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階段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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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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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埃及記 

—奇妙救恩的旅程 
黃志根牧師 

週六 

11:45-12:45 
7/1 11/3 

出埃及記是摩西五經中的第二卷；透過這書卷，我們認識到神
如何施展大能，拯救祂的百姓以色列人脫離在埃及為奴的生
活，及引領他們出埃及，透過頒下律法，與他們立約，成為祂
聖潔的子民的經過，並書中記載了以色列人的領袖摩西的成長
等，在在顯出神信守祂與亞伯拉罕所立之約，並祂的恩典與慈
愛，對明白舊約及新約各書卷極有幫助。我們也可以同時透這
書卷，反思神拯救以民的過程中，給我們甚麼屬靈的教導與提
醒，以致能活出神所給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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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華傑傳道 
週六 

11:45-12:45 
7/1 4/3 

有學者如此形容路得記，是根治士師時代危機的一卷書，是救恩
歷史的縮影。士師記是寫敗壞的根源，路得記寫的是醫治的根
源。士師記 2 章講到約書亞及當代的長老死後，進入一個黑暗時
代，而路得記記載了在無望時刻，有三個人物相信神的慈愛與恩
典，並作出回應，成就神救贖計劃，帶來希望與曙光。                                
期盼與弟兄姊妹們一同研讀這恩惠的故事，認定一切事情發生都
在上帝的救贖計劃之內，在逆境中憑信心回應神的慈愛與救贖。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3.  
從「使徒行傳」看前行

的教會 
史李逢秀牧師 

週六 

18:15-19:15 
7/1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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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福音要道(上) 潘錦榮牧師 
主日 

8:45-10:00 
15/1 12/3 

1517 年馬丁路德開始了宗教改革。在 1646 年, 英國教會為了教
育當時的信徒有關基督教教義而出版了「西敏斯特信仰宣言」
(Westminster Confession of Faith)。簡單、易明而準確的神學信息
乃歷代信徒所需。  
福音要道(上) (基礎系統神學)」根據以上信條為課程大綱, 以經
文作為中心, 務求幫助學員掌握基督教的基要信仰內容。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5.  基督教媒體理念 101 丘子彬牧師 
主日 

8:45-10:00 
8/1 12/3 

拉斯神學院教授雷士頓說：「單從文字學習聖經真理是平面地
認識神，如能輔以藝術媒體則能立體地認識神。」21 世紀隨
著智能手機及各種社交平台的普及，人對訊息的接收及真理的
學習已經越來越倚賴多種媒體了。本課程從聖經及基督教藝術
發展史當中探討藝術、媒體與信仰及神學之間的互動，學習基
本媒體創作理念及技巧，從而瞭解如何透過媒體推動對真理的
學習及傳播，促進我們立體地認識神。教師簡歷：曾從事錄音
室工作，於達拉斯神學院主修媒體藝術，參與敬拜事奉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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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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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馬太福音(下)：承傳並

活出天國的使命命 
曾還珮恩傳道 

主日 

8:45-10:00 
8/1 5/3 

本課程是馬太福音(上)的延伸，藉著參考沈志雄牧師對於馬太
福音的五段言論結構，就是從每一段主耶穌的先「言」後
「行」，透過對「行」的叙述來引證「言」的宣講的真確性。                                  
從這五段言論的研究，抓住作者馬太要表達的信息，就是主耶
穌要我們承傳和活出天國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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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家翹牧師 

主日 

8:45-10:00 
8/1 5/3 在大崩亂後，神如何重建信心，使信徒在混亂的世界局勢中看

清前路，以平安穩妥的心前行。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8.  [健關部]與癌患者同行 
許家蕙傳道+ 

顏黃少香傳道 
主日 

8:45-10:00 
8/1 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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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教會歷史 詹前駒牧師 
主日 

10:45-11:45 
8/1 19/3 

基督教教會自耶穌以來, 如何發展至今日面貌呢？又今日教會
種種教義、體制, 是從何而來？正如傳道書所講「日光之下無
新事」, 同樣, 每世代的信徒面對信仰挑戰時, 他們的回應, 如
何成為今日世代的參考與啟迪？故本季主日學教會歷史一課, 
不是講解全部二千年教會歷史發展過程, 這是太冗長及乏味的
事情, 而是透過教會幾件重要事件發生, 以及聖徒們如何回應
大時代, 作為骨幹, 好讓我們了解我們今日如何活出信仰。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0.  
提摩太前、後書 

—打美好的打仗 
秦路生牧師 主日 

10:45-11:45 
8/1 19/3 

保羅在馬其頓宣教，留提摩太在以弗所牧養教會。當時提摩太
還年輕，尚未熟練教牧工作，另外當時流行各種異端教訓，故
保羅寫了【提摩太前書】，教導他如何抗拒錯誤的道理教訓，
並如何管理ˎ牧養教會及操練自己作個基督耶穌的好僕人。後
來保羅宣教途中被捕，再度繫獄羅馬，他自知在世時日無多，
被迫簡要地將最後幾件重要的事記述，他寫了【提摩太後
書】，內有臨死移交事工的意味。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1.  
約翰一、二、三書 

—活現生命之道 
秦姜國芳牧師 

主日 

10:45-11:45 
8/1 26/2 

約翰書信反映當時教會的處境，作者以關愛信徒為起始點，向
他們說明信仰的確據，鼓勵他們忠於基督信仰及實踐信仰，同
時亦提醒教會防避在他們中間製造分裂的教會領袖。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2.  
以斯帖記—有誰能阻

攔神的計劃？ 
鍾曼瑩傳道 

主日 

10:45-11:45 
8/1 12/3 

您曾否因著世代敗壞，而懷疑上帝的計劃能否成就? 透過研讀
《以斯帖記》，學習從神的視野看亂世，並勇於承擔神放於我
們身上的使命。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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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社關部課程] 

從聖經拆解同志釋經 

[網上授課] 

盧德仁牧師 
主日 

10:45-11:45 
8/1 19/2 

認識聖經如何解釋同性戀及一眾性別議場的相關解釋及教導；
分析現時坊間內出現的同志釋經方法如何錯誤曲解聖經；從而
了解上帝透過聖經啟示祂創造天地時已建立的性別家庭系統，
如何祝福及保護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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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莉鳳傳道 

主日 

12:15-13:30 
8/1 12/3 

你可能讀過馬太福音很多遍了，但認識當中的猶太文化和背景
嗎? 你又可明白主耶穌對猶太人得救的關切，從古到今都未曾
改變? 我們對猶太群體認識有多深? 此課程透過選讀馬太福音
並講解書卷裏的猶太文化，幫助使學員更明白經文信息，同時
也介紹現今猶太人的情況和福音需要，最後更有宣教士分享。
藉此課程，學員可以明白主心意，與主一起關心猶太人的得
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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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蕭蓓傳道+龍梁

銘恩傳道 

主日 

12:30-13:45 
8/1 5/3 

本課程主要講解讀經的態度及介紹歸納式研經的理論與運用。 
課程目標： 透過本課程，學員能夠： 
1. 認識讀經的態度與聖經的不同譯本。 
2. 學習及運用歸納式研經於讀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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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細寶牧師+ 

潘錦榮牧師 

週三晚 

20:00-21:15 
25/1 29/3 

以具啟發性和有趣的短片及特選文章帶出宣教的四個核心課
題，並透過個人應用﹑成長小組﹑宣教士生命故事幫助弟兄姊
妹思想和應用所學習的內容，挑戰弟兄姊妹生命成長並實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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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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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粵龍傳道 
週四晚 

20:00-21:15 
12/1 2/3 從撒母耳記上經典場景看上帝在人生命中的介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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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