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成人主日學課程 （2017 年 4 月至 6 月）  【4 月 2 日 開課】 

編號 課程 

1 適合初信者 - 「新生命與新生活」  

早上 9:45-10:45 二樓 209 室  羅廣權宣教師 

旨在幫助信徒明白聖經的真理及基本概念，並將當中的價值觀和

意義應用在生活上。適合初信者及剛接受水禮者須參加。 

2 適合信徒扎根 -  「基督生平」(二)   

早上 9:45-10:45 二樓 208 室   張義金宣教師 

繼續研讀基督即將離世走上十架的事蹟及教訓，幫助信徒更認識

耶穌的使命及衪展現的愛。適合信徒扎根真理。 

 

3 適合信徒服事 - 「以賽亞書」(二) 

早上 9:45-10:45 二樓 207 室 葉青華牧師 

繼續研讀以賽亞書，幫助信徒更明白神的審判和救贖的奇妙作

為，從而更明白神愛人的心意。 

 

4 適合主日事奉人員 - 「約翰福音」  

早上 9:35-10:00 三樓會議室  陳李寶珊姊妹及謝國寶弟兄 

約翰福音與頭三卷福音書有多方面不同，主要記載耶穌的講論及

涉獵不同的主題，強調耶穌與個人的關係。此時段適合主日事奉

人員參加。 

 

5 適合長者 - 「歷代志上下」概覽    

早上 9:35-10:35  R 樓婦女室  陳何嘉樂姊妹及陳浩然弟兄 

從閱讀歷代志上下來認識神的作為，學習聖經真理，讓生命得著

建立和幫助。此課程適合所有長者參加。 

 

報名辦法：請填妥成人主日學報名表格及交回辦事處，或 

在三樓活動告示板的報名紙上填上姓名即可。 

 

 

 

 

  

 

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北角堂 

信徒培育部季訊 

2017 年 3 月第一期 

˙ 圖書資訊 

˙ 信仰的基石 

˙ 你關心孩子成長嗎？ 

˙ 活動花絮 

˙ 成長的階梯 

˙ 坊間查經小組資訊 

˙ 四至六月課程(成人主日學) 

 

 

 

 

 

 

 

圖書快訊： 

位於多功能室的本堂圖書館具備各類藏書、崇拜錄影 DVD 及信仰專題的光

碟。另外，每月首個主日崇拜後，部份書籍設於一樓副堂書攤，歡迎借閲。 

借閱方法：圖書館以自助登記的形式借閱及交還，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可在辦

公時間內向幹事查詢。 

 

信徒培育部成員 

部牧：  張義金宣教師        副部牧：羅廣權宣教師 

部長：  黃麗娟執事 

副部長：余文綺珊 (主日學組)         凌葉麗嬋 (師資培訓組)        

陳燕玲   (門徒培訓組)       余鎮強   (圖書資訊組) 

部員：  容馬詠薇 歐黄玉琼 莫志輝 尹周鳳英 容仕政 徐王麗玲 

何國權 歐啟文 黄志豪 

 

【福音•百變學堂】 

舉行日期：四月二十三日（主日崇拜後） 

用什麼來打開話題傳福音? 葉青華牧師將示範、教授幾招魔術，

用輕鬆手法來分享福音。詳情請稍候留意周刊！ 

 預告 

 



       可知道甚麼是「信仰的基石」?     歐黄玉琼 

以往的兒童主日學教材重於教導聖經人物或事蹟，孩子上主日學多

年後，可能知道很多聖經故事，但卻無法清晰地表達聖經最基本的福音

要理。有鑑於此，我們的主日學在 2016 年 7 月開始選用了改革宗出版

有限公司的「信仰的基石」，盼望藉此能讓孩子更有系統地學習聖經真

理。 

1647 年由許多牧者與神學家，於倫敦西敏大教堂開會制訂了信仰準

則「西敏小要理問答」。1830 年一位長老會的長老，以「西敏小要理問

答」為藍本，為孩子編寫了一本《兒童要理問答》。「信仰的基石」就是

以《兒童要理問答》為本而編寫的兒童主日學教材，課程預計孩子可以

於 6、7 年內完成學習信仰的基礎要理。 

  

十四個系列 你知多少? 

A. 創造 

B. 三一上帝 

C. 上帝奇妙的圖書館 (即聖經) 

D. 永生 

E. 聖約與應許 

F. 如何抵擋欺騙者 

G. 新的創造 

 

H. 聖靈是我們的幫助者 

K. 耶穌是先知、祭司與君王 

L1. 十誡 (對神應盡的責任)           

L2. 十誡 (對人應盡的責任) 

M. 主禱文 

N. 聖禮 (洗禮、聖餐) 

O. 基督會再來 

 

每系列的課程可用半年的時間去教授，我們教會的兒童主日學(初

小、高小和初中級) 於去年的下半年試用了系列Ａ創造，初中級導師更

參照 [西敏小要理問答家庭靈修日引] 作教材，學生反應喜歡。 

今年上半年將會用系列 B.三一上帝，而下半年則會用系列 C.上帝奇妙

的圖書館的教材。我們更採用了雙導師制，每堂課會有兩位導師負責講

解信息和帶領學習遊戲或真理應用活動，務使學生學得更活潑。 

成人主日學之成長的階梯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上帝的兒子，得

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使我們不再作小孩子…。」

(弗 4:13-14a) 

上帝喜悅我們在真道上成長，所以本堂現提供清楚的成長階梯給

大家，讓大家知道自己現站在何處，然後拾級成長，報讀成人主

日學的課程，藉此經驗在基督裏的豐富，成為主所愛的工人！大

家立即行動去裝備自己啦！ 

 

坊間查經小組資訊 

附上坊間查經小組的簡便資訊，旨在鼓勵大家多些參與研讀及在小組內分享神的話

語。詳情請瀏覽以下網頁： 

1. 明道精讀團契 (明道社) 4-6月課程：彼得前後書、啟示錄(下)、尼希米記、 

雅各書、以弗所書、傳道書。 

網頁：http://www.mingdaopress.org/v2/html/main_training_index.php 

2. 研讀聖經團契(BSF)：約翰福音(中文班及衛星小組) 

網頁：https://bsfhk.org 

3.  生命之道課程（中國神學研究院） 

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index/hk# 

慕道 /  

初信期： 

福音性研經 

新生命與新生活 

 學道班 

基礎 / 

扎根期： 

信徒生活 

聖言教導 

成長 /  

服事期： 

信徒生活 

聖言教導 

事奉訓練 

 

成熟 / 

服事期： 

信徒生活 

聖言教導 

事奉訓練 

門徒訓練 

https://bsfhk.org/


鼓勵你回應上帝呼召接受裝備……你可願意嗎? 

如果您願意接受主的差遣服侍孩子，雖然會考慮加入主日學的導

師團隊，但因為害怕自己對聖經認識不深，又怕花太多時間預備

教材、又不會編寫教案，所以不敢貿然參與這項服侍的話，今年

採用的《信仰的基石》系列正切中了這需要，既有「實料」又有

「巧方」，只要花一、兩個小時備課，先造就自己，便能造就孩

子。  

網上還有【信仰的基石】的教材要理問答、示範教

學影片給主日學老師參考。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565DEuGVQ&feature=youtu.be 

 

為配合裝備主日學老師，現正考慮有關支援計劃。詳情請留意日

後公佈。與此同時亦鼓勵主日學老師進深上帝的話語，本堂舉辦

有季度成人主日學並其他培訓活動，如上半年「教會領袖訓練課

程」及下半年研讀《塑造主生命》。 

如對以上課程感興趣者，歡迎與本堂宣教同工張義金宣教師查詢。 

 

 

********************************************************* 
答案： 

1）人的主要目的是榮耀上帝，以祂為樂，直到永遠。 

經文： 你必將生命的道指示我。在你的面前有滿足的喜樂。在你右手中有

永遠的福樂。詩 16：11 

2）上帝是個靈。他的本體、智慧、權能、聖潔、公義、良善、真實、都是無限

無量、無始無終、永不改變。  

經文：上帝是個靈，所以拜他的必須用心靈和誠實拜他。約 4：24 

3）凡不遵守或違背上帝的律法的，都是罪。 

經文： 凡犯罪的，就是違背律法；違背律法就是罪。約壹 3：4 

您關心孩子在真理中成長嗎？現在北角堂主日學教甚麼？                      

幼兒至小學班 （107 室及 108 室）                凌葉麗嬋 

面對現今社會的亂象，教養孩子至聖真道的責任

尤為重大。由 2016年起合一堂北角堂的主日學

幼兒至小學班的課程是「信仰的基石」。以簡單的圖像表達經文

的深意或抽象的教義，絕對不是一件簡單的事，在這裡與你分享

其中一課的一個小段落： 

在上帝沒有不可能的事 

使用一隻大黃蜂來表達「不可能」概念。因為人類雖然能造飛機，
卻想不透大黃蜂微小的翅膀如何撐起龐大身軀。只有上帝能讓大
黃蜂飛翔，在祂沒有不可能的事。  
這樣的主日學課程內容，不單只是孩子感到有趣，教學相長，連
老師也獲益良多，對嗎？ 
 
初中學班（四樓主日學室） 

無論您是在慕道，或已經信從主多年，您能準確地回答以下三條

問題嗎？ 

1） 人的主要目的是甚麼？ 

2） 上帝是怎樣的上帝？ 

3） 罪是甚麼？     （答案在本期《季訊》內找） 

 

如果您問本堂今年主日學初中學班的同學，他們就必能輕鬆回答 

您。現在每星期本堂四樓主日學室的中學班就以「要理問答」為

重點教學內容，共有 107問，課課精彩。務求為正值青春期的青

少年在聖經真理上，提供有系統的主日學課程，打穩基要信仰根

基。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j565DEuGVQ&feature=youtu.b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