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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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沛浩傳道 5月14日 7月9日 適合55歲或以上未信或初信者報讀

2 [長青課程]約翰福音研讀 史錦添牧師 5月14日 7月9日 適合55歲或以上信徒報讀

3 [實用]人際衝突處理與感恩(下) 黃永康牧師 主日午堂 5月14日 6月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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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精讀 溫家宜牧師 週六早堂 5月13日 7月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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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4日 7月3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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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修科 劉黃佩華傳道 主日中堂 5月14日 8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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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信仰探討—基督教與其他宗教 必修科
鄭定國傳道+ 劉緒端

傳道
主日 10:15-

11:30
5月21日 7月23日

課程對象： 想認識別異宗教和異端的弟兄姊妹，以及想進一步鞏固基督信

仰的弟兄姊妹。

1 新約綜覽—神對教會的使命 必修科 許綺翠傳道 週六早堂 5月13日 7月15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2 聖靈論 神學科 方瀚銘傳道 週六早堂 5月13日 7月15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3 箴言—智慧的泉源 聖經科 陳建亮牧師 週六早堂 5月13日 7月1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4 靈命塑造由靈修開始 靈命科 陳黎素芳牧師
週六 11:45-

13:15
5月13日 6月24日

名額：24人；適合所有信徒報讀。本課程中的書法靈修需用紙、筆、墨，

學員需自費(約HK$50)

5 哥林多前書—個人主義世代中的合一 聖經科 丘子彬牧師 主日早堂 5月14日 7月9日 
課程對象：追求信仰生活化的信徒。收生要求：於課程開始前已經至少閱

讀哥林多前書一次

6 雅各書—聽行並重 聖經科 潘鍾明麗牧師 主日早堂 5月14日 7月2日 名額：30人；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7 [華語部]舊約巡覽 聖經科 羅培勛傳道 主日早堂 5月14日 7月23日 
名額：30人；課程對象：初信主的肢體和信主雖有些時日卻對舊約聖經仍

感生疏的弟兄姐妹。收生要求：願意花約三個月快速通讀一遍舊約的主要

書卷 。本課程以華語授課

8 彼得前書—從受苦到榮耀的客旅 聖經科 張振峰牧師 主日中堂 5月14日 7月16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9 [家庭事工部]聖經人物性格及兩性相處之道 實用科 梁振偉牧師 主日中堂 5月14日 7月9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收生要求： 已信耶穌三年或以上。請各學員必須自行

講買《從聖經看如何認識和提升自己》(鄺炳釗博士著，天道書樓) 或於

Google Play或其他網上書店購買正版授權的電子書。

10 [家庭事工部]婚前牧養及輔導—建立基督化家庭 實用科
謝百豪傳道伉儷+高

承邦傳道伉儷
主日 12:15-

14:00
7月23日 10月22日 名額：18對(註)直接向家庭事工部報名。

11 [家庭事工部]青少年父母秘笈 實用科
劉何丹傳道及家庭事

工部團隊
主日午堂 5月21日 7月9日 課程對象：歡迎高小至青少年的父母

12
歷代志下選讀：學習盡心作主門徒，專心跟隨神，
一生不偏離

聖經科 周燕儀傳道 主日午堂 5月14日 7月16日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13 聖經考古入門窺探[網上授課] 12:45-14:00 聖經科 梅朗軒牧師 
主日 12:45-

14:00
5月7日 7月23日 

課程對象：對聖經有基本認識與對信仰有基本根基的信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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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的敬拜 實用科 張樂聖牧師
週二晚

20:00-21:15
5月16日 6月27日 名額：20人；課程對象：參與恩福堂崇拜的基督徒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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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曼瑩傳道
週三晚

20:15-21:30
5月3日 7月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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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詩篇》默想：與神對話 [網上授課] 靈命科 莫思敏牧師
週四晚

20:00-21:15
5月18日 7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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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論 神學科 黃宏達傳道
主日 12:30-

13:45
5月14日 7月2日 只限恩福會友報讀

查詢電郵：phoebe.leung@yanfook.org.hk

第  二  階  段  課  程 [平日晚上課程]

第  三 階  段  課  程 [只限恩福會友報讀]

各堂授課時段

 舊生網上報名、新生填寫電子登記表
(不接受舊生登記)

19/3 及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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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直接向家庭事工部報名。請於教會「報名表格索取處」填妥「婚前牧養及輔導-建立基督化家庭」報名表格後，連同推薦團契牧者簽署及支票，遞交至大堂接待處旁「家
庭事工部收集箱」。查詢電話﹕3552-7713家庭事工部幹事 May Cheung

第  一  階  段  課  程

第  二  階  段  課  程

 2023年夏季成人信仰課程(主日學)目錄及報名安排                      14/3/2023更新

長  青  課  程

[長者福音班]雅各書—信心的考驗 主日上午

10:15-

11:30
長
者
進
深
班

舊生報名 新生登記了解詳情
週六早堂：11:45-12:45

主日早堂：8:45-10:00

主日中堂：10:45-11:45

主日午堂：12:15-13: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