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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秋季成人網上主日學 (共 3 頁)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 

• 請留意每科的上課日期，時間及登入號碼 

• 課程維持網上教授直至另行通知  

• 查詢請聯絡朱志輝牧師 

• (粵)=粵語教授 / (國)=國語教授 
 

科目名稱 / 教師 
上課日期 / 時間 

Zoom 號碼 (密碼) / 點擊連結 
課程簡介 

真理探索 (粵)  

潘何其敏牧師 / 

Francis Ching 

9/5 – 11/28 
逢星期日 11:30am - 12:30pm 

Zoom 868 4479 8575 (139139) 
http://bit.ly/scac_ss_seekers 

與慕道的朋友或初信的弟兄姊妹趣味式探討

信仰與福音： 

• 聖經真是可信的嗎? 真是神的啟示嗎? 

• 主耶穌是誰, 祂與我有什麼關係? 不信

耶穌可以嗎? 

• 是否真的有神又有鬼? 

• 人從那裡來, 往那裡去? 

• 人可否肯定將來死後的去向? 

扶立班 (粵) 

翟偉培先生 

9/4 – 11/27 
逢星期六  10:00am  - 11:30 am 

Zoom 843 1884 3069 (3112000) 
https://bit.ly/scac_ss_followup_2021Sept 
 

本科幫助所有初信主的弟兄姊妹在信仰上及

聖經學習上扎根。如果你已決志信主，卻未

曾接受扶立栽培，我們誠意邀請你參加。 

浸禮班 (粵)  

Derek So 長老  

9/13 – 11/29 
逢星期一 8:30pm - 9:30pm 

Zoom 819 0050 2796 (139139) 
http://bit.ly/scac_ss_baptism 

「信而受洗」是每一位決志信主者應有的目

標及作見證的機會。如要申請在本會接受洗

禮，必須先完成浸禮班課程。歡迎已接受過

初信扶立的基督徒參加。 

彼得前書、後書、 

猶大書 (粵) 

吳恩海牧師 /  

吳黎笑芬師母 

9/9 – 12/2 
逢星期四 8:30pm – 9:30 pm 

Zoom 878 3040 0754 (246246) 
https://reurl.cc/KAg1dy 

讓我們一起來讀彼得前後書，看看一個衝動

暴躁，又沒受過高等教育的漁夫，是如何經

歷基督福音改變的大能，擁有活潑的盼望，

超越自我舒適，勇敢地為義受苦，成為教會

的領袖，活出聖潔喜樂的生命。猶大書中指

出教會假師父的滲入，把錯謬的信仰與壞行

為之間的關係，對信徒的信心與行為有深遠

且負面的影響。 

走進聖經中的「公義」

(粵)  

Percy Ho 長老 

9/11 – 11/27 
逢星期六 10:00am - 11:30am  

Zoom 823 9881 8201 (789051) 
https://bit.ly/scac_ss_cantonese_justice 
 

「公義」是什麼？每人對公義都有不同見

解，而每一天，人都用著他們所理解的公義

去管理世界。你覺得現今世界(/社會)有公

平公義嗎？所謂的”伸張正義”，你又認為

正確嗎？今季主日學，讓我們一起走進聖

經，查考和尋找當中有關公義的故事、律例

和教導，了解基督對公義有什麼教訓、督責

和歸正學義的功課。 
  

http://bit.ly/scac_ss_seekers
https://bit.ly/scac_ss_followup_2021Sept
http://bit.ly/scac_ss_baptism
https://reurl.cc/KAg1dy
https://bit.ly/scac_ss_cantonese_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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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 教師 
上課日期 / 時間 

Zoom 號碼 (密碼) / 點擊連結 
課程簡介 

更深生命的塑造 

第二階段(粵) 

潘何其敏牧師與導師

團隊授課 

9/9 – 10/7 
逢星期四  8:00pm – 9:30am 

學員報名後將得到 Zoom 會議號碼和密碼 

**人數有限，必須報名 
 

參加資格：完成 DLF 第一階段學員均可報

名參加 
 

報名與 Catherine Yung 聯絡（647-403-

2200)， 截止日期為 9 月 2 日。 

 

課程內容： 

  1. 聆聽神聲音 

  2. 與聖靈相遇 

  3. 醫治和情緒健全 

  4. 被擄者得釋放 

  5. 助人重獲自由 

課程目的： 

  1. 進深認識神及經歷聖靈帶領 

  2. 推廣及成為 DLF 組長 - Facilitator  

  3. 成為禱告勇士 

門徒訓練–得勝篇

(粵) 

羅碧霞傳道 

9/12 – 11/28 
逢星期日 2:00pm – 3:30pm 

Zoom 861 3003 6050 (139139) 
http://bit.ly/scac_ss_disciple 
 

 

• 是與耶穌基督建立一個個人的、終生

的、順服的關係。 

• 在這關係裡，基督會把你的性格變得像

祂，會把天國的價值觀，以及會把你放

進祂的計劃裡，讓你在家庭、教會和世

界中履行祂的大使命。 

• [得勝篇]幫助學員如何抵擋撒但，透過

認識屬靈軍裝，所謂屬靈軍裝是運用屬

靈恩賜來防禦撒但，保護自己，抵擋仇

敵攻擊。 

• 我們隨時穿起全副屬靈軍裝，整裝待發

在屬靈爭戰中戰勝仇敵，過得勝的生

活。 

• 更學習如何拆毀個人生命中的營壘，作

真正順服的門徒。 

十诫生活应用 (國)  

Jason Leung 長老 

 

9/5 – 11/28 
逢星期日 9:30am – 10:30am 

Zoom 857 6639 3689 (7543308) 
http://bit.ly/scac_ss_mandarin_ten_words 
 

从十诫中领受在日常生活中，如何能做到

尽心、尽性、尽意爱主，并且爱人如己。

透过查经、讨论和分享等互动方式，应用

十诫的真理。 

申命记 (國)  

李利民傳道 

9/5 – 2022/2/27 
逢星期日 9:30am – 10:30am 

Zoom 827 9573 9780 (139139) 
https://bit.ly/scac_ss_mandarin_deuteronomy 
 

课程安排： 

• 本课程用时两个学期，即 2021 年 9 月

至 2022 年 2 月，共 26 次课 

• 讲解与小组讨论结合（经文涵义+神学

原则+实践） 

 

本课程旨在帮助弟兄姐妹学习研读申命

记，包括经文原始涵义、应用原则、今日

实践，从而使我们： 

• 不仅在头脑中认识神在历史中的教导， 

• 在心理体会神的心意，爱慕神的话， 

• 在生活中谨守遵行神的命令， 

• 选择蒙福的道路，成为蒙福的人， 

• 也成为当今时代的祝福； 

课程要求： 

• 存谦卑渴慕的心学习神的话 

• 请尽量出席课程并积极参与讨论 

• 需完成少量阅读思考作业及刻意生活实

践 

  

http://bit.ly/scac_ss_disciple
http://bit.ly/scac_ss_mandarin_ten_words
https://bit.ly/scac_ss_mandarin_deuterono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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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 教師 
上課日期 / 時間 

Zoom 號碼 (密碼) / 點擊連結 
課程簡介 

傳道書  (國) 

黃文超牧師 

 

9/11 – 2022/2/26 
逢星期六  4:00pm – 5:00pm 

Zoom 782 158 4496 (139139) 
http://bit.ly/scac_ss_mandarin_class 
 
 
 

《傳道书》首尾說到: ” 虛空的虛空、虛

空的虛空、凡事都是虚空。"因此许多

人認為傳道书是一卷甚為消極的书卷。

這是完全錯解了傳道書。其實本书是一

卷積極剖析人生,充滿人生哲理, 叫人要

好好去享受人生的。今生你的一切都是

神所賜的, 你要好好珍惜,尤其是年青人,

更应該早些阅读查考本书, 幫助你更好

的為明天作好準備。 

南拳北腿系列： 

善與惡的邊緣 (粵)  

Teddy Lo / 
Terence Yuen 
 

(主堂、北堂合辦） 

9/12 – 11/28 
逢星期日 11:00am – 12:00 pm 

Zoom 839 0432 3299 (213872) 
https://us02web.zoom.us/j/83904323299 
 
  

武俠世界中，正邪永遠勢不兩立，而我

們面對的現實，卻往往是善惡並存，所

謂正中有邪，邪中有正，真是難為正邪

定分界。 

本課程嘗試從不同的舊約人物出發，看

看他們在亂世中如何活在善與惡的邊

緣。 

歡迎主堂、北堂弟兄姊妹參加。 
 

 

基教主日 – 2021 年 9 月 26 日 

講員：朱志輝牧師 
 

資源中心 – 暫時只供自助使用, 如有查詢, 請電郵 library@scac.org 

新書介紹  

關於聖靈與靈修的 22 個神學思考 

出版社：印象文字 Inpress 

作者：趙崇明 

出版日期：2020-6-15 
 

本書嘗試回到靈修的根本，重新闡明神學、靈修學及倫理學三者循環互動的關係，幫助讀者認識

教會歷代以來豐厚而多元的靈修傳統，了解聖靈對靈命操練的影響，從而培育信徒的靈性與德

性，以致能對自己的朝聖旅程有所裨益。 

 

你的名字：從書卷名稱認識希伯來聖經 

our Name: Reading the Hebrew Bible through the Original Names of Its Books 
出版社：明風 

作者：高銘謙 

出版日期：2020-3-1 

 
本書為讀者陳述舊約三十九部書卷的希伯來文名稱，藉着這些名字把每部書卷的神學串聯起來。

它以淺白的文句，把深藏在希伯來聖經裏的神學趣味活現出來。  

http://bit.ly/scac_ss_mandarin_class
https://us02web.zoom.us/j/83904323299
mailto:請電郵library@scac.org
mailto:請電郵library@sca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