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課程名稱 類別 教師姓名/開辦部門 上課時段 開課日期
預計完成日

期
)

1 劉美賢傳助 1月9日 3月13日 適合55歲或以上未信或初信者報讀

2 [長青課程]以斯帖記 李本恒傳助 1月9日 3月13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3 [長青課程]舊約先知書概覽(一) 史錦添牧師 1月9日 3月13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4 [長青課程] 使徒行傳故事(二) 蒙敬成牧師 1月9日 3月13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5 [長青課程] 馬可福音(二) 溫家宜傳道 週六早堂 1月8日 3月12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6 [長青課程]申命記(下)
楊華傑傳道 + 楊廖

添鳳傳道
週六早堂 1月8日 3月12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1 一針見血的福音 必修科 鄧家輝傳道 主日早堂 1月9日 3月27日
適合慕道及初信者報讀；補課團友請直接與所屬團契牧者/傳助聯絡及

辦理

2 新生命、新生活 (A) 必修科 鍾曼瑩傳道 主日午堂 1月9日 4月10日
適合初信者報讀；必須完成課程首四課；補課團友請直接與所屬團契

牧者/傳助聯絡及辦理

1 從聖經看猶太文化傳統(下) [網上課程] 聖經科 陳黎素芳牧師 1月8日 3月12日
課程以ZOOM 授課，不設實體課堂，學員必須懂得ZOOM 平台操作及必

須提供電郵地址作上課安排。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2 [健關部]與癌患者同行 實用科
許嘉蕙傳道+顏黃少

香傳道
1月8日 2月26日 名額：50人；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3 邁向得勝的生活 實用科 黃子翔傳道 週六早堂 1月8日 2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4  從「使徒行傳」看前行的教會 聖經科 史李逢秀師母 週六晚堂 1月8日 2月26日 名額：20人；適合所有信徒報讀。收生要求： 願意用心學習聖經的人

5 列王紀下—學習做按神吩咐而行的人 聖經科 曾還珮恩傳道 主日早堂 1月9日 3月20日
課程對象：適合所有信徒報讀。收生要求：開課前已完成閱讀列王紀上，

列王記下全卷一次

6 舊約綜覽(上)— 網上授課 必修科 陳建亮牧師
主日10:15-

11:30
1月9日 2月27日

課程以ZOOM 授課，不設實體課堂，學員必須懂得ZOOM 平台操作及必

須提供電郵地址作上課安排。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7
[社關部課程]從聖經探究基督教倫理— 網
上授課

實用科
盧德仁牧師+譚淑琴

姊妹(社關教育主任)
主日中堂 1月9日 3月13日

課程以ZOOM 授課，不設實體課堂，學員必須懂得ZOOM 平台操作及必

須提供電郵地址作上課安排。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8 個人成長及使命人生 必修科
詹前駒牧師+尹祖伊

弟兄
主日中堂 1月9日 3月20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9 苦難之靈修旅程 靈命科 李廖美寶傳道 主日中堂 1月9日 2月20日
名額：30人；課程對象：對「苦難」課題有感動，願意出席所有課堂，並

願意積極參與課堂實踐及討論。

10 詩篇選讀—歸回創造主 聖經科 秦姜國芳牧師 主日中堂 1月9日 2月27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1 以弗所書—教會的召命 聖經科 秦路生牧師 主日中堂 1月9日 2月27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2
[家庭事工部課程]黃金啟蒙期(3-6歲幼童)
的培育法

實用科
史李逢秀師母+陳沛

浩傳道+家工部團隊
主日中堂 1月9日 2月27日 課程對象：現有2-6歲孩子的父母；鼓勵夫婦一起參加

13
[家庭事工部課程]親密之旅跟進班（夫婦關
係）

實用科
楊華傑傳道+鄧家輝

傳道

主日12:15-

14:00
1月9日 3月6日

名額：20對；課程對象：曾經修讀親密之旅及恆常出席團契聚會的已婚夫

婦。收生要求：必須夫婦一同出席及參與小組討論、並自攜課本。註(一)

14
[差傳部課程]The Unfinished Story (尚待
完成的故事)

實用科
潘錦榮牧師+李娥君

姊妹
主日午堂 1月9日 2月27日 名額：20人；課程對象：未讀過Kairos把握時機生命課程的弟兄姊妹

15 [華語部課程]被擄後的選民歷史與神的默示 聖經科 羅培勛傳道
主日12:30-

13:45
1月9日 3月6日

課程對象： 能聽明白華語/國語/普通話的青年或成年弟兄姊妹。收生要

求：認真讀過一遍聖經，受洗一年以上，上過至少一門舊約經卷或者舊約

相關歷史的主日學課程。

1 尼西及以勒團契查經導師訓練 實用科
尼西及以勒團契教牧

同工

主日12:30-

13:45
1月9日 3月27日

名額 ：30人；課程不設網上報名。課程對象： (1) 恩福會友；(2) 有服侍長

者的心；(3) 團契同工推薦；(4) 曾受「基礎查經法訓練」或「組長核心訓

練」(GLT)為佳。收生要求：須完成功課及實習。註(二)

查詢電郵：phoebe.leung@yanfook.org.hk

電話：3552 6604

週六

11:45-

13:15

(不接受舊生登記) ，報名/登記日期：13/11 - 7/12

各堂授課時段

第  二  階  段  課  程

第  三  階  段  課  程(只限恩福會友報讀)



14/11 及 5/12   (9:45-12:30)  停車場設協助網上報名/登記專櫃

不適用 補課團友，請直接與所屬團契牧者/傳助聯絡及辦理

課程暫定以實體進行(個別課程除外)，上課形式最終按疫情狀況而定，請留意本部/教會公佈

註(一)：查詢[家庭事工部課程]親密之旅跟進班（夫婦關係）：3552-7713(張姊妹)

註(二)：索取報名表：「尼西」及「以勒」團契信格或「基教部」網頁下載。查詢：蒙牧師(3552-7826)或廖傳道(3552-7736)

第  一  階  段  課  程

長
者
進
深
班

[長者福音班]路加福音──明白耶穌的比喻

 2022年春季成人信仰課程(主日學)目錄及報名安排                                                                                      (12/11/2021更新)

長  青  課  程

主日上午

10:15-

11:30

舊生報名 新生登記了解詳情

週六早堂：11:45-12:45

週六晚堂：18:15-19:15  

主日早堂：8:45-10:00

主日中堂：10:45-11:45

主日午堂：12:15-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