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階段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教師 上課時段 開課日期 結束日期 課程簡介 課程對象及注意事項 

 

 

1.  

從聖經看猶太文化傳

統(下)  

[網上課程] 

陳黎素芳牧師 
週六 

11:45- 13:15 
8/1 12/3 

聖經與猶太文化傳統有不可分割的關係。本課程期望學員透過
認識猶太文化統傳能夠對聖經有更清晰和正確的了解，藉此能
按正意分解真理的道。當學員學習聖經中的猶太文化傳統後，
更明白上帝的屬性及行事原則。 
此期課程為「聖經與猶太文化傳統(下)」內容包括： 
1. 猶太人的人生禮儀(I)：割禮、出生禮、贖子禮及成年禮 
2. 猶太人的人生禮儀(II)：婚禮、葬禮 
3. 兩約之間的猶太人(I)：政治形勢 
4. 兩約之間的猶太人(II)：宗教情況 
5. 兩約之間的猶太人(III)：文士、法利賽人、撒都該人 
6. 兩約之間的猶太人(IV)：各種黨派和猶大省 
7. 現代以色列國的來源和去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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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許嘉蕙傳道 

+顏黃少香傳道 

週六 

11:45- 13:15 
8/1 26/2 

本課程藉著課堂上的講解、討論及個案研究幫助學員明白在主
內關懷癌症病人時關顧者的角色、基本技巧及如何應對患者在
不同階段的需要。希望藉著此課程鼓勵學員與癌患者一起經歷
上帝、察驗祂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名額：50 人；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3.  邁向得勝的生活 黃子翔傳道 
週六 

11:45-12:45 
8/1 12/2 

這是一個信徒生活的工作坊，以聖經的教導為基礎，和學員一
起探討：態度是什麼？為什麼它如此重要？哪些因素可令人建
立積極的態度，改善彼此的人際關係。哪些因素會令人心內出
現消極、失望或絕望的念頭。勉勵學員在教會之內，彼此增強
互助互愛的精神，同心事主愛人。 
生活工作坊的模式：教導副以互動的方式進行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4.  
從「使徒行傳」看前行

的教會 
史李逢秀師母 

週六 

18:15-19:15 
8/1 26/2 

使徒行傳是路加福音的延續，記載初期教會的誕生、開展和突
破。本課程以徒 1:8 為骨幹，先握要講解教會的性質以及在內
憂外患中開展 (1-7 章)，然後深入研讀第 8-13 章，看聖靈如
何帶動教會一步步向前行。最後，以保羅的宣教旅程作結
（13-28 章），鼓勵大家一起完成那未完成的故事（unfinished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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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還珮恩傳道 

主日 

8:45-10:00 
9/1 20/3 

「列王紀上下」是以先知叙事文體裁寫成，故課程會帶領弟兄
姊妹透過先知的記述，學習從神的角度去明白以色列王國興衰
歷史的主因。藉著以史為鑑，讓弟兄姊妹明白專一跟隨神、單
單按神吩咐而行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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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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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舊約綜覽(上) 

— 網上授課 
陳建亮牧師 

主日 

10:15-11:30 
9/1 27/2 

信徒對《舊約聖經》又愛又恨，愛是因為舊約中有不少家傳戶
曉的故事和聖經人物，內容充滿故事性。恨是因為有些內容艱
澀難明，讀來容易感到沉悶，迷失在錯綜複雜的歷史長河，感
到與我們的關聯很少。此課程希望透過綜觀《舊約聖經》中的
摩西五經和歷史書，令學員對這部分有概略的認識，繼而願意
花時間進深閱讀，了解舊約聖經與我們信仰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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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盧德仁牧師 

+譚淑琴姊妹

(社關教育主任) 

主日 

10:45-11:45 
9/1 13/3 

主耶穌說律法上最大的誡命是盡心、盡性、盡力、盡意愛神和
愛人如己；愛神和愛人是基督徒生活的目的和價值觀的基礎、
引導我們生活的方向和幫助我們為每天面對的問題作出決定；
基督教倫理就是基於我們的信仰，以聖經為本建立生活的原
則，以作出各種合乎聖經教導的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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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詹前駒牧師 

+尹祖伊弟兄 
主日 

10:45-11:45 
9/1 20/3 

心理學家容格曾指出人生基本的問題是要我們成長才能面對和
處理，而使徒保羅亦強調信徒蒙恩得救之後是新造的人，生命
能不斷更新，能以完成主的大使命，作榮神益人的信徒。為
此，我們設計這課程給每一位初信的基督徒參與。一方面是幫
助學員明白主的心意，過有使命感的人生，不論讀書、工作或
是行事為人，以達成主的大使命為依歸！另一方面是從不同方
向帶出信徒「個人成長」的重要及面面觀，以致全人能以從積
極面獲得平衡和整合。目的是讓學員能除去成長與完成使命的
絆腳石，不但能茁壯地成長，更能滿有生命力地向著標竿直
跑！歡迎每一位有心志完成大使命的信徒報讀。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9.  苦難之靈修旅程 李廖美寶傳道 
主日 

10:45-11:45 
9/1 20/2 

苦難是一沉重課題。但，基督教是一個可以談論和經驗苦難的信
仰，因神是受苦的神。我們每天都看見、聽見或親身經歷著個
人、家庭、以至社會上各樣不同的痛苦，這叫我們感到憤怒、悲
傷和無力。然而，苦難是我們人類生命不能逃避的一部分，我們
不其然會問：「神，為什麼？」苦難的因由卻永遠無法瞭解的奧
秘，耶穌卻以祂自己苦難的經歷，告訴我們：「該怎麼辦？」 
每課課堂中，設有短講及靈修實踐。透過短講，我們就「苦難」
課題上作探索及反思；藉著禱告及靈修實踐，我們學習正視自己
的情感和提升對神、對自己的認識，也讓主轉化痛苦為充滿愛的
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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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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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詩篇選讀 

—歸回創造主 
秦姜國芳牧師 主日 

10:45-11:45 
9/1 27/2 

詩篇是一本詩集，被猶太人稱為讚美之書，詩人藉著禱告向上
帝表達情感。這本詩集中的作品主要來自古以色列的崇拜，內
容充份反映個人/集體崇拜的情操。現代信徒可借助詩篇中表
達感恩或抒發悲傷的言詞，表達人生中的不同情懷。詩篇亦具
備屬靈的深度和教訓，能令歷代信徒產生共鳴，十分值得仔細
欣賞和學習。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1.  
以弗所書 

—教會的召命 
秦路生牧師 主日 

10:45-11:45 
9/1 27/2 

【以弗所書】作者保羅並非為了回應以弗所教會的具體處境或
問題而寫此書信，而是勉勵信徒能夠以喜樂的心明白福音的主
要信息和他們所獲得的奇妙特權。書信內容的神學意味十分濃
厚，以「教會論」為主調，強調教會與基督的關係，並神如何
藉著教會成就祂永恆的計劃。此書注重基督信仰與生活實踐的
結合，並幫助信徒靈命的成長，在主裡追求信徒合一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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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李逢秀師母+

陳沛浩傳道+ 

家工部團隊 

主日 

10:45-11:45 
9/1 27/2 

3-6 歲幼童是黃金啟蒙期。本課程以聖經的原則為本，輔以發
展教育心理理論，實踐經驗等去增強父母教導的技巧，了解
3-6 歲幼兒學習與發展的基本規律和特點，責任感、分享、禮
貌、自制力、耐心等，是需要慢慢培養的各種能力，而生活習
慣要在生活中學習，即使是遊戲與玩耍，都是建立重要能力的
好機會。幫忙父母建立對幼兒發展的合理期望，適時的機會教
育，更能讓孩子感同身受，使子女有均衡及健全的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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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華傑傳道+ 

鄧家輝傳道 
主日 

12:15-14:00 
9/1 6/3 

心理學家黃維仁博士融合全球數十套頂尖婚姻療愈課程精華，
整合過去 30 多年尖端臨床實證研究：課程兼具知識與經驗性
互動學習，幫助學員自我了解、處理衝突，對於個人成長、夫
妻、親子、人際關係增進有相當大的幫助。    
跟進班主要讓學員進深操練課程中的六項工具，促使屬靈生命
內化，及生命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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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家庭事工部」3552-
7713(張姊妹) 

14.  
[差傳部課程] 

The Unfinished Story 

 (尚待完成的故事) 

潘錦榮牧師+ 

李娥君姊妹 

主日 

12:15-13:30 
9/1 27/2 

以具啟發性和有趣的短片和特選文章帶出四個宣教核心的課
題，並透過個人應用、成長小組、宣教士生命故事幫助弟兄姊
妹思想和應用當中的內容，挑戰弟兄姊妹生命成長實踐大使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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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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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華語部課程] 

被擄後的選民歷史與

神的默示 

羅培勛傳道 
主日 

12:30-13:45 
9/1 6/3 

通過從南國猶大百姓三次被擄後直到施洗約翰降生前約 600 年
的以色列民族之歷史和上帝透過眾先知所啟示的話語之簡要介
紹，幫助弟兄姐妹更深認識新舊約之間的關聯性，更全面把握
救恩歷史之發展，也對相關經卷的信息有更準確的吸收，以至
於身處不自由的處境中能繼續心存盼望、仰賴神恩、敬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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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