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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少琪牧師   主管同工  陳宇恩傳道    編輯

圖書館最新消息
４月份已添置兒幼適用的
卡通地蓆及座椅、以及豆
袋梳化，特別歡迎小孩
子、少年人自由使用。現
時，也有DVD機、卡式錄音
機等供持圖書證者借用，

請向圖書館管理員查詢。

信徒領袖證書課程 2010-2011 年度 夏季課程註冊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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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

科目 編號 講師
班
別

上課時間
地
點

截止
學
分

學
費

書
費

陶造生命的
小組牧養

LL3203
白智信
傳道

領
袖
班

7月19日至8月30日

（逢周二，共五

課；8月2日、8月9

日暫停）

7:30pm-9:30pm
對象：成長班導師、
曾修讀「小組牧養與
關懷」課程之學員

４
樓

12/6 1 $50 $73

婚 姻 與 家

庭 系 列 ：

關 懷 有 需

要的家庭

LL3204
區祥江
博士

領
袖
班

8月11日至9月1日

（逢周四，共四課）

7:30pm-10:00pm
６
樓

17/7 1 $50 --

姓名： 電話：

學號： 電郵：

以上全屬選修科。 學費$

註冊費 $

書費$

已收總額$

支票號碼：                                 經手人：

「你要在基督耶穌的恩典上剛強
起來。你在許多見證人面前聽見
我所教訓的，也要交託那忠心能
教導別人的人。」(提後2:2)

基督教信仰的承傳，是透過門徒生
生不息、代代相傳地將所領受的真
道與別人分享，並鼓勵別人不斷延
續所領受的道。從舊約到新約，都
有很多栽培訓練下一代信徒，薪火
相傳的實例：

1.	 摩西激發約書亞勇於承擔領導之
責，要剛強壯膽，不畏艱辛，成
為新一代領袖；

2.	 主耶穌以身作則去訓練門徒，門
徒跟隨耶穌三年多的日子，皆成
為日後教會的先鋒，延續祂的工
作；

3.	 保羅栽培提摩太，與他同行同
工，將自己的事奉生命傳遞予提
摩太，激勵提摩太效法他的榜
樣。

由此可見，在我們屬靈生命成長的
過程中，我們不單是提摩太，只去
領受別人的教導、提點、幫助、扶
持，使我們能在信仰上站立得穩。
更與我們的「保羅」建立亦師亦友
的同行關係，藉著他或她的帶領、
激勵、榜樣，啟發和指導，我們的
屬靈生命得著長進，實踐神在我們
個人身上的旨意和計劃。同樣，我
們也是保羅，要將所領受的，去幫
助和栽培「提摩太」，與他／她同
行，成為他們屬靈同行者，讓他們

的屬靈生命持續不斷成長，與神建
立更緊密的關係；用神的愛，藉著
神的話，塑造他們的品格和生命，
在信仰歷程上不斷邁向成熟，更認
識神在其身上的帶領和計劃，積極
投入裝備及參與事奉。

透過帶領者及
跟 從 者 的 同
行，彼此建立
深厚的情誼和
互信關係作起
點。將之延續
和擴展，好叫
每一個跟隨耶
穌的門徒，都
是別人的提摩
太，又是其他人的保羅。這樣的實
踐和互相建立，彼此的扶持和督
責，不單叫我們都遵從了主耶穌的
吩咐，更如保羅所言，能在基督耶
穌的恩典上剛強起來。

信徒領袖證書課程特設的「同行小
組」，正是朝向這理念和目標進
發。透過有經驗或已受訓的導師，
與學員建立同行的關係，同樣學員
彼此間亦建立持續同行的關係，互
相支持、砥礪學習，激勵成長。每
次同行小組聚會，以互動形式進
行，討論課題主要環繞信仰生活的
實踐、個人品格的建立、靈命培育
及人際結連的操練，鼓勵弟兄姊妹
在生活中活出所信，助其生命不斷
成長、更新。是難得和寶貴的生命
成長平台，實不容錯失。

你不單是提摩太 你也是保羅
陳宇恩傳道

P.1P.4

+首次報名人士，請閱「課程簡介」內之報名須知。請填妥報名表格（可於會友服
務處索取或於訓練事工網頁下載），學員需繳交註冊費港幣一百元正。所有表格
請交回「會友服務處」或五樓辦公室。查詢：訓練事工（2767 4225）



靈修營 片段重溫及學員分享 編輯部

信徒領袖班 （選修科目）

LL3203 陶造生命的小組牧養								
	 	 	 				（一學分）
認識小組牧養的目標和價值，掌握
帶領技巧，學習運用帶領小組查
經、小組互動的技巧，在小組成員
的生命牧養上，透過生命影響生命
去幫助組員在小組互動中得著成長
和造就。

講師：白智信傳道
日期：7月19日至8月30日
（逢周二，共五課；8月2日、8月
9日暫停）
時間：7:30pm-9:30pm
地點：4樓禮堂
對象：成長班導師、曾修讀「小組
牧養與關懷」課程之學員
參考書：《優質思考－塑造心靈健
康的十個習慣》，台灣：中國主日
學協會，2006年。
艾奇柏．哈特著，林慧卿譯。85
折後每本$73。
截止：6月12日

LL3204  婚姻與家庭:關懷有需要		
	 		的家庭														（一學分）

現代家庭經歷了很多不同的衝擊，
當家庭面對轉變和危機的時候，身
邊若有一些支授系統，就能夠幫助
他們過渡這些困難。作為教會的成
員，我們若能認識一些在轉變中的
家庭的心路歷程和面對的困難，扶
他們一把，可以成為有需要的家庭
的祝福。

(一)幫助家人有重病或離世的家庭
(二)幫助有婚姻離異的家庭
(三)幫助剛成為單親家庭的家庭成
員
(四)再婚家庭所面對的問題

講師：區祥江博士
日期：8月11日至9月1日
（逢周四，共四課）
時間：7:30pm-10:00pm
地點：6樓禮堂
截止：7月17日
參考書：待定

2010-2011年
 夏季課程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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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旅人生》題詩
　光陰流去一去不回

　 人生道路坎坷不平
    轉眼之間已是老年
    回憶過去昔日苦多
   靠神恩典安然渡過
 全然奉獻作光作鹽　　

　　　　　　　

　　

　　  題詩

　蒙引導，享受主，
  罪脫清，跟隨主。
  受主命，愛傳揚，

    信望愛，偕主行，　        
  眾樂樂，到天庭。　

　　　　　　　　

提醒我人生不
過是一場旅程，天上的

事才是最重要的關注。在這
旅程，無論遇上甚麼困難，主
必庇蔭，增強面對的信心！

我的立志：遵行神的旨意，對神
有100%信心，神必如山安穩包

圍我，我要作光作鹽。　
　　　　　　　　

　

每次來到靈修
營都有不同的得著，

今次雖然在四面有牆的地
方舉行，但很安靜，真的
像安息歸回神當中，經過洗
滌後再回到屬世的環境裡，
願神繼續帶領我前路！

　　　　　　　　
　　

感謝神！賜靈
修營作為復活節假期

的結束，真是好得無比。

重溫詩篇，從另一角度學習
120-134章，被提醒客旅人生
活著的意義，為的是歸向

永恆天國的過程。　　
　　　　　　

時間充實，
內容豐富，十五篇

上行之詩使自己大開眼
界，尤其是大綱、分段，
解釋相當透徹，引發自己要
更深去發掘這寶藏，上午
有時段與神親近，感謝
主！

　　　　

　
我是第一次

參加靈修營，詩篇
是我最喜愛的經卷，雖
然安靜默想的時間不夠，
但總括非常好，詩篇127-
131篇讓我反思、反省生
命定位，需要在神裡立
志、忠心跟從。 　

　　　　

每年復活節假期，訓練事工都會舉辨靈修營，讓弟兄姊妹安靜地默想神的話語。今年靈修營的主題是  
「客旅人生」，約70位弟兄姊妹一起研讀上行之詩：詩篇120-134章，既有陳宇恩傳道講解經文、陳小
玲傳道與會眾操練祈禱，最後由李瑞科傳道帶領詩歌敬拜，結束整日營會。就讓我們從相片、學員分
享，一起重溫當日的片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