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歌教會冬季(2013年12月- 2014年2月)國語成人主日學簡介
主日9:15-10:30am
課程名稱 /教課老師

課程簡介

1. 受洗造就班

從為您解答受洗之謎：「人要多好才能受洗？」、「受洗以後

黃天, 管一平

做不好怎麼辦？」、「受洗是否等於買了進天堂保險？」到幫
助您了解並進入「讀經、禱告、崇拜、見證、奉獻、跟隨主、

D309

2. 豐盛生命
趙平寰與同工
A106

A114

6. 新約綜覽 I

教會生活與事奉、教會簡史及信經」等豐富內涵。

陳真與同工

「要愛慕那純淨的靈奶，像才生的嬰孩愛慕奶一樣」這是彼得對

D140

小亞細亞剛信主不久的信徒的勸勉；在基督裡新生的嬰孩需要
有靈奶供應，才能長大成人，靈奶就是神的話。重生的基督徒嘗
過主恩的滋味，知道主是美善的。然而成長要面對一個充滿誘惑
又有苦難的世界，需要滿有神的話，經歷豐盛的生命，才能夠成
為一個健壯的屬靈人。「豐盛生命」這堂課要告訴您如何靠神

7.

的話在日常生活中得勝。讓初受洗的弟兄姐妹認識神在您生命中

仝澤恩
A310-ABC

4. 先知書的導向
房栗寳
房烈寳
A110

5. 舊約綜覽 III
李士彦與同工

基要真理

在這個歪曲悖謬、異端邪說盛行的時代，你對你所信的福音真

生鳴與同工

理：上帝、聖經、基督的神性、贖罪、撒旦、天使等有正確的

D142

妹與神建立更親蜜、活潑的關係，並被裝備成為神在傳福音及造

童彼得
張易賢

神的救贖計劃在祂漸進啟示中經過四百年的靜默時期，終於進
入祂啟示的高峰：神的國臨到人間，由耶穌基督把神的國帶入
人類歷史。在四福音中我們將讀到耶穌的誕生，受洗，服事及
為我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復活，現在坐在父神的右邊
為我們代求。使徒行傳講到聖靈的降臨，教會的成立與福音的
廣傳；羅馬書講到因信稱義與成聖的真理，哥林多前後書講述
教會所面對的諸多問題及如何培養聖潔的品格，加拉太書為因
信稱義的真理作有力的辨護，以弗所書講到神在永恆計劃裡對
教會崇高的目標和實現這目標的步驟.

認識嗎？你是否明白什麼是神的屬性、神的旨意、神的作為？

的旨意為何？並如何一生與主同行。也讓受洗有一陣子的弟兄姐

3. 羅馬書

者靈裡深處對神之回應。本季主日學課程藉著學習這五卷詩歌
智慧書，使我們今日之基督徒操練個人靈修並經歷與神相交之
體驗、學習合神心意的處事之道，以及藉著對世上愛情的經歷
進而體驗基督對我們奇妙無比的愛。願神使您得著真智慧，不
但用頭腦去明白，也學會用心靈去體驗，一生蒙神祝福。

你是否對什麼是異端、什麼是極端有清楚的分辨？本課將以深

就信徒事工上的寶貴器皿。歡迎基督徒來參加，一同學習！

入淺出的授課方法，闡明基督教基本教義，使你對真理的内容

羅馬書是怎麼樣的一卷書呢? 其實聽聽教會歷史上的幾位屬靈
偉人怎麼說.我們大概可以知道一些關於這卷書的事, 馬丁路德
從書中獲得光照, 發現 "因信稱義" 的真理, 因此他說: 「這
是通往天國之路, 新約書卷中的巨著, 是純正福音」, 奧古斯丁
讀了(羅十三:13), 從此脫離敗壞改變了他的一生, 約翰衛斯理
聽人講羅馬書他覺得自己的心「莫明其妙的火熱起來」。時至
今日, 仍有不少學者仍在孜孜不倦地註釋羅馬書, 另一方面大
部份聖經學者把羅馬書定位為保羅的「系統神學」,被公認為保
羅神學的高峰, 以致於加爾文說: 「若能真正明白這卷書便是
開啟了聖經一切奧祕寶藏之門」, 這就是羅馬書 。
舊约被稱為律法與先知之書, 顯見先知的地位和影响卓著. 默
想十七卷先知書, 無論是預言或警戒, 在在都彰顯出神藉著先
知們在以色列民以至萬族萬邦中所要成就的心意. 瑪拉基是舊
约最後的一位著作先知. 隨著沈默的四百年, 神讓他獨生的愛
子降世為人, 親自担當世人的罪. 施洗约翰是為主開路的先锋,
成為新约中承先啟後少數地幾位先知之一. 其實主的心意是巴
不得每一位子民都是他的先知, 譲認識神的知識像水充滿洋海
一般. 保羅認可先知是一種莫大的恩赐, 要信徒羡慕學習, 而
啟示錄中也提到尚有两位先知還未出現. 縱貫整夲聖經, 先知
的信息究竟有什麼連續性? 神對這個世代的新以色列人和舊以
色列人還有什麼尚未傳遞的信息? 這门課是讓我們再回到神的
話語中去思考先知書的導向.
詩歌智慧書包括舊約聖經中《約伯記》、《詩篇》、《箴言》
、《傳道書》和《雅歌》。這些書卷都是用詩歌體裁寫成。不
同於摩西五經、歷史書卷與先知書，詩歌智慧書是作者在聖靈
感動下，記錄他們個人生活和心靈之經歷與體驗，也表現出作

有更深刻的明瞭，讓信心更爲穩固。

8.

神手中的器皿

因著祂的榮耀, 神曾經使用許多人作為祂的器皿來幫助我們在福

新造的人同工

音裡成長。同樣的, 神也要使用我們去幫助週遭的人成長。 這

A308

門課是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 實用神學以及 CCEF
(Christian Counseling & Education Foundation) 教 材的一部份, 它
著重於以神的方法:「愛」、「知」、「言」、「行」來幫助我
們週圍的人改變。在每天實際生活與各種人際關係的操練中, 這
九個月的課程幫助我們向耶穌基督學習如何愛人，了解人, 以愛
心說誠實話, 與人同行, 一起活出在基督裡的新生命, 也更多的一
起經歷福音的大能。

9.

活出基督 - 從
校園事奉開始

本課程專為在校園服事的青年信徒靈命成長設計。通過查考新

張林、張劍等
同工

胸懷，擴張信徒屬靈的眼目，明白神的恩典和永恆計劃，了解

D144

方式，注重青年信徒靈命成長和在校園事工服事中的實際應

約聖經以弗所書，使青年信徒看到神國的異象，擁有神國度的
神在地上設立教會的旨意。通過解經教導與小組討論相結合的
用。也幫助青年信徒面對后現代社會各樣的挑戰，依靠聖靈的
大能，在服事、工作、學習和生活中活出神所命定的旨意。

10. 為何我信
Why I Believe
黃吳期馨師母
D135

我們將一同觀看 Chip Ingram 牧師的 12 課護教學錄影課程，
每課 30 分鐘， 之後分小組討論課本裡的題目，背誦相關經
文，希望藉著這樣的學習，來裝備每個願意在真道上造就自己
的基督徒，以致更有勇氣和智慧與人分享聖經中的真理，引領
人認識真神。

4

最偉大的使徒 - 彼

大多數基督徒相信保羅是最偉大的使徒。但我的選擇卻是

得? (粵)

彼得。彼得不是一個學者，他有家庭，房子，事業和世俗

區少棠

的需要(與我們相似) 。彼得與耶穌生活，與耶穌散步（陸

楊書毅
A306

上和海上) ， 很少離開耶穌。彼得對耶穌承認他的罪，他

主日10:30am-12:15pm

向，也死在十字架上(教會傳統) 。我們研讀關於彼得的經

課程名稱 /教課老師

課程簡介

1. 福音班

聖經說：「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福音是

張超 Mongomery
團契眾同工

文，從彼得學習如何愛耶穌。
5

什麼？耶穌是誰？為何基督徒信的神才是真神？救恩是什麼？
聖經的話有權威嗎？黃吳期馨

若歌教會冬季(2013年12月- 2014年2月)
粵語成人主日學簡介

2

本班主日學是為了配合粵語堂門徒成長路的基本要求而設

II: 品格篇(粵)

立。此班會採用細胞小組形式來進行。我們會一起研讀

本班只限學生八個
人
A305

MasterLife 的十架篇這本書。在兩星期內要完成五天的指

定功課。每天功課需要約三十分鐘時間，然後在課堂中一

起討論、分享、禱告、彼此用生命來勉勵。最終達到與耶

穌基督建立一個個人的、終生的、順服的關係。在這關係

裡基督會把你的性格變得像祂，會把天國的價值觀成為你

福音班 (粵)

採取討論方式，探討神的存在、聖經的可靠性、基督教是怎麼

的價值觀，以及會把你放進祂的計劃裡，讓你在家庭、教

林永華及同工
A304

一回事、耶穌是誰、罪的定義、救恩之道及新生命等。

會和世界中履行的祂大使命。若非有特別事故不能缺席。

基要真理(粵)

本課程將深入淺出地闡明基督教信仰中較為主要的真理和

夏長勝傳道

教義，使信徒不但自己靈裡得益，在真道上建立正確及穩

王偉光

固的信仰根基，而且裝備自己更有把握地傳揚褔音及訓練

黃國宏

門徒。本課內容包括系统性的介紹：聖經、神、人、罪、

A308

6

基督、聖靈、救恩、教會、天使及末世等，並且分析這些
論題與若歌教會信仰條文(RCCC’s statement of faith) 的
關連，以及在信徒生活上的應用，歡迎弟兄姊妹一齊追求
學習。

3

成長路 - 主掌生命

盧志成及同工

D310, 309

1

也否認耶穌. 彼得是耶穌的學生和朋友，改變早期教會的方

末世論 II (粵)

譚國昌
A214

長久以來，末世論乃基督徒喜歡研究的課題；但與此同
時，當中深奧難解的內容及無法達致共識的地方，使很多
人情願避而不談。本課程旨在從聖經裡棎討末世論。我們
將概觀各種末世論。並且透過歸納式研經法，研讀但以理
和啟示錄兩書，及其他有關經文，我們會嘗試了解神的話
語和異象的啟示，建立符合聖經的末世論。盼望對末世論
有了正確的認識，更激發我們過一個敬虔警醒的生活。

初信班 (粵)

介紹基督徒基本信仰，並解釋如何敬拜、事奉、讀經、禱

劉佑光及同工
A307

告及見證等，學習過基督徒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