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為鼓勵信徒多讀聖經，2011年推出以下

計劃及聚會，有興趣請聯絡訓練事工：

《每日讀經釋義》計劃及讀經講座  

為信徒安排5年循環讀經計劃，只要依

著次序去讀，便能5年內精讀全本聖

經。2011年訓練事工全新安排4次相關

的聖經講座，主題如下： 

4/1 律法書對我們的意義

1/4 在虛空中的現實生活：傳道書 

 的思考

5/7 哭泣的上帝：耶利米書的思考

27/9 一代新人送舊人：撒母耳記上   

            的思考

「40日聽完新約聖經」計劃  

由香港聖經公會推行的 Faith Comes by 

Hearing 事工，把聖經錄成聆聽版，

透過460多種語言接觸150多個國家

約四億人。聆聽版以MP3-DVD儲存，

可於DVD機及電腦播放，亦可傳入手

機、MP3player。只須每天花28分鐘，

就能在40日內輕鬆完成聆聽新約聖經。

http://training.baptist.org.hk

信徒領袖證書課程 2010-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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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FB1102

馮錦鴻
傳道

基
礎
班

4月1日至6月24日
（逢周五7:30pm-
9:30pm，共十課；4
月22日、5月13日暫
停；5月20日為同行

小組）

4
樓 13/3 2 $100 $55

靈修與禱告

＊
MB2203  

吳彩虹
傳道

中
級
班

4月7日至5月5日（逢
周四7:30pm-9:30pm，
共五課；5月20日為

同行小組）

4
樓

20/3 1 $50 --

基督教倫理

＊
MT2401 

梁明財
牧師，
李靈亮
傳道

中
級
班

5月27日至6月24日
（逢周五7:30pm-
9:30pm，共五課；5
月20日為同行小組）

6
樓

8/5 1 $50 $83

新約選讀：

希伯來書
LB3107 

張雲開
先生

領
袖
班

4月1日至6月24日
（逢周五7:30pm-
9:30pm，共十課；4
月22日、5月13、20

日暫停） 

6
樓 
、
7
1
0
室

13/3 2 $100 --

系統神學專

題：認識聖

靈與靈恩

運動

LT3401
李志輝
傳道

領
袖
班

4月 7日至5月 5日
（逢周四7:30pm-
9:30pm，共五課）

6
樓

20/3 1 $50 $72

姓名： 電話：

學號： 電郵：

＊為必修科目，其餘是選

修科目。

學費$

註冊費 $

書費$

已收總額$

支票號碼：                                 經手人：

1. 非學分課程：「新約之旅」、「舊約之旅」現已接受報名，歡迎所有

弟兄姊妹參加，由馮錦鴻傳道、李志輝傳道及周麗好傳道任教。

2. 圖書館消息：展望2011年，城浸圖書館將會推出網上圖書館，請留意

日後祟拜程序表的消息。

3. 2011年起，Alive活出信仰系列之科目，只作非學分課程，完成後將不

能得證書課程一學分，敬請留意。

　　縱然我們都承認讀經的好處，也願

意每天讀經，然而大多數人總是半途而

廢，三兩天便停頓下來。另一方面，生

活在城市的信徒面對營營役役的工作，

勞累也成為逃避讀聖經的藉口。美國有

調查發現65%的信徒未完整地讀完新約

聖經一次，香港信徒的情況或許更甚。

　　保羅曾說：「聖經全都是　神所默

示的，對於教導、責備、糾正、訓練人

行義，都是有益的，讓屬　神的人得到

充分的裝備，可以行各樣的善事。」（

提後3:16-17，新漢語譯本）誠然效果

不會立時可見，我們卻不必灰心，只要

持之以恆，早晚必會生效。因為主曾向

屬祂的人保證：「我的話像雪和雨從天

降下，不再返回，卻滋潤了大地，使五

榖生長，讓撒種的有種子，讓吃的人有

食糧。我的話就是這樣。我的話從不落

空，卻要成就我的計劃，要執行我的旨

意。」（賽55:10-11，現代中文譯本）

　　基督徒的一生中，聖經是我們主要

的「用書」，應當把神的話時常放在身

旁。另外，在閱讀屬靈書籍時，如遇到

引用聖經章節，便要隨時查閱聖經內文

來細讀。聖經中的不同章節，在人生的

不同時期，也會對我們產生不同影響，

幫助人過更有意義的生活。

　　曾有一位在醫院裡病重垂危的老婦

人，當義工問她可有甚麼需要幫忙時，

她要求義工為她誦讀哥林多前書的第

15章。在這一章裡，保羅講的是信徒

與基督一起復活的真理。當義工誦讀

時，看見她很感動，且面露安祥之色；

而在她床邊的聖經，有幾節已用鉛筆劃

下記號，可見她生活中曾多次細閱這段

經文，現在經文正好給她帶來力量和安

慰，由此可見聖經在信徒生活中所發揮

的力量。

　 信徒讀聖經之實況

訓練事工最新消息：

馮錦鴻傳道

40414225

P.4

006
viewv, ca

+首次報名人士，請細閱「信徒領袖證書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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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交回「會友服務處」或5樓辦公室聯絡
郭潔恩同工，多謝合作！逾期報名將每科另收$50附加費。

個人反省
你家裡有一本聖經嗎？
你把它放在甚麼地方？

除了在參與崇拜及成長班時聆聽聖經外，
又試過自己讀經嗎？

顧問編輯 蔡少琪牧師、陳宇恩傳道



訓練事工推出很多非學

分課程，適切不同的需

要，如：信徒成長系

列、Alive活出信仰系

列及合辦課程等，還舉

辦靈修營、研經營、研

經講座，以及宗教文化

學習團等。進入新的一

年，是時候好好裝備自

己，迎接未來的挑戰！

2011年課程、活動及講座預告
信徒基礎班（必修科目）

基本查經法                　　                        FB1102              （兩學分）

認識歸納式研經法，讓學員掌握研經的步驟，以及釋經的原則，學習帶領小組查經。

講師：馮錦鴻傳道

日期：4月1日至6月24日（逢周五，共十課；4月22日、5月13日暫停；5月20日為同行

小組）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四樓禮堂

學費：$100

教科書： 趙詠琴著， 《聖筵共享》。香港：漢語，2009。（八折後$55）

備註：已修畢新約概論及舊約概論優先取錄。

信徒中級班（必修科目）
靈修與禱告     　　　　　 　                 MB2203             （一學分）

現今信徒面對嘈雜的環境、忙碌的生活及工作的壓力，靈命常感乏力和軟弱。本課程旨

在幫助學員學習安靜的操練、靈修獨處親近神、默想主話、禱告操練及敬拜的生活，讓

他們立志過與基督同行的生命。

講師：吳彩虹傳道

日期：4月7日至5月5日（逢周四，共五課；5月20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四樓禮堂 

學費：$50

基督教倫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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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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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靈亮傳道

日期：5月27日至6月24日（逢周五，共五課；5月20日為同行小組）

時間：7:30pm-9:30pm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50

教科書：《公理婆理話倫理》（羅秉祥著，明風出版，八折後$83）

信徒領袖班 （選修科目）
新約選讀：希伯來書                                  LB3107             （兩學分）

希伯來書給人的印象是艱澀難懂，但事實並非如此。透過研讀希伯來書，我們可以了解

其寫作背景、神學思想（尤其是神人關係）、及所表達的基督徒生命觀，就能開希伯

來書信息之門。在今日經濟效益掛帥，信仰失落的年代，研讀希伯來書使人心靈甦醒。

本課程旨在精讀希伯來書，明白其神學及思想脈絡，能對其內容作出表述及詮釋，學習

在日常生活中應用希伯來書的教導及理念。

講師：張雲開先生 （建道神學院新約助理教授）

日期：4月1日至6月24日 (逢周五7:30pm-9:30pm，共十課；4月22日、5月13、20日暫停)

地點：六樓禮堂、5月27日至6月24日改往710室

學費：$100

系統神學專題：認識聖靈與靈恩運動      LT3401           (一學分）

聖靈是信徒與神之間的聯繫，其重要性自然是不可言喻。此外，普遍教會或多或少都受

到靈恩運動的影響。故此，信徒必須掌握有關聖靈論的基礎，以致能抗衡靈恩運動所帶

來的衝擊。此課程主要從聖經、歷史及神學的角度探討聖靈的位格及工作。此課程旨在

透過課堂及個案研究去認識靈恩運動，從而了解其優點及缺點。

講師：李志輝傳道

日期：4月7日至5月5日（逢周四 7:30pm-9:30pm，共五課）

地點：六樓禮堂

學費：$50

教科書：《靈恩運動的反思》廖炳堂主編，建道神學院出版。（八折後$72） 

2010-2011年 春季課程簡介

P.2 P.3

New 

Courses

非學分課程：

信徒成長系列

２－３月

新約之旅、舊約之旅

６－７月

靈修之旅、祟拜之旅

新約研經講座

８月

講員：鮑維均博士

Ａlive活出信仰系列

４月２５日 靈修營

主題： 客旅人生 

上行之詩：詩篇120-134

講員：陳宇恩傳道

Ａlive活出信仰系列

10月５日 研經營

主題： 得勝凱歌

內容：啟示錄

講員：陳宇恩傳道

宗教文化學習團

９月１８－１９日

地點：澳門

目標：認識早期基

督教文化來華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