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主日學課程》
2018 年 7 月至 9 月
編號

課程
適合慕道者/初信者 - 「信仰探索班」
早上 9:45-10:45 二樓 208 室 張義金宣教師及黎李淑靜姊妹
透過查考聖經，探索耶穌與人的關係，在現實生活中如何藉
著信仰面對人生各種的際遇，從而認識人生真正的意義。適
合初信者及信仰探索者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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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合信徒扎根 - 「歌羅西書」
早上 9:45-10:45 二樓 207 室
羅廣權宣教師
針對當時異端滲入初期教會的挑戰，保羅在歌羅西書帶我們
回到教會的原初傳統裡，重新認識基督信仰的根基，表明基
督至高的地位和圓滿神性。同樣，現今我們也面對異端滲透
教會的挑戰，此書的教導也甚適切我們的需要。適合所有信
徒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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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意 7 月 8 日 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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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會合一堂北角堂

適合主日事奉人員 - 「羅馬書」
早上 9:35-10:00 三樓會議室 陳李寶珊姊妹及謝國寶弟兄
主要認識保羅對基督信仰的基要教導，以正確的觀念理解
信仰。此時段適合主日事奉人員參加。
適合長者 - 「以斯拉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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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閱讀以斯拉記來認識神的作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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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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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動推介：一生最美的祝福活動
兒童主日學外展活動分享
兒童主日學主日崇拜服事分享
長者主日學及讀經日活動花絮
參加 TnT 課程之導師分享
坊間查經小組資訊
2018 年 7 至 9 月課程(成人主日學）

一生最美的祝福
【音樂巡迴佈道會】 門票請向幹事
日期：2018 年 6 月 16 目
或宣教師索取
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日埸）
晚上 7 時 30 分至 9 時 30 分（晚場）
地點：香港北角百福道 4 號丹拿山循道學校

圖書快訊：因教會維修工程影響，圖書閣現暫停開放，直到另行通
知為止。如有不便，謹此致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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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燕玲 (師資培訓組)
葉繆秀蘭師母 (門徒培訓組)
余鎮強 (培育資訊組)
部員： 容馬詠薇 歐黄玉琼 莫志輝 尹周鳳英 曾謝靜雯
黎李淑靜(顧問) 何國權 麥錦超 黄志豪

兒童主日學外展活動分享
余文綺珊（副部長）
2018 年 1 月 26 和 27 日是非常感恩的兩天，主日學一眾高小
和初中師生在一個難得的機會下，親身經歷著“施比受更為有福”
活出耶穌基督的愛。
我們參與了路德會辦的深水埗“2018 新年街坊聯歡會”，服務
對象是 200 多個基層家庭和流浪者。1 月 26 日的黄昏，14 位師生
為第二天的二百多人聯歡會作出預備工作，預備場地、搬枱搬椅、
拆禮物箱、壓紙皮箱、搬紙皮，搬運和整理極重的禮物包，分類、
组織、清潔…看到學生們都疲倦不堪，但個個面上掛著笑容，在事
奉中帶著喜樂， 這個聯歡會巳舉辦了十多年了，主辦人員說她們每
年前一晚都要做準備工作至深夜，今年有我們主日學學生幫忙，晚
上 7:30 便全部工作完成，感激不盡！
第二天是聯歡會，我們一行 19 師生幫助出外派福音傳單，亦有
少許與石硤尾街坊有直接傳福音的機會，還有幫助分發禮物，派福
袋…等工作，每位學生在一片歡樂氣氛底下，體會著施予、關心、
幫助人，怎樣活出耶穌的愛…(後來亦知道最少有 7 位人士，因為
收了福音單張而進入了教會)。
我們衷心感謝上
帝给 我 們師 生有 此
“活 出 耶穌 的愛 ”
的真實機會，一切感
恩歸與神。

容馬詠薇
TnT 的導師培訓是一個不一樣的培訓！今年 3 月 10 日，我與眾
多位弟兄姊妹一同參加了“Engage Children’s Ministry”培訓日，雖然
是由早上 10 時到下午 4 時的課程，但感覺時間飛逝，非常充實。
很感恩我參加了這課程，我認為 Rory Bell 的培訓很重視復興導
師與神的關係，因我們多親近神，就多得神的生命，也更能消化主的
話語，然後用重點去教導。
他說“teaching religion doesn’t change the heart, we teach God’s
Word.” 我很記得他提醒我們在教導任何信息感動（moved and
engaged），作導師的不單用一些方法來使故事動聽吸引，也必須領
受主的話後，來帶出故事的“Big Idea”，例如究竟透過故事可以讓
孩子明白神有什麽心意呢？怎樣指向基督的救恩呢？可以做到這點
是唯有“pray it in” 即切切禱告和尋求。
今次培訓還有其他環節未能一一在此分享。我盼望下次有機會
與你一同參與和領受。
==========================================================

【坊間查經小組資訊】
鼓勵大家多些參與下列建議的課程，在小組內分享神的話語：
1. 明道精讀團契(明道社)7-9 月課程：啟示錄(下) 、以斯帖記、
提摩太前書、耶利米哀歌及哈巴谷書等。
詳情如下網頁：http://www.mingdaopress.org
2. 生命之道課程（中國神學研究院）9 月份港島區課程：申命記
網頁：https://www.cgst.edu/hk/cht/WolCourses/index/hk#
3. 第 90 屆港九培靈研經會
將於 2018 年 8 月 1-10 日期間舉行，講員包括：
• 早堂：呂紹昌牧師(基督工人神學院院長)
• 午堂：鮑維均牧師(三一神學院新約教授及系主任)
• 晚堂：陳世欽牧師(世界華福中心總幹事)
詳情：http://hkbibleconference.org/

參加 Teaching and Training Ministries 課程之導師分享
季馬月薇
TnT 講座給我最深的印象，就是講員說，作為主日學老師，我
們有責任讓孩子知道自己是罪人，所以才需要耶穌的救恩，而不是
只敎他們好行為或怎樣做個好孩子。
此外，教導聖經時必須精準地傳授當中的真理，而非斷章取義
或單從表面去解釋，我相信這是對每位主日學老師很重要的提醒。
歐黄玉琼
在參加完 TnT 培訓後，我會特別留意男生的需要，因為講員提
到大部分的主日學老師都是女生，我們很自然會從女性角度去設
計課堂之學習和對待學生，我們要按男生喜歡的學習方式去設計
活動，不然就會很容易讓他們流失。
由兒童主日學舉辦的老師培訓亦提醒導師不要只喜歡某類學
生，導師也要學習接納不同類型的人，尤其在敎導有特別需要的兒
童時，要相信他們會因耶穌會有更新和改變。我特別喜歡她用角色
扮演引導我們去和特別的孩子溝通，並討論如何去按他們的思維
方式應對，從而讓他們學到真理，這次培訓給予我很實際的幫助。
鍾黎子儀

Can’t forget through TnT training.
If you think teens are bad, you are worse.
Teach what you really understand, they know you are acting.
Share your success and many failures.
Lifetime lesson even you are not a sunday school teacher.

兒童主日學主日崇拜服事分享
廖卓朗
有一個主日的早上，Auntie Angeline 邀請我去讀經，我聽到就有點猶
豫，最後我都答應。當我和 Auntie Angeline 練習時，我有很多字也不會，
那時我一點感情都沒有，熟練後，我充滿信心，當我讀那日，我非常緊張，
上台前，Auntie Angeline 對我說：「不用怕，上帝會在你身邊。」我讀經
時，反而覺得一點都不緊張，讀經後，我感覺很輕鬆，像在和朋友談天。
我覺得讀經是一種傳福音的方法，且是一種讚美上帝的方法，我還感謝
Auntie Angeline 的指敎下，令我想繼續再次讀經，讚美上帝！
季晞陽
感謝天父給我機會擔任崇拜讀經員，雖然已經有好幾次上台經驗，但
當天崇拜前也有點緊張。我很希望自己沒有任何緊張，能有一個平靜的
心。天父明白我，之後 Auntie Angeline 就為我和 Cyrus 祈禱。最後上台時，
我能放膽把經文讀出，而且一點害怕也沒有。多謝天父幫助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