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信徒領袖證書課程 2009-2010 年度 春季課程註冊表
修
讀

科目 編號 講師
班
別

上課時間
地
點

截止
學
分

學
費

書
費

基本查

經法 (一) 

＊

FB1102A
馮慧敏
傳道

基
礎
班

4月9日至5月7日
（逢周五 7:30pm-
9:30pm，共五課；5
月14日同行小組）

4
樓 14/3 1 $50 $50

研經法

＊
MB2100  

吳彩虹
傳道、
陳宇恩
傳道

中
級
班

4月9日至5月7日
（逢周五 7:30pm-
9:30pm，共五課；5
月14日為同行小組）

6
樓

14/3 1 $50 --

基督教

倫理縱

橫談

＊

MT2401 
梁明財
牧師

中
級
班

5月28日至6月25日
（逢周五 7:30pm-
9:30pm，共五課；5
月14日為同行小組）

6
樓

2/5 1 $50 $50 

傳道書

精讀
LB3104

麥兆輝
牧師

領
袖
班

4月8日至5月6日（逢
周四7:30-9:30pm，共

五課）

6
樓

14/3 1 $50 $63

宣教課

程：    

《把握時

機》

LS3300

《把握
時機》
課程導
師統籌

領
袖
班

4月13日至6月22日
（逢周二7:30-
10:00pm；5月4日暫
停，共十課）。限
30人，詳情請取閱 
Kairos 課程單張，
學員須經由差會甄
選，不合者將退回
款項。

4
樓

14/3 2 $100 $150

姓名： 電話：

學號： 電郵：

＊為必修科目，其餘是

選修科目。

學費$

入學行政費 (首次) $

書費$

同行小組(年費)$

已收總額$

支票號碼：                                 經手人：

全新推出：Alive活出信仰系列

訓練事工全新「Alive活出信仰系

列」課程，課堂鼓勵互動、活學活

用及團隊精神，大部分以活動、考

察形式去學習；功課可發揮創意空

間，使學習過程更富趣味。第一輪

課程為靈修營，以及猶太教信仰及

文化，請踴躍報讀！

P.4

+首次報名人士，請閱「課程簡介」內之報名須知。請填妥入學報名表格（可於會友
服務處索取或於訓練事工網頁下載），學員需繳交註冊行政費用港幣一百元正。所有
表格請交回「會友服務處」或五樓辦公室。



　　去年七十周年堂慶，訓練事工推出

信徒領袖課程，得到良好的回應，至

今已有290多位弟兄姊妹報讀。不少會

友對訓練事工的異象和發展很關注，為

此，本人在這裡與大家分享訓練事工的

緣起和發展方向，期望拋磚引玉，將訓

練課程辦得更好，榮神益人。

(一) 開設課程的緣起

　　七十年代中，城浸在暑假裡開辦一

系列的課程，以招募及訓練青年人，擔

任教會某些部門的義工。當時的我，也

曾報讀，且成為教會義工和部員。八十

年代，城浸開始推行周五訓練課程，將

各種類的義工培訓班，集中在周五晚上

舉行，使會友有意識地裝備自己，學而

後知服務，廣傳福音，建立教會。九十

年代末，教會開設訓練主任專職，本

人獲邀回到母會，全力推動教會訓練事

工。在本會《70周年紀念特刊》中，我

簡潔地總結了訓練事工十年來多元化的

發展歷程。如今的信徒領袖訓練課程已

擴展到周日，甚至周末，即「全星期」

開班。也就是說，將往者訓練查經隊長

和導師的課程結合在一起，成為「信徒

領袖」課程。這全新「信徒領袖」課程

是開放給本會六千多人報讀，不再局限

於二、三百位義工。

(二) 開設課程的祈望

　　從本會網頁http://training.baptist.org.

hk，可以得知訓練組的異象、使命、目

標和架構等資料。本會主任牧師蔡少琪

明確地指出訓練事工的目的，是「為主

建立更多信徒領袖」。在教會裡開辦「

信徒領袖」訓練課程，顧名思義，「信

徒領袖」與社會上的領袖是有分別的。

前者稱為「屬靈領袖」，後者稱為「世

俗領袖」。孫德生在《屬靈領袖》一書

裡，列出兩類領袖的差別。深切盼望本

會「信徒領袖」有以下的屬靈品格。

屬世領袖 屬靈領袖

認識人 認識神

自己作決定 尋求神的旨意

志高氣大 自願降卑

自己想辦法 尋求且順從神的方法

喜歡指揮別人 樂於順服神

動機在於為自己 動機在於愛神愛人

依靠自己 依靠神

(三) 開設課程的類別

　　我們開辦「信徒領袖證書課程」，

分基礎班、中級班和領袖班三階，全課

程共有27學分，冀望學員按部就班地修

讀。若然順暢，三年內就可完成所有課

程。學員可按恩賜、興趣和修讀進度，

完成有關課程，裝備事奉學以致用。

　　今年，訓練事工新開辦「Alive活出

信仰系列」課程，特點如下：(一)課程

全是五堂的，屬一學分短期課程。(二)

學員可修讀學分，也可旁聽不修學分。

(三)上課形式是多元的，包括講授、課

堂活動、營會或實地考察，功課形式可

發揮創意。換言之，我們希望此課程系

列以活潑形式，吸納更多未曾報讀課程

的會友，加入受培訓行列。盼望訓練事

工開辦的課程，總有一科適合你的。在

此，我呼籲眾信徒起來，齊接受訓練！

信徒起來！接受裝備
麥兆輝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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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課程開展已超過四
個月，除了提供課程，
更特別為基礎班及中
級班學員設立「同行小
組」，透過導師帶領，
與學員分享學習中的苦
與樂，從中建立亦師亦
友的關係，關注學員的
學習進度、屬靈生命及
事奉等，並引導扶持他
們。特別訪問了好幾位
學員，讓我們聽聽他們
的心聲吧！

基礎班學員　麥蘊嫻姊妹

『同行小組組員有好坦誠、深層的分

享，互相支持代禱，近一兩次聚會，我

們分享到靈命成長、未來，了解更多大

家的背景。導師與組員之間相處好融

洽，學員之間年齡接近，好傾得埋，導

師會代入學員的角色去鼓勵我們，不

單單是指導，如：新約概論考試後，他

跟我們說：「知道大家好擔心。」我以

前在教會也讀過其他課程，但沒有小組

設立時，課堂上不太認識其他人，不知

道其他人的想法，在同行小組可以聽多

些人的意見，對靈命成長有幫助、有提

醒。我希望同行小組在最初的聚會中，

可加插破冰活動，對於互相認識有幫

助。』

中級班學員   杜淑慧姊妹

「幾次同行小組後，組員關係緊密了，

知道大家在不同方面的成長，包括：感

恩的事、信仰掙扎、生活見證等，這些

都成為自己的鼓勵。成立同行小組，好

處是有弟兄姊妹在信仰上一齊學習，屬

靈生命雖然各有不同，但大家也有追求

的心，這驅使我要在信仰上向前邁進。

至於同行小組可以改進的地方，是兩個

月一次的聚會，感覺不太連貫，學員分

享後的跟進可以更多，整體上同行小組

概念是好的，可以思考是否需要密些聚

會，加強組員之間的認識。」

中級班學員　楊銘基弟兄

「導師比較採取自由的方式去帶組，不

會硬推組員去分享，讓人自由分享，當

有人提問，也不急忙解答，反而多問幾

條問題，令組員可想深入些。我認為同

行小組的優點，在於學習過程中，不是

一個人去面對，不是單單上堂學一些東

西，而是視建立品格為重要的事，大家

將學習心得、學習上的困難和適應分

享，令小組有關顧、鼓勵的互動層面。

學習過程中容易感到孤單，也有讀得辛

苦有困難的時候，有同行小組學員的支

持，會不輕易放棄，過程中令大家有心

繼續學習。」

中級班學員　丘世武弟兄

「經過幾次聚會，組員已比較老友，大

家認識多了，在課堂以外有打招呼，弟

兄之間仍在建立友誼，每堂我們會按主

題去分享。導師與學員之間互動好好，

導師說他也將同行小組交託神，自己也

是參與者，與學員一同謙卑學習，這使

我感到神的靈與我們同在，大家好自然

地分享。見到弟兄有困難時，知道他們

如何依靠主、如何經歷主，他們每一位

在信仰路上的起伏，都是好實在的事。

我認為同行小組如果可以加插活動形式

會更好，有時弟兄之間坐埋不容易有話

題，透過活動反而更容易建立感情。」

  同行小組 學員心聲          編輯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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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基礎班（必修科目）
基本查經法(一)                　　FB1102A                              （一學分）

認識歸納式研經法，讓學員掌握研經的步驟，以及釋經的基本原則。

講師：馮慧敏傳道

日期：4月9日至5月7日（逢周五，共五課；5月14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四樓禮堂

名額：限100人（已修畢新約概論及舊約概論優先取錄）

學費：$50

教科書：《歸納式研經實用手冊》（上冊）（鄺炳釗等著，明道社，七五折後$50）

信徒中級班（必修科目）
研經法      　　　　　  　MB2100                               （一學分）

聖經是文學的寶庫。本課程幫助學員認識各類文學體裁的形式之功能和背景，了解其特

色和詮釋原則，有助正確詮釋經文及避免錯謬解經。課堂將介紹敘事文體、智慧文體、

先知文體、書信和比喻。

講師：吳彩虹傳道、陳宇恩傳道

日期：4月9日至5月7日 (逢周五，共五課；5月14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基督教倫理縱橫談              　  MT2401                               （一學分）

在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都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面對和應用倫理學的知識，例如：人生

是否黑白分明還是灰色地帶？你是否有時覺得『左右做人難』呢？本課程旨在介紹倫理

學的方法，亦具體探討一些現代社會的倫理課題。

講師：梁明財牧師

日期：5月28日至6月25日 (逢周五，共五課；5月14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教科書：《黑白分明──基督教倫理縱橫談》（羅秉祥著，宣道，八折後$50）

信徒領袖班 （選修科目）
傳道書精讀                    　　　  LB3104            （一學分）

虛空的虛空，虛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虛空。究竟傳道書所言的虛空，是甚麼的虛空呢？

本課程簡介傳道書的主旨及中心思想。按聖經所言，本書的作者是世上最有智慧的人，

故本課程將以哲者（愛智者）的思考角度解讀本書，探討人生的目的、意義和方向。

講師：麥兆輝牧師

日期：4月8日至5月6日 (逢周四，共五課)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教科書：《傳道書反思──從荒謬到豐盛》（羅慶財著，浸信會出版社，八折後$63）

宣教課程：《把握時機》　　　　 LS3300                        (兩學分）

《把握時機》宣教生命課程已經翻譯成20種語言在39個國家推行，不單是一個提供宣教

資料和認識的課程，更是一個培育心靈、重新整合人生方向的課程。課程從四個層面來

討論宣教、聖經、歷史、策略及文化。內容經過特別設計，為求達到教育、激發和挑戰

基督徒積極地參與宣教（詳細課堂內容，請參閱 Kairos 單張）。

講師：《把握時機》課程導師統籌

日期：4月13日至6月22日 (逢周二，共十課；5月4日暫停)

時間：7:30pm – 10:00pm

地點：四樓禮堂

學費：城浸優惠價$100(《把握時機》學費原價 $1,000 )

教材：六折後$150

備註：限30人，必須填寫及交回主辦單位的表格（須經差會甄選，不合者將退回款項）

2009-2010年 春季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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