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住學習、不住關懷、不住禱告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窩打老道山福音堂 

主日學 2020 年第 4 季(7 月至 8 月) 課程 

『基礎課程』 

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第 4 季上課日期 (網上/實體授課) 導師 報讀課程 

101 福音性研經(續) 

這課程是為尋道者而設的，讓學員自己從聖經

中明白究竟信耶穌是怎樣一回事，然後他自己

做個決定，究竟是否要作個基督徒。課程的特

點是大家一起研經討論，可以客觀而又批判地

從聖經中去認識基督教信仰。 

5 月 3 日至 8 月底 (逢星期日)  

上午 10:30-11:15 

 (9 號房上課) 

樊紹基弟兄 

佘桂蘭姊妹 
 

301 成長路(續) 

這課程乃幫助弟兄姊妹靈命的成長，紮根於神

的話語，與神建立密切的關係。讓弟兄姊妹學

習靈修、默想、讀經、認罪等信徒生活的課題，

特別適合初信的弟兄姊妹參加。 

5 月 3 日至 8 月底 (逢星期日) 

 上午 10:30-12:00 

(18 號房上課) 

陳潤玲姊妹  

『其他課程』 

PC134 
時代信仰反省 

工作坊 

面對社會的動盪和改變，以及教內教外的不同

聲音，信徒要怎樣作門徒，重歸聖經至為重要 

- 尋主道、作門徒。在這個信仰反省工作坊 「第

一季」，我們會從聖經角度探討以下的課題，

透過學習、討論、和反省，彼此鼓勵在生命中

實踐聖經的教導。 

(1) 何為公義？誰的公義？ 

(2) 暴力？非暴力？從認識到回應 

(3) 仇敵？寬恕？ 

(4) 最愛是誰？ 

8 月 7 日(星期五)、8 月 14 日(星期五)  

8 月 21 日(星期五)、8 月 28 日(星期五) 

晚上 8:00-9:30 

(萬基中心上課) 

本堂同工 

執事 
 

BE104 腓立比書硏讀 

透過腓立比書，學員可以了解保羅的心路歷

程，對作基督門徒及帶人作門徒有立體的認

識。對認識基督也有極大的幫助。 

7 月 4 日至 8 月底 (逢星期六) 

晚上 8:00-9:30 

(18 號房上課) 

譚偉康牧師  

ST103a 
教會歷史 

十堂課 

從使徒、君王、神學家、修道士、宗教改革者、

宣教士、福音派領袖看不同人物在歷史中的角

色；由初期教會建立、帝國轉變、教父奠立、

修道主義、宗教改革運動、奮興運動、宣教運

動、福音派運動看二千年的教會歷史。 

6 月 7 日至 8 月底 (逢星期日) 

中午 12:15-1:30 

(網上視像上課) 

蔡兆康傳道 

李志強弟兄 
 

BE107 
永恆的祝福： 

創世記硏讀(一) 

在創世記中，我們看到很多事情的開始，例如

天地的開始，人類犯罪的開始，和神拯救工作

的開始。在當中充滿着神慈愛、信實的祝福。

雖然被創造的人類屢廔失敗，然而神祝福萬物

和萬民的心意沒有改變。研讀本書，我們學習

體會神的慈愛，和如何回應祂的慈愛，以蒙受

神的祝福。 

7 月 5 日至 8 月底 (逢星期日) 

上午 9:00-10:00 

(副堂上課) 

朱卓慈牧師  

BE109 但以理書硏讀 

經歷去年的反送中運動，或許我們都感受到，

作為神國的子民又同時是一個政權底下的子

民，有時是相當拉扯的。就讓我們藉著但以理

書，看看同為異鄉人的但以理如何演繹「在上

有權柄的，人人當順服」（羅十三 1），又如何

演繹「順從神，不順從人」（徒五 29）；又看看

上帝如何讓人看見「沒有權柄不是出於神的」

（羅十三 1）。 

7 月 5 日至 10 月底 (逢星期日) 

中午 12:15-1:30 

(網上視像上課) 

林蔚然姊妹  

《本季課程暫時仍使用視像上堂，如恢復實體上課再作通知。》 

截止報名：7月 12日(星期日)  
** 續後頁 ** 



不住學習、不住關懷、不住禱告 

QR Code 

編號 課程名稱 課程簡介 第 4 季上課日期 (網上/實體授課) 導師 報讀課程 

BE101 
查經訓練(一)： 

徒手查經法 

聖經雖然又大又厚，但原來打開它、研讀它、

愛上它並不困難，而且一生受用！ 

本課程為期四個月，透過一點基本的查經理

論，加上 OIA (觀察、分析、應用) 研經法的

實習，去掌握徒手查經的信心。 

課程目標： 

(1) 建立查經應有的心態、期望和興趣。 

(2) 建立個人「徒手查經」的技巧和信心。 

(3) 學習做一個能建立查經小組的好組員。 

(4) 裝備有心志帶領小組查經者的基本功，再 

進入第二和第三階段的訓練。 

7 月 5 日至 10 月底 (逢星期日) 

中午 12:15-1:30 

(網上視像上課) 

左正元傳道 

李炎強牧師 
 

PC135 創造與人生 

不少人讀聖經，愈讀愈多問題。例如：創造比

進化可信嗎？人的存在有何意義？我們有「原

罪」嗎？為何魔鬼描述人吃了分別善惡樹果子

後的景象，比神說的更準確？人若不犯罪就不

會死嗎？神有否剝奪我們的人權？「安息」是

休息嗎？神的創造對我們今天的生活還有作

用嗎？……本課程將與學員回到聖經描述的

創世過程，探討神與人的關係，反思今天人類

的困局與出路。 

7 月 5 日至 10 月底 (逢星期日) 

中午 12:15-1:30 

(網上視像上課) 

秦民德弟兄  

《本季課程暫時仍使用視像上堂，如恢復實體上課再作通知。》 

截止報名：7月 12日(星期日)  
 
 
 
 

窩福堂  主日學  2020 年度  第 4 季  課程報名表  

為方便電腦處理，請清楚填寫以下資料！ (有★ 項目必須填寫 )  

★窩福咭號碼：  (如無窩福咭請向辦公室申請) 

★姓名（中文正楷）：  ★英文(正楷)：  性別：男 / 女 

電話（公司）：  （家）：                                        ★傳呼/手電：  

E-Mail： 所屬團契／小組：  
 

 『基礎課程』系列 - 凡讀畢以下的組合課程者，均獲贈書券以示鼓勵。 

1. 成長路+信仰與生活+E4 基礎課程 

2. 基礎神學[一][二]  

3. 「聖經鳥瞰」+ 舊約綜覽[一][二][三][四] + 新約綜覽[一][二][三] 

 另凡完成整個「基礎課程」系列者將獲贈特別大獎！ 
 

 

       惟喜愛耶和華的律法，晝夜思想，這人便為有福！   詩篇一：2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我們擬使用你的姓名、電話號碼、電郵作聯絡、統計、寄發教會通訊、活動課程宣傳及邀請、募集、收集意見等之用途，但我們在未得到

你的同意之前不能如此使用你的個人資料。 

請在下面表示你是否同意使用你的個人資料作以上用途（用「✓」號表示）。謝謝！ 

本人（姓名如上） □同意 / □反對 使用我的個人資料於上述用途。 

簽署：                        必須簽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