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零一五年第一季   教會証書課程 

     

循理會恩田堂 成青基教事工

我們的使命宣言： 

(一)整全誡命：以聖經真理教導及屬靈操練的培育，造就愛神、愛人的門徒 。 

(二)整全生命：以基督教靈性價值為中心來實踐全人關懷，建立健康信徒。  

(三)整全使命：以領人歸主至裝備成熟門徒的全面承擔，來實踐大使命的整全性。  

(四)健康教會：以「質」的建立來帶動「量」的增長為策略，建立「健康教會」。 

有關課程注意事項： 

課堂學分：每十小時為一學分 

功課學分：由導師在課堂給予的功課量決定，原則以每十小時為一學分 

報名方法：請自行填寫報名表，放回收集箱即可。 

開科人數：課程開設，以有最少六人參加為原則 

假   期：長成區學員為主的課程逢第四主日放假，青年區課程自定。 

代   號：#  代表已有固定參與對象的延續性課程，不作公開報名。 
** 代表基教部與堂會其他事工部或堂會外機構合辦之課程。 
◎ 與堂會內區部團各事工單位開設之課程連結。 

課程對象：大部份課程都設有分齡的對象，是為教學模式和生活應用的適切性

而定的。若個別肢體想作跨區報名是可以的，但請留意，課程設計

和應用皆以預先設定的對象為準則。 
學分記錄：1.堂內課程的學分記錄，在完成課程後會由導師交分入賬。 
 2.每季完結時會在團契作堂外課程登記。 
 3.弟兄姊妹可隨時在擺放“報名表及通告＂桌上，取“聖經閱讀＂ 
              及“堂外課程登分表＂填寫交回(放收集箱即可)。 

A. 主日學課程   

 
時間:主日 10:30-11:30 a.m. 
          12:00n.-1:15p.m. 
       

課題 導師 

長者主日學           摩西事工 

要道進深班           王呂生牧師

麥永安牧師

腓立比書(二)             陳宜興先生

創世記 1-11 章 陳大源先生

小孩不壞(二)           鍾婉玲姊妹

婚福之道              尹淑薇姑娘

 

C. 堂外聯繫課程---ACTS 領袖培訓課 
* 聯繫、跟進：李秀珍牧師 

日期 項目 導師 
10-11/1/2015 生命轉化的領袖 趙錦德牧師

 

 

 

 

 

 

 

 

 

 

 

 

 

 

 

 

 

 
 

B.周間 / 主日下午課程 / 專題、講座 

* 統籌：李秀珍牧師 

 

 

 
 

 

D. 靈修工作坊 
* 統籌：李秀珍牧師 
 

日期 課程題目 導師 
1/1/2015 

(公假) 
讀經日 王呂生牧師 

李秀珍牧師 

陳大源先生 
28/3/2015 行山靈修工作坊 張惠明姑娘 

 

 

 

 

 

 

 

 

 

 

 

 

 

 

 

 

 

 

 

日期 課程題目 導師 

1 - 4 月 
    

《職、康、靈》 
成長課程 

李秀珍牧師 

胡月鳳姑娘 

 
2/1, 6/2, 6/3, 
10/4/2015 
周五晚 
 
2 月 27-28 日 
(五、六) 

 
以弗所書查經 
 

 
 

新春聖經培靈 

 講座 

李秀珍牧師 

 

郭文池院長 



主日學課程   
 
 

     《要道進深班》 
(恩田家員必修課程) 

課程簡介、目標、內容： 
  當你已決志信主、又有一段時間
穩定參予我們教會的聚會，我們已視
你為恩田家的一份子。本課程的設
計：聖經神學主題式的探究。 
我們盼望藉著此課程可以使你在神話
語的根基上紮根更深，對信仰的基要
內容有清晰的掌握，並能投入教會，
以此為你屬靈的家。若你已返教會聚
會有一年的時間，請你務必盡量抽時
間參加此課程。 

 
導 師：王呂生牧師、麥永安牧師 
課 次：10 課次 
開 課：11-1- 2015 
時 間：主日 10:30 - 11:30 a.m.  
形 式：主題式查經、以講授為主 
截 止：28-12-2014 
 
  本課程是在本堂受浸前必讀的， 
但並非受浸班，請不要以為待考慮受浸
時才報讀。（上述除長者外，我們不要
求長者參加要道進深班，而另為長者另
設栽培班作受洗前預備。） 
 
＊今年浸禮於 8 月 9 日舉行，期望受 

 浸肢需先修畢此課程 
＊為適切未能參與固定課堂的肢體需 

 要，本課程可以個別導修方式（自 
 習、閱書、導師約談）進行，報名 
 註明『導修』即可。 

 

 

 

 

《腓立比書》(二) 
 

課程簡介： 

  腓立比書被稱為監獄書信，是使徒
保羅在監獄寫成。從書信之中，帶出使
徒面對為信仰緣故所帶來的苦難的從
容態度。書中除了勸勉信徒凡事要喜樂
之外，更勸勉信徒們在真道上如何站立
得穩。腓立比書的真理教訓正是今日信
徒於上帝真理的實踐上一個美好學習
的課題。 
 

主日學課程大綱如下：－ 
 
第一堂：導論。 
第二堂：1：1-20 興旺福音 
第三堂：1：21-30 基督的生命 
第四堂：2：1-13     信徒在主裏的 
                   同心 
第五堂：2：14-30    基督徒生命的 
                   見證       
第六堂：3：1-21     以基督為至寶 
第七堂：4：1-7  以基督為喜樂 
                   的源頭 
第八堂：4：8-22    在主裏滿足 
 
導 師： 陳宜興 先生 
課 次： 8 堂課次 
開 課：4-1-2015 
時 間：主日 10：30－11:30 
形 式：講授、彼此討論與分享 
對 象：長成區及職青的肢體 
截 止：28-12-2014 
 
備註：逢每月第四週主日、堂內及出外 

證道，並於遇到事工的調動會停 
課一次。 

  
 
 
 
 

《長者主日學》 

課程簡介： 

  本課程是希望幫助長者在屬靈生

命的成長上得著扶持、得著關懷，使

他們在教會感受到愛、感受到價值、

生活中得著充實和喜樂。盼望藉著課

程建立長者們在信仰生活的基礎，掌

握得救的確據，並建立禱告及讀經生

活。  

  

導 師：摩西事工 

時 間：主日 10:30 - 11:30 a.m. 
假 期：摩西團聚會日休假 

對 象：摩西團或長者群體 

 

 

《小孩不壞 (二)》 

 
課程簡介： 

孩子真的很難管教嗎？為什麼你費了那 

麼多力氣，卻換來一身疲憊與挫折感？ 

培育孩子除了技巧之外，父母親若能有 

效地管理自己的情緒，在管教孩子時就 

更得心應手。這課程幫助學員如何有效 

管理情緒。 
 

導 師：鍾婉玲姊妹 

日 期：11/1, 18/1, 8/2, 15/2, 1/3, 15/3, 
           22/3, 12/4, 19/4 
時 間：主日 12noon - 1:15pm 
對 象：已為人父母，而孩子的年齡介 

        乎初生至高小。 
截 止：28-12-2014 

 
 
 

《創世記 1-11 章》 
(我係話事人！) 

 
課程簡介： 
透過創世記 1-11 章，認識創造故事與

洪水前後的事蹟，幫助我們明白神的

心意。 
 

導 師：陳大源先生 

課 次：9 課次 
        4/1, 11/1, 18/1, 25/1, 1/2, 
        15/2, 1/3, 12/4, 26/4  
時 間：主日 10:30 - 11:30 a.m. 
創世記 1-11 章課程大綱如下：－ 
 
第一堂：導論  初相識 
第二堂：1-2:3  我是誰、我從那裡來、 
                我要作甚麼？ 
第三堂：2   第一家庭 
第四堂：3   好正！好味！好勁！ 
第五堂：4      成功專業 
第六堂：5-6:4   名門死活？ 
第七堂：6:5-7:24 前因後果 
第八堂：8-9    逃出、看見彩虹 
第九堂：10-11   分家，高處不勝寒 

 

 

 
《職、康、靈》成長課程 

- 整全健康職場信徒培育  
 

導 師：胡月鳳姑娘、李秀珍牧師 
聚 組：10 次 
時 間：由參加者行自約定、一個月一 

        次(2014 年第三季至 2015 年第 
        二季) 

 



《婚福之道》 
  德國有句諺語說：「婚姻，若非天

堂，即是地獄。」相信不少夫婦對這話

都有所共鳴。然而，信徒的婚姻是在神

的祝福下建立的，因此只要活在基督

裏、在真理的聖靈的護蔭下，必然享受

到神人契合、琴瑟和諧的天堂般的福

樂。我們誠摯地向眾教會的牧者、長

執、信徒領袖和每對信徒夫婦推介這套

《婚福之道》課程。深信創始成終的

神，既啟動了這個事工，就必使用它來

祝福信徒的婚姻；而且，更要透過信徒

夫婦的美好見證，向這個婚姻遭到極大

衝擊、令下一代都不敢對婚姻抱有希望

的世界。上文是同福聖經學院教務主任

暨《婚福》事工顧問邵梓平先生的介

紹。堂會盼望籍《婚福之道》課程帶給

弟兄姊妹婚姻上的祝福。 

 
導 師：尹淑薇姑娘  
日 期：2015 年 1 月至 4 月 
開 課：11-1-2015 
時 間：主日 12:00-1:15pm 
截 止：28-12-2014 

 

 

《Marriage Enrich Talk》 
以“共創活力婚姻＂為工具，讓夫

婦了解在婚姻中有甚麼可再尋進步的地

方。（牧關與夫婦在完成“共創活力婚

姻＂為工具評估後，有三次約談），現階

段，每季名額非常有限，額滿則待下季。 
 

有意參與此婚姻成長課者，請直接向李

秀珍牧師面談報名。(請預今期報名，有

機會編排到下季才能開始。) 

 

《2015 新年讀經日》 
    目的是給參與者在設定的序下
作個人安靜、聖經默想，讓自己的心
靈有空間與天父相遇對談。 
 
日 期：1-1-2015 (周四、公假) 
時 間：下午 2:00-6:00pm 
地  點：循理小學 
主  題：敬拜讀經日 
形 式：1. 詩歌、專題 
         敬拜-個人祭壇 
       2.聖經人物–個人讀經 
        雅各 創 25-49 章 -- 從 

          自我中心到以主為中心 
          的敬拜人生 
         3.讀經分享 
導 師：王呂生牧師、李秀珍牧師 
       陳大源先生 (若有多參加  
       者，會有更多同工幫忙作 
       分組導師) 
統 籌：李秀珍牧師 

截 止：28-12-2014 
 
 

《以弗所書》 
        周間研經課 
 
以弗所書是今年上半年主日崇拜證道
的主題書卷。崇拜信息會讓大家有一
個綜觀的認識，此查經課是會在 2015
年一至四月，以四次課堂，讓參加者
可一同進深研探以弗所書的一些重要
課題、經章、經節和生命中的應用。 
導 師：李秀珍牧師 

 日 期： 
2/1  從考古歷史進入以弗所書到思索 
     信仰生活 
6/2  以弗所書—從愛家到看見主國度； 
     看教會願景 
6/3  從希羅世界的以弗所到今天的學 
     像基督、穿上新人 
10/4 男女角色在生活中的實踐弗 五章 
課  堂：4 次 
時  間：周五晚 7:45 – 9:30pm 

對  象：因主日事奉未能參加主日的   
弟兄姊妹及所有願意一同肯研習聖
經的弟兄姊妹。  

截 止：28-12-2014 
 

《新春聖經培靈講座》   

 (與證基堂合辦) 

 
講 員：郭文池院長 

- 播道神學院院長 
- 2014 年港九培靈會講員 

日 期：2015 年 2 月 27-28 日 
   (周五、六) 

時 間：27/2 (五) 晚上 7:30 ~ 9:30 
         28/2 (六) 下午 2:00 ~ 6:00 
地 點：循理小學禮堂 

 
《ACTS 2015 生命轉化的領袖》 

恩田 ACTS 連繫教會-推動之課程 

此課程 OnTrack Networks 主辦。課程強
調領袖需要對自我有清楚的認識，包括個
人生命和事奉的核心價值，性格取向及行
為形態等。除課堂講授以外，還有專業分
析 PFP (DiSC & MBTI)；目的是幫助學員
從「資訊性」(Informational)的層面進升至
「轉化性」(Transformational)的生命境界。 

 
內容： 

1. 認識自己  Knowing Self (認識自己生 
   命和事奉的核心價值、性格取向及行 
   為形態等) 
2.  轉化的生命 Life Transforming 
3.  領導自己 Leading Self 
4.  領導別人 Leading Others 
5.  接受轉化的領導 Transforming 

 Leader 
講 師：趙錦德牧師 (OnTrack Network 

      策略顧問、 OnTrack Institute 院長) 
日 期：2015 年 1 月 10 -11 日 (六、日)  

     下午 2 時半至 8 時半 
地 點：信義會永恩堂 (九龍紅磡寶其利 

      街 44 號金華商場一樓 1-4 及 7-12 號) 
費 用：$300  

截止報名日期：2014 年 12 月 28 日  
參加此課堂的預備是願意被主塑造、生

命轉化，為的是要服事主、更為主用。 
＃ 參加 2015年 1月「生命轉化的領袖」

及 6 月「建立使人得力的團隊」如能做

PFP 自我認識評估測驗會對課程在個

人生活上的應用有更大的幫助。若想做

此評估的，請聯絡李秀珍牧師了解詳

情。 
 
 

《靈修工作坊》 

目的是給參與者在設定的序下
作個人安靜、聖經默想，讓自己的心
靈有空間與天父相遇對談。 
 
形 式：登山與主親近(行山靈修) 
講 師：張惠明姑娘 
       （給我們多年帶行山靈修導師） 
統 籌：李秀珍牧師 
日 期：28-3-2015 (周六)  
時 間：下午 2:00-6:00pm 
地   點：回程 6:00pm 回到大圍 
 

 

附：福音班資料 
 
A. 主日福音班 
主日福音班是常設給新朋友信仰研習 
班，隨時歡迎會眾帶領新朋友參加 
 
導 師：張貞廉姑娘、黃尹稜弟兄 
時 間：上午 10:30 – 11:30 
課 室：301 室 
 
B. 福音信仰造就研經班 
周間福音信仰造就研經班是常設給新 
朋友信仰研習班，隨時歡迎會眾帶領 
新朋友參加 
 
導 師：陳宜興先生 
時 間：上午 9:30 – 11am (週四) 
地 點：副堂(田心村 214 號地下) 
欲帶新朋友來週四信仰查經班，請與 



陳宜興先生或保羅團梁潔玉姊妹聯絡 
恩田堂信徒領袖的成長 
恩田信徒領袖---連繫神家、持續成長、更新呈獻 
 
信徒領袖---恩田堂內的信徒領袖群體包括： 
◎ 主日崇拜主席、領詩、敬拜隊、司琴、音響組組長、總司事長 
◎ 團契---- 導師 / 組長 / Serving Team 事工委員 
◎ 兒信、Teenzone、SunTeens、成青--導師 
◎ 事工部的部委成員 
 
每年計劃 每年檢視 – 年年在恩中再求成長、作出更美的呈獻  
2015 – 來給予自己成長挑戰 
 
第一環 – 個人自行作選的裝備和追求 

聖經、生命成長、生活、神學等的基礎 
 --- 有一生不停追求和學習的心志  

現況：每時問問自已是否保持追求的動力和行動 ？ 
恩田門徒訓練課的學分水平，追求目標  

--- 目標：當達/超“中級證書”水平為基礎 
 

現況：已達/超“中級證書”水平為基礎？若未，可為自己定時間目標？ 
      今年的學習計劃？ 

 
第二環 – 信徒領袖生命素質的培育  

(I).  ACTS 培訓課 
期望信徒領袖可按排自己三年內最少完成｢生命轉化的領袖｣及 
｢建立得力的團隊｣兩個 ACTS 培育課 
你可安排時間參加其中的一個？甚或兩個都參加？ 

 
(II). 閱讀計劃 – 推介繼續閱讀的書籍，可個人或組小組研習 
你去年可能已參加 ACTS 培育課，你今年願意就參加過的有關課題 
的閱書嗎？ 

 
第三環 – 事工角色所需有的培訓   

由服事的事工單位提供 
為著你現有的崗位服事，今年事工部會有甚麼培訓提，你需預留時間？ 
你個人會為服事尋找甚麼裝備以提升你的服事 ？ 

 
信徒領袖連繫堂內的學習—計劃與評估  

領袖成長 
項目 

聖經及不同
層面的學習 

靈修操練 禱告服事 團隊服事 
的學習

生命轉化
的服事

在事奉中 
成長

教會提供的
培育 

基教培育 
課程、講座 

靈修工作
坊或營會 

每月堂會 
祈禱會 

Acts 培訓 Acts 培訓 參與的事奉
及有關培訓

2014 回顧       

2015 參與
計劃

      

 
 

《聖經閱讀》 
課程編號 科目 學分 
CR9901 六經閱讀 1 
CR9902 歷史書閱讀 1 
CR9903 詩歌書閱讀 1 
CR9904 先知書閱讀 1 
CR9905 新約閱讀 1 

 
 
 
 
導師：各團契傳道同工 
日期：半年內完成，可提早完成。若 
      未能於半年內完成，可以申請 
      延期半年。 
對象：不限 
截止：任何時間皆可報名 
手續：填寫個別導修表格交同工 

 
 

  
       

  基礎課程 (未曾修讀者，請先修) 
1. 基督生平 
2. 新約概論/歷史 
3. 舊約概論/歷史 
4. 靈修與敬拜生活 
5. 基督徒生活 
6. 基礎研經法 

 

 

 

 

 

 

   受浸會眾需修讀以下科目： 
1. 要道進深班 
2. 會友/浸禮班 

 

 

 
  恆常及在固定對象之培育／訓

練 

課題 導師 

執事領袖培育     王呂生牧師 
李秀珍牧師 

團契事奉人員培育
區團內之門徒訓練 

區、團導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