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階段課程 (14/3/2023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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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約綜覽 

—神對教會的使命 
許綺翠傳道 

週六 

11:45-12:45 
13/5 15/7 從新約經卷裡面，看到基督的生平，初期教會的建立，使徒將

福音廣傳的軌跡。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2.  聖靈論 方瀚銘傳道 
週六 

11:45-12:45 
13/5 15/7 每一位信徒都需要認識聖靈是誰並祂的工作。透過課堂互動學

習，讓學員在聖經的真理當中，從不同的角度認識聖靈。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3.  箴言—智慧的泉源 陳建亮牧師 
週六 

11:45-12:45 
13/5 1/7 

《箴言》在舊約屬於一卷智慧書，這智慧不只是出於人的智慧，
更是從「上頭」來的(雅三 17)，從中我們可以學習如何用一種討
神喜悅，同時能幫助我們與這世界相處得宜的方式說話行事，盼
望從箴言歸納出來的主題，作深入的研讀和思想，讓弟兄姊妹得
著神所賜智慧之泉源，活出一個討神喜悅的生命。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4.  靈命塑造由靈修開始 陳黎素芳牧師 
週六 

11:45-12:45 
13/5 24/6 

從決志信主一刻，靈修便成為我們必須做及非常重要的事。然
而，過程中卻令許多基督徒產生不少迷思。或許有人問：「靈修
了這麼久，為何我的屬靈生命仍感到乏力和軟弱?」或是：「靈修
沒有得著，只為責任，感到枯燥又無奈！」又或是：「我靈修時
與神很親密，但在人際關係中卻總會與人不和諧…」又或是：
「靈修所領受到卻不能應用在我的家庭和工作中…」 
這課程讓學員明白靈修的真義，並透過書法靈修的實踐，經歷神
的同在，以致在生活中實踐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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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丘子彬牧師 

主日 

8:45-10:00 
14/5 9/7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的應用神學之卷，雖然經歷 2000 年，但內
中信息的實用性對於今時今日的信徒而言同樣適切。本課程透
過研習哥林多前書，發掘內中的主題重心思想及主題，從而了
解信徒在今時今日的世代如何活出信仰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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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鍾明麗牧師 
主日 

8:45-10:00 
14/5 2/7 

雅各書的作者指責那些假冒為善的信徒，指出信心與行為的密
切關係，勉勵信徒將信仰和生活結合。雅各書是教導信徒活出
信仰的說明書，書中指出連串的“不”和“要”，讓我們體會
到信仰路是一點也不抽象。 

名額：30 人；適合所有信
徒報讀。 

7.  [華語部]舊約巡覽 羅培勛傳道 
主日 

8:45-10:00 
14/5 23/7 

依照救恩歷史的脈絡把舊約主要經卷內容予以概括性介紹，並
帶領學員發掘出舊約啟示和新約十字架救恩之間的關係，更多
認識上帝對人類的完整旨意，瞭解上帝在舊約時代的奇妙作
為，更全面掌握上帝的至善屬性，幫助學員清除舊約學習中的
一些常見障礙，激勵學員更願意自行研讀舊約的各書卷或者日
後選讀舊約書卷的課程，更多領受到神話語中蘊藏的豐富祝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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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階段課程 (14/3/2023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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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彼得前書 

—從受苦到榮耀的客

旅 

張振峰牧師 
主日 

10:45-11:45 
14/5 16/7 透過彼得前書的研讀， 啟發信徒如何在艱難的世情裡作一個

走入榮耀的地上客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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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振偉牧師 主日 

10:45-11:45 
14/5 9/7 

解構部份聖經人物性格，從而學習如何成長，以及兩性相處之
道，建立一個合神心意的生命。 (主要以聖經原則為中心，以
九型人格的理論作輔助教學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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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收生要求： 已信耶穌三年 

或以上 

 

10.  
[家庭事工部] 

婚前牧養及輔導 

—建立基督化家庭 

謝百豪傳道伉

儷+高承邦傳道

伉儷 

主日 

12:15-14:00 
23/7 22/10 

課程包括： 

婚前牧養課程(12 課)：1. 是時候結婚嗎？ 2. 聖經的婚姻觀 

3. 愛的真諦 4. 原生家庭 5. 婚前輔導營 6. 夫妻的角色 

7. 如何作決定 8. 衝突的處理 9. 理財之道 10. 姻親關係 

11. 婚禮的意義與籌備 12. 家庭計劃 

婚前輔導營：（三日兩夜） 

 

名額：18 對；不設網上報

名； 

課程對象： 18 歲以上，有

意計劃結婚的弟兄姊妹，必

須男女雙方一起參加；報名

詳情參閱家庭事工部報名表 

11.  
[家庭事工部] 

青少年父母秘笈 

劉何丹傳道 

及家庭事工部

團隊 

主日 

12:15-13:30 
21/5 9/7 

作為青少年的父母，是否有感子女進入青春期後與自己的磨擦
增加了很多？青春期這無形的「冰牆」 到底應該如何面對及
突破？  
本課程會幫助父母更了解及面對青春期子女的發展情況，掌握
如何與他們相處，以神的愛去關心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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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燕儀傳道 
主日 

12:15-13:30 
14/5 16/7 

歷代志下主要以所羅門的事蹟作起始，帶出大衛之約的實現，
以及猶大諸王的歷史。牧者期望從幾位好君王的身上，探討基
督徒如何持久地跟隨神，一生不偏離，成為神所喜悅的門徒。 

適合所有信徒報讀。 
 



第二階段課程 (14/3/2023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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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聖經考古入門窺探 

[網上授課]  
梅朗軒牧師 

主日 

12:45-14:00 
7/5 23/7 

研讀《聖經》時，我們著重的是明白經文的作者原意。經文的
作者與讀者卻生活在一個與我們非常有距離的古代世界中。對
經文作者與讀者背後的世界有越深的了解，越能幫助我們明白
作者在當時的處境中希望對當時的讀者溝通的原意。而考古學
就是幫助人了解經文作者與讀者所身處的世界的最佳辦法。考
古學究竟如何能夠幫助我們明白聖經？考古學可靠之處是甚
麽，憑甚麽去支持他們的結論？考古學又有多少限制？本課帶
領信徒對考古這門科學有最開端的認識。除了深入淺出介紹最
基礎的考古學原理，也會特別針對信徒可以如何好好利用考古
這門科學，及如何面對考古學對聖經與信仰帶來的挑戰。最後
一節更設實體模擬考古實習，讓信徒淺嚐考古發掘的滋味，並
為整個課程作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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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基督教的敬拜 張樂聖牧師 
週二晚 

20:00-21:15 
16/5 27/6 從歷史，音樂及聖經去了解崇拜的發展及詩歌的發展 

名額：20 人；課程對象：
參與恩福堂崇拜的基督徒 

15.  
[差傳部] 

尚待完成的故事 

[網上授課] 

潘細寶牧師+ 

潘錦榮牧師+ 

鍾曼瑩傳道 

週三晚 

20:15-21:30 
3/5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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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  
《詩篇》默想： 

與神對話 

 [網上授課] 

莫思敏牧師 
週四晚 

20:00-21:15 
18/5 6/7 

透過神的話語《詩篇》，在安靜中以「誦讀」(lectio) ，導向
「默想」(meditatio)，轉向「祈禱」(oratio)，與神相遇及溝
通，建立親密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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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