；(2)獲牧者推薦並關心離異人士之恩福會

友(只限姊妹)。

PR09C 大時代的教會反思 實用科
何允聰牧師+莫思敏

傳道
主日中堂 1月12日 只限恩福會友報讀

TH04N 聖靈論(進階系統神學) 神學科 羅黃美貞傳道 主日中堂 1月12日 只限恩福會友報讀；收生要求： 已完成基要真理或基礎神學。

(註一)即學生補課通知書：由所屬團契牧者或「基教部」發出，有效期為一年。必須自行影印副本，連同「課程報名表」一併遞交專櫃。學員必須保留正本作補課教師簽署用
(註二)「信仰課程報名表」可於「基教部」網頁下載或設於恩福中心地下之「成人基督教教育部」信格索取
(註三)請於恩福中心地下「家庭事工部」信格索取或網頁下載「破繭蛻變展翼飛報名表」；遞交方法：投進「家庭事工部」收集箱。

**請保留「報名表」回條 或 網上報名之確認電郵，並記錄開課日期**

網上報名日期：9/11 - 3/12   鼓勵善用教會資源及支持環保，舊生必須網上報名

(主日)報名專櫃：17/11、24/11、1/12；時間：上午10:15 - 下午2:15；

(週六)報名專櫃：30/11；時段：1)上午11:00–中午12:00；2)晚上7:00-8:00；

各堂上課時段 報名補課(必須親臨專櫃報名)及備妥以下文件：

有效之「補課紙」副本(註一)及填妥之「信仰課程報名表」(註二)  ；按本季課程的專櫃日期及時

間遞交以上文件， 並自行記錄補課課題及日期

如有查詢包括：舊生忘記學生編號、密碼，報名事宜等，請電郵/致電 「成人基督教教

育部」。 電郵：phoebe.leung@yanfook.org.hk；電話：3552 6604

                             報名詳情如下：   期盼場地能切合學員及課程所需 ，所有學員   **必須報名**  始能出席課堂

 2020年   春季   成人信仰課程目錄及報名安排

長  青  課  程

[長者福音班]耶穌生平
主日上午

10:15-

11:30長

者

進

深

班

第  一  階  段  課  程

週六

11:45-

13:00

第  三  階  段  課  程 (只 限 恩 福 會 友 報 讀)

第  二  階  段  課  程

報名專櫃：恩福中心停車場 
(補課、新生、報名及查詢) 

週六早堂：11:45am-12:45pm 
週六晚堂：6:15-7:15pm   
主日早堂：8:45-10:00am  
主日中堂：10:45-11:45am 
主日午堂：12:15-1:30p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