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徒」外；全本聖經，從創世記到啟示錄，都充滿「普世
宣教」的信息。為此，「從聖經看宣教」是每位信徒的必
修課，有關這方面的書籍也有不少。
本課程採用「中國學人培訓材料」的宣教系列作為教
材；藉著查考新舊約經文，並透過思考問題和討論，幫助
學員了解宣教的聖經基礎，並實際地應用在個人的生活
中。課程中也會探討聖經中幾位神所差派的宣教士，從他
們有血有肉的事奉經歷中，幫助學員學習作合神心意的
「福音傳人」。

國語課程 — 聖經課程「穿越歷史的河流」—「利未
記」 ● 160 室
教師：洪寶玉傳道
利未記一般給我們的印象，是讀起來難以明白，甚至
枯燥乏味，又跟今天的我們沒有什麼關連。因而，本課程
將會從達到以下的目標，來一起研讀利未記：
(1) 跨越乏味感 -- 抓住讀經的要訣，帶領我們進入歷史的河
流，剖析利末記神給當代以色列人的吩咐，看見其中所隱
含神的心意，和所反映的神。
(2) 跨越距離感 -- 應用讀經的要訣，帶領我們穿越歷史的河
流，把跨越時代的真理精意和原則，帶回來到我們今天的
生活和信仰裡，使我們得著神的指引，建造成熟的生命。
期待我們充滿著渴慕和興奮的心，一起學習從利未記
的「枯燥」，來挖掘裡面的「寶貝」！

國語課程 — 聖經課程「聖經綜覽班」 ● 304-305 室
教師：趙鳳翔弟兄、原冀平弟兄
本課程目的在於鼓勵弟兄姊妹養成讀經習慣。學員平
日按著進度在家自行讀經，主日來教會參加主日學這課程
時，再觀看大衛鮑森牧師講解聖經的影音研經講座，如此
可以加強對經文的印象和對經文涵義的了解。
本季課程研讀進度是約書亞記、士師記、路得記。

兒童主日學
肓嬰 NURSERY (age 6 months – age 2) ● Rm 201-202
9:30 – 10:45am | Mrs. Zhang, Angel Chen, Nancy Li
11:15am – 12:30pm | Mrs. Zhang, Bonita Mak, Irene Ip
採用 Gospel Light 的嬰孩教材，透過詩歌及聖經故事，向
幼小心靈傳頌耶穌。

學前 TWINKLERS (age 2-3) ● Rm 205-206
9:30 – 10:45am | May & Henry Situ
11:15am – 12:30pm | Bianca Cheung, Jodie Chow
今季教導舊約聖經故事，從以色列人的歷史中，讓小孩認
識上帝的深恩厚愛，以及祂如何幫助我們行正的事。

粵語主日學
2019 年 6-8 月

幼稚園 NOAH’S ARK (age 4-5) ● Rm 203-204
9:30 – 10:45am | Erica Gonzales, Erika Jou
11:15am – 12:30pm | Polly Tse, Tango Wong
小孩將從舊約及新約的故事中，認識神怎樣幫助信靠祂的
人，明白祂的心意是叫我們活出祂的愛及幫助身邊的人。

小學 1st & 2nd Grade ● Rm 158
9:30 – 10:45am | Michelle Chiu, Anita Chan
孩子們從亞伯拉罕、以撒，約瑟，約伯及但以理的故事中
更深認識神，了解如何在生命中實踐神的話語。

小學 3rd & 4th Grade ● Rm 160
9:30 – 10:45am | Jimmy & Grace Ng
今季教導雅各書裡論述的智慧、保羅的教導，以及在羅馬
書及使徒行傳裡記載他的宣教旅程。藉此塑造小孩明白信
徒生命的特質，及如何得著屬天的盼望。

小學 5th & 6th Grade
因應教會兒童及青年事工牧養年齡的轉變，由本季開始，
所有已完成五/六年級的學生將升至青年主日學班。今季 68 年級主日學班由 Carrie Lew-Leung 姊妹教導，查考提摩太
前後書。課堂時間 9:30 – 10:45am ● Rm 304-305

生根建造
多結果子

11:15am – 12:15pm

每主日

粵語課程 C101 — 信心的選擇 ● 162 室
教師：Anit Leung 鄧梁寶英師母、Bill 唐柏佳弟兄、
Ida Lee
協助：Andie Ho 何蕴玲姊妹
一般中國人都信奉佛教、道教或一些民間信仰，但很
多人都不知道他們的淵源、歷史、及可靠性。本班用圖文
並列的方式解釋這些宗教的底細，比較耶穌的超越及基督
教的可信性，讓參與者懂得作明智的信心抉擇。
對象： 歡迎有心認識中國人信仰與耶穌基督之分別的朋友
參加。

粵語課程 C111 — 蒙福的生命 ● 156 室
教師：Daniel Wong 弟兄
協助：Kenny Tam 譚裕明弟兄
透過 12 課堂去幫助初信者瞭解福音與救恩，以及學習
如何活出聖經真理，作個合神心意的基督徒，在生活中實
踐信仰。此初信栽培班是受浸班的先修課程。

粵語課程 C200 — 讀經樂：撒母耳記上—在動盪的
社會變革關係中遇見神 ● 309-311 室

粵語課程 C230 — 長者班：書信選讀 ● 161 室
教師：Michael Chan 陳國明弟兄、Alice Lau 劉姚萍姐妹

粵語課程 C600 — 屬靈領袖。學習、建立、成長
教師：David Leung 弟兄 ● 312-313 室

透過選讀新約普通書信(非保羅書信)和啟示錄，認識初
期教會面對的逼迫與挑戰，藉著書信作者對信徒的勸勉和
教導，反省自己的屬靈光景，學習在這末世如何持守基督
的信仰。

願神祝福這一課程，藉著不同聖經人物的經歷，活生生
的教導，聖靈的帶領，使我們能體會及明白神在我們在不
同事奉的崗位中，祂對祂喜悅的僕人的心意。

粵語課程 C300 — 門徒訓練 2 姊妹成長篇 ● 155 室
教師：Anne Hui 許文倩傳道
一同研讀《品格重塑》(Character Makeover) 一書，透
過討論八個品格素質，即關連著我們生命中的五個重要關
係 ── 與神 (謙卑)、與己 (信心、勇氣)、與別人 (自制、
忍耐)、與事物 (滿足、慷慨)，乃至個人的未來 (堅持)，並
藉著書中的學習及評估，幫助學員在這五個層面回復神起
初創造時那種完全、叫人得著滿足的關係。

願我們能一起學習無論在教會、家庭、工作及朋友中，
每天怎樣實實在在的做一個屬靈領袖(屬靈人)。阿們！

備註：因應教會夏令會，本季主日學將於 7 月 28 日
停課一天。

國語主日學班

對象：願意完成所有課程及功課的姊妹 (本課程不公開收
生)

國語課程 — 基要真理班 ● 1 樓會議室
教師：張杰民弟兄、潘穗雄傳道

粵語課程 C400 — 聽不入耳的誠實話 — 硏讀
《傳道書》 ● 158-159 室

本課程根據聖經有系統地介紹基督信仰的基本要素，
包括認識三一真神、人的被造與人的罪、耶穌基督與十字
架的救恩，以及其他核心信義等，並說明本教會的歷史、
組織和章程，幫助融入這個屬靈的大家庭。課程的主要對
象是沒有信主的朋友、考慮受洗的初信者，以及在別的教
會受洗要轉入我們教會成為會員的弟兄姊妹。

教師：Andrew Liang 梁啟臨弟兄

教師：Keegan Chan 陳肇祺弟兄

全體以色列人迎來了在迦南應許之地第一次激烈的社
會變動，人與人的關係產生變化，父母與子女，夫妻，朋
友，師徒⋯⋯那麼人與神的關係又會有什麼變化呢？讓我們
一起探討人際關係中遇見神。這是讀經樂的系列課程，請
參加的弟兄姊妹盡可能預先通讀經文。

哲學家投訴世界是荒謬，記者報告社會的不公平，歌
手在歌曲中呼問一生何求... 這些不單是現代人對生命的懷
疑，也是傳道書的主題。雖然我們與傳道書寫成時相隔二
千多年，但書中內容正反映現代人的心態，也是它具爭議
的地方。我們在這班主日學研讀的目的，是要深切地理解
傳道書的人生觀，藉此來挑戰自己根深柢固的觀念，與流
行文化的思維比較，讓我們反省自己活出的是愚昧，還是
充滿智慧。

國語課程 — 門徒造就課程「從聖經看宣教」
教師：呂理山牧師 ● 314-316 室
「宣教」的基礎是建立在神自己的話語上。除了馬太福
音 28 章主耶穌的大使命吩咐信徒「要去， 使萬民作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