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徒領袖證書 2014-2015年度 春季課程註冊表
修
讀

科目

新約研讀
(二)
＊

編號

FB1002

講師

班
別

地
點

截止

學
分

學
費

書
費

黃榮基
傳道

基
礎
班

4月10日至6月26
日（逢周五， 4
共九課；5月1,8 樓
日暫停；5月22
日為同行小組）

8/3

2

$100

--

中
級
班

4月2日至4月30日
（逢周四，共五 4
樓
課）

8/3

1

$50

--

中
級
班

5/4

1

$50

$55

浸信會
信仰
＊

MT2302

黃榮基
傳道

小組牧養
與關懷
＊

ML2202

黎玉蘭
傳道

上課時間

5月7日至6月4日 4
（逢周四，共五 樓
課）

「創造與
我」：研
讀創世記
1-22章

LB3125

新 約 研
讀：新約
背景

LB3126

張雲開
先生

領
袖
班

5月29日至6月26
日（逢周五，共
五課）

6
樓

3/5

1

$50

--

靈性關顧
(進深篇)

LL3216

梁勞家
怡師母

領
袖
班

5月7日至6月4日
（逢周四，共五
課）

6
樓

5/4

1

$50

--

楊東英
傳道

姓名：

電話：

學號：

電郵：

＊為必修科目，
其餘是選修科目。

學費$

領
袖
班

4月2至4月30日 6
（逢周四，共五 樓
課）

8/3

1

$50

--

註冊費 $
書費$
已收總額$
支票號碼：

經手人：

＊首次報名人士，請細閱「信徒領袖證書」報名表簡介，表格可於會友服務處索
取，填妥後連同註冊費港幣$100，可交回會友服務處、五樓辦公室、培中聚會點
五樓，多謝合作！逾期報名將每科另收$50附加費。查詢：訓練事工（郭潔恩同工
Grace 2767 4225 / 梁婉馨同工 Rebecca 2767 4241）最新課程消息：請瀏覽 http://
training.baptist.org.hk 或 facebook.com/kcbc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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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徒成長課程預告： 職場與使命（工作坊）
本課程旨在幫助弟兄姊妹能面對工作挑戰、在職場上活出信仰。
講師：林寶興博士（香港品質保證局總裁，成長班導師）
日期：4月10日至 5月22日（逢周五，共五課；5月1、8日暫停）
時間：7:30pm-9:30pm，上課地點：六樓禮堂，開始報名日期：1月31日
備註：此乃非學分課程，費用全免，歡迎本會在職的弟兄姊妹參加！

01/2015

022

設計：viewv, ca
出版 ：九龍城浸信會訓練事工
顧問編輯 ：林培喬牧師、吳彩虹牧師
編輯 ：梁婉馨姊妹
電話：2767 4225
傳真：2457 9422
網址 ： http://training.baptist.org.hk
電郵 ： training@baptist.org.hk

締造和平的使者
「在至高之處榮耀歸與上帝！在地上
平安歸與他所喜悅的人！」（路2:14
）這是耶穌出生時天使所報的大喜訊
息。「平安」或譯「和平」(peace)，
可以指人與神的關係的和好，也可指
人與人的關係的和好。在舊約中，神
是唯一能賜下和平的一位（民6:24-26
），這和平代表著神與人之間有美
好的關係，人在神的面前作神喜悅
之事，神的忿怒不至臨到。同樣，
大喜的訊息告訴我們，這是神與人關
係和好的重要時刻，人類從前因罪與
神隔絕了，現在藉耶穌帶來了和平。
保羅就提到：「因為他自己是我們的
和平，使雙方合而為一，拆毀了中間
隔絕的牆，而且以自己的身體終止了
冤仇」（弗2:14；和修）。耶穌本身就
是那和平，為要使人與神得著復和的
關係。再者，衪更犧牲自己的身體，
使猶太人與外邦人之間的隔絕得以拆
毁，成就了人與人之間的復和。甚至他
更提醒我們作信徒要竭力持守這合一
的和平（弗4:3），也將和平的福音帶
給世人（弗6:15），使這世界得以認識
神，與神和好，也帶來人與人的和好。
著名作家盧雲在其著作《和平篇章》
中，就向我們眾人提出呼喊，他呼籲
基督徒要在這世代中要作和平使者（
頁11）。在他的年代，國與國的軍事
競賽激烈，核武發展迅速。盧雲痛斥
人與人之間權力的鬥爭與仇恨，使人
不斷以暴易暴。他認為聖經的教導應
是「愛人如己」，也如耶穌的榜樣以
犧牲代替報復。他叫我們反思，是否

黃榮基傳道

我們與厭惡和平的人相處太久，而習
慣了被壓制，以至沉默，不再為社
會締造真正的和平呢（頁12-13）？
他反戰的時代背景或許與我們有所不
同，但他對和平的呼籲仍是適切的。只
要我們留意周遭
的社會，就如政
策和制度的傾斜令
有需要的人得不
到幫助，貧富懸
殊問題日益嚴重
令弱者的生活失
去了尊嚴等。這
些社會上不公的
事情，令某些人
被剝削和被忽視，人與人之間才失
去了真正的和平。我們作為基督
徒，又會否願意為社會帶來更多的
公義，使人與人之間得著和平呢？
然而，信徒要實踐和平的使命，我們
需要在群體中實現。盧雲認為，基督
徒群體是一種靠著耶穌的名互相認信、
彼此寛恕的生命。只有當大家願意謙
卑，共同承認自己的軟弱，並在軟弱中
一起生活，我們才能宣揚基督的和平
（頁107-108）。若我們在教會內也是
互相指罵，不只在群體內失去和平，也
不能為教會以外締造和平。惟有認罪
與寛恕，才能打破疏離，踏上和平之
路。因此，訓練事工2015年圖書館閱讀
計劃將以「關懷身邊人」為主題，鼓勵
弟兄姊妹更多認識和了解不同年齡肢
體的需要與掙扎，讓我們學習更多的聆
聽、體諒和寛恕，在群體中實踐和平。

學員分享課程反思與得著
已修讀課程：舊約研讀(二)
胡嘉華弟兄（尼希米成長班）
「課程令我對歷史書及先知書
增加認識，反思自己會否像一
些傷透主心的以色列人般，讓
罪捆住自己，每天祈禱之前，
加強檢視自己的生活。在查經
實習中，第一次是尼希米記，思想到尼希
米如何走出安舒區，委身為主作工，教會
有很多需要，求主幫助我更盡心盡力回報
教會，回報主愛。第二次是以賽亞書，學
習到除了毫不猶豫對主說 :「我在這裏，
請差遣我！」之外，要先檢視自己是否著
重生活聖潔，而非單單考慮時間能力，當
以敬畏、謙卑順服的心來接受差遣！」

已修讀課程：哥林多前書研讀
蔡煜華弟兄（所羅巴伯成長班）
「城浸是蒙恩的教會，設有信
徒領袖證書課程，感謝牧者
們悉心教導及栽培。在領袖
班課程中，馬穎儀牧師將哥
林多前書難明的地方、哥林
多教會各種問題根由，以輕鬆、幽默方式
去解釋，並提供內容詳盡的講義，不單認
識問題所在，更開拓屬靈視野，讓現今面
對類似的問題時，得到很好的啓示及提
醒，更令我們有不少的反思……。」

已修讀課程：新約研讀、舊約研讀一
許敏珊姊妹（撒母耳成長班）
「感謝神看顧及保守！剛修
讀完教會證書課程的基礎班
了！在這一年裏，透過學習
過程，更深認識自己的不
足，唯有從基本紥根做起！
從新約、舊約概論、基本查經
法，幫助自己增進聖經知識，認識及解
明更多神的話語，從而亦改善了自己的
禱告生活。
忘記背後，努力面前，向著標竿直跑！

已修讀課程：約書亞記、基礎輔導初探
曹永亮弟兄（希伯崙成長班）
「從2011年開始於證書課程中
學習，明年將踏入第四個學
年。從基礎班、中級班，直
至領袖班的課程，愈去認識聖
經真理，愈發覺從小在教會成
長的我，對聖經仍有那麽多不清晰的地
方；讀課程之前，我還認為自己已熟悉聖
經，現在想起來真的十分可笑，原來自己
只是井底之蛙！感謝神讓我有機會在領袖
班學習，明白要求會比中級班高，但我相
信主的恩典是夠用的，我會繼續倚靠神，
跨過不同的挑戰，裝備自己，務要成為合
神心意的器皿，被神使用。」

已修讀課程：新約研讀、舊約研讀一
郭麗娟姊妹（但以理成長班）
「2014年1月開始修讀信徒領袖
證書，被其多元豐富的課程所
吸引。對信主多年的我，這麼
遲才參與，好像是遲了點，
但有句西諺說：Better Late
than Never! 於是便開始每周五
參加訓練。在這一年中，不單從導師口中
領受聖經真理基礎教導，每周速讀書卷也
讓我獲益良多，不知不覺間竟然在一年內
讀完了一遍聖經。每周與同學相處，一同
學習，互相關心、提醒、代禱，感覺在信
仰道路上，不是孤單獨行，而是有許多同
路人一起陪同奔走的天路！」

已修讀課程：約書亞記選讀
歐陽淑芬姊妹（基甸成長班）
「在研讀約書亞記過程中，
我深深感受到神是統管萬有
的，祂眷顧祂的子民，但祂
也要求他們嚴守祂的吩咐。
喇合雖是外邦人，因認識、
因信、行動而成為神的子民，成為基督家
譜的一員；相反，亞干因他的軟弱，不聽
從神的話，離棄神，他的失敗成為我的鑑
戒。願我們憑信心過得勝生活！」

春季課程簡介
新約研讀(二)

信徒基礎班（必修科目）
FB1002
（兩學分）
綜覽新約保羅書信、希伯來書、大公書信的主題和重點，探討其背景、寫作特色、經文
脈絡，讓學員有系統、全面地掌握書卷的內容和信息。另歸納式研經法將融合於課堂
中，使學員掌握基本研經的步驟，操練帶領小組查經的技巧。
講師：黃榮基傳道
日期：4月10日至6月26日（逢周五，共九課；5月1、8日暫停；5月22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四樓禮堂
學費：$100

信徒中級班（必修科目）
浸信會信仰

MT2302
（一學分）
傳統上，浸信會少有信條式的信仰宣言，但浸信會的一些信念，諸如：信徒皆祭司、政
教分離等卻是信徒間「聽慣聽熟」的字句。本課程將有系統地檢視浸信會的信仰歷史，
說明這些信仰立場的時代意義，乃至今天的信徒如何承傳這先賢之信。
講師：黃榮基傳道
日期：4月2日至4月30日（逢周四，共五課）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四樓禮堂
學費：$50

New
Courses

小組牧養與關懷

ML2202
（一學分）
認識小組的基本理念、特徵和小組動力，掌握和運用小組帶領技巧，幫助組員透過小組
的互動得著生命的成長和屬靈的支持。
講師：黎玉蘭傳道
日期：5月7日至6月4日（逢周四，共五課）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50，教科書$55
教科書：《真誠的關係：發掘失落了互為肢體之道》，韋恩．雅各布森、克萊．雅各布
森著，陳永財譯，基道出版。

信徒領袖班 （選修科目）
「創造與我」：研讀創世記1-22章
LB3125

（一學分）
華里克牧師在《標竿人生》一書說到，聖經是「人類使用說明書」，人類要明白生命的
意義，必須要從聖經去明白神創造人的心意；要明白神創造人的心意，必須讀創世記；
而創世記1-22章，就是明白神對人類計劃的最好入門。本課程除了對經文作詳細的詮釋
外，也會從創造論去認識神，認識自己。
講師：楊東英傳道
日期：4月2至4月30日（逢周四，共五課）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50

新約研讀：新約背景 		

LB3126
（一學分）
《新約聖經》作為古典文獻，信徒閱讀時往往不能單靠字面（尤其只透過譯本）直接理
解內容，因為語言的使用離不開語言內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和其他生存經驗。開啟《新
約聖經》詮釋之門有很多條鑰匙，其中一條牽涉到對《新約》時期歷史和文化的理解。
「新約背景」這一科就是為填補這方面的不足而設。
講師：張雲開先生（建道神學院聖經研究系副教授）
日期：5月29日至6月26日（逢周五，共五課）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50

靈性關顧(進深篇)

LL3216
（一學分）
是次課程旨在從聖經的角度探討關懷者的自身靈性成長，了解靈性困擾的徵狀，作靈性
評估及學習進深的關懷技巧，從而建立健康的心靈關顧模式，讓被關懷者及關懷者能彼
此在愛中成長，建立基督的身體。本課程亦包括認識臨終關懷，學習陪伴他人走人生晚
期之路。（對象：已修畢靈性關顧一的學員）
講師：梁勞家怡師母
日期：5月7日至6月4日（逢周四，共五課）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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