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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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對象/收生要求

1 廖陳群傳道 1月8日 3月12日 適合55歲或以上未信或初信者報讀

2 [長青課程]舊約先知書概覽(三) 史錦添牧師 1月8日 3月12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3 [實用]人際衝突處理與感恩(上) 黃永康牧師 主日午堂 1月8日 2月19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收生要求：長者或有心志服事長者的肢體

4 [長青課程] 馬可福音(五) 溫家宜牧師 週六早堂 1月28日 3月4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1 [家庭事工部]和諧婚姻三重奏 實用科 高承邦傳道 週六早堂 1月7日 3月4日 
名額：20對夫婦；課程對象：已婚夫婦，未信及初信者皆適合；收生要

求：必須夫婦一同報讀

2 新生命、新生活 必修科
陳傑生傳道 + 林郭靜

敏傳道
主日中堂 1月8日 3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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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家庭事工部]黃金啟蒙期(3-6歲幼童)的培育法 實用科
周陳青傳道+家庭事

工部團隊
主日中堂 1月8日 3月5日

課程對象：現有2-6歲孩子的父母；鼓勵夫婦一起參加。歡迎未信的新朋友

或信徒報讀

4 [家庭事工部]破繭蛻變展翼飛(下) 實用科
劉雅菲牧師+ 李廖美

寶傳道
主日午堂 1月8日 2月26日

不設網上報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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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詳情(註)

1  出埃及記—奇妙救恩的旅程 聖經科 黃志根牧師 週六早堂 1月7日 3月11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收生要求：課前閱讀有關經文

2 路得記—救贖的縮影 聖經科 楊華傑傳道 週六早堂 1月7日 3月4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3 從「使徒行傳」看前行的教會 聖經科 史李逢秀牧師 週六晚堂 1月7日 3月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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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福音要道(上) 必修科 潘錦榮牧師 主日早堂 1月15日 3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5 基督教媒體理念101 實用科 丘子彬牧師 主日早堂 1月8日 3月12日
課程對象：任何希望學習如何透過媒體學習及傳播真理的信徒。收生要

求：已經信主及願意積極參與課堂討論及分享。

6 馬太福音(下)：承傳並活出天國的使命 聖經科 曾還佩恩傳道 主日早堂 1月8日 3月5日 收生要求： 開課前已完成閱讀馬太福音一次，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7 以西結書—轉變中的盼望(下) 聖經科 黎家翹牧師 主日早堂 1月8日 3月5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8 [健關部]與癌患者同行 實用科
許家蕙傳道+顏黃少

香傳道
主日早堂 1月8日 3月5日 名額：50人；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9 教會歷史 必修科 詹前駒牧師 主日中堂 1月8日 3月19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0 提摩太前、後書—打美好的打仗 聖經科 秦路生牧師 主日中堂 1月8日 3月19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1 約翰一、二、三書—活現生命之道 聖經科 秦姜國芳牧師 主日中堂 1月8日 2月26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收生要求：穩定出席課堂

12 以斯帖記—有誰能阻攔神的計劃？ 聖經科 鍾曼瑩傳道 主日中堂 1月8日 3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3 [社關部]從聖經拆解同志釋經 [網上授課] 實用科 盧德仁牧師 主日中堂 1月8日 2月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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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從馬太福音中明白猶太人的文化及宣教 聖經科 朱莉鳳傳道 主日午堂 1月8日 3月12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收生要求：能跟著進度在上課前先閱讀經文

15 [華語部]讀經樂 必修科
蕭蓓傳道+龍梁銘恩

傳道
主日12:30-

13:45
1月8日 3月5日

課程以華語授課。收生要求：1. 閱讀指定的文章與完成習作；2. 出席並積

極參與課堂活動。

16 [差傳部]尚待完成的故事 [網上授課] 實用科
潘細寶牧師+ 潘錦榮

牧師
週三晚

20:00-21:15
1月25日 3月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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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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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
從撒母耳記上經典場景看上帝在人生命中的介入
[網上授課]

聖經科 黃粵龍傳道
週四晚

20:00-21:15
1月12日 3月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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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救恩論 神學科 林耀明傳道 主日午堂 1月15日 3月19日 只限恩福會友報讀

查詢電郵：phoebe.leung@yanfook.org.hk

電話：3552 6604

 舊生網上報名、新生填寫電子登記表
(不接受舊生登記)

各堂授課時段

註：索取「破繭蛻變展翼飛(下)」報名表：「基教部」網頁下載或[家庭事工部」信箱，查詢  3552-7713 ( 張姊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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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青  課  程

[長者福音班]耶穌的比喻

長
者
進
深
班

第  一  階  段  課  程

第  二  階  段  課  程

第  三  階  段  課  程(只限恩福會友報讀)



主日上午

10:15-

11:30

20/11 及 11/12   (9:45-12:30)  停車場設協助網上報名/登記專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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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適用 補課團友，請直接與所屬團契牧者/傳助聯絡及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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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