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仕嘉堡華人宣道會 夏季成人主日學 (共 2 頁)  

2022 年 6 月至 8 月 

• 請留意每科的上課日期和時間 

• 請留意課程的上課模式 ：實體 或 混合 (hybrid) 或 網上(附登入號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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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上課模式  

Zoom 號碼 (密碼) / 點擊連結 
課程簡介 

真理探索 (粵)  

王國源傳道 

 

6/5 – 8/28 
逢星期日 9: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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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出信望愛 (粵) 

Vivienne Lee 

6/9 – 9/1 
逢星期四  8:00pm 

Zoom 863 4227 7654 (139139) 
https://bit.ly/scac_cc_followup_2022J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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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al Chow 

6/5 – 8/28 
逢星期日 11:15am  

實體上課 

教會 1 號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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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可福音(粵) 

柯永聰牧師 

6/4 – 8/27 
逢星期六 9:30am 

Zoom 813 6413 4107 (139139) 
https://bit.ly/scac_ss_mark 

馬可福音,內容簡單直接,字裏行間,有著其精彩之處.  本課程透過了解背景與內

容,與同學們一同走進文本世界,探索耶穌生命,並再次思想信仰的意義. 

箴言初探 (粵) 

潘何其敏牧師 

羅碧霞傳道 

6/5 – 8/28 
逢星期日 9:30am  

混合模式上課 

教會 1 號房 或 

Zoom 892 2101 3822 (139139) 
https://bit.ly/scac_ss_proverbs 

“箴言” 主要是教導人在世上如何過有智慧和正確的生活。這裡的智慧不是指

人的知識，或聰明才幹；而是指合神心意，以神的觀點來看屬世的生活。神本

身才是智慧的源頭，所以真智慧是在神面前過一個敬虔聖潔的生活。箴言 9：

10 「敬畏耶和華，是智慧的開端；認識至聖者，便是聰明」，是整本書的中

心思想。本課程的目標是幫助學員對箴言有初步認識，包括其文體結構、主題

特色，及作者如何以精簡短句及格言勸誡讀者，從而幫助其在生活上能作明智

抉擇。 
  

http://bit.ly/scac_ss_seekers
https://bit.ly/scac_ss_followup_2021Sept
https://bit.ly/scac_ss_followup_2021Sept
https://bit.ly/scac_cc_followup_2022Jun
https://bit.ly/scac_ss_mark
https://bit.ly/scac_ss_prover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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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名稱 / 教師 
上課日期 / 時間 / 上課模式  

Zoom 號碼 (密碼) / 點擊連結 
課程簡介 

尼希米記下(粵)  

Derek So 長老 

6/6 – 6/27 (共 4 堂) 

逢星期一 8:00pm 

Zoom 827 7010 6132 (139139) 
https://bit.ly/scac_ss_nehemiah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記錄了以色列人從被擄歸回的經歷，有歡笑、有眼淚、

有成功、有失敗、有高山、有低谷。在今科主日學，繼上季學習以斯拉記

後，讓我們繼續透過學習尼希米記，思考回歸的上帝的子民，如何應對所遇

到的困難和掙扎。 

更深生命與使命課程(粵)  

羅碧霞傳道與眾教師 

 

6/2 – 6/30 (共 5 堂) 

逢星期四 8:00pm  

報名聯絡：Pastor Vanessa Lo 

(vanessalo993@yahoo.com) 或  

Catherine Yung (cyscac@gmail.com) 

課程目的：1. 認識聖靈 2. 與聖靈相遇 3. 聆聽神聲音 

課程內容：敬拜、講課、屬靈練習、個人靈修、分組分享、祈禱 

授課：視像形式進行，粵語講授，不設電話參與，參加者須打開視頻，並委身

參與。 

資格：重生得救基督徒，信主三年以上，恆常參加仕宣或宣信堂聚會 

使徒行傳 (國) 

Jason Leung 長老 

 

6/5 – 8/28 
逢星期日 9:30am  

混合模式上課 

教會 12 號房 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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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徒行傳》常被稱為「聖靈行傳」。但「聖靈行傳」很容易誤解，以為人的
角色和責任可以輕易拿走。在《使徒行傳》中，讓我們領受使徒、也包括我們
信徒，如何與聖靈互動，一起建立基督的教會，並實踐宣教大使命。 

十步釋經研讀 【以斯帖記】 

(粵) 

藍志誠牧師 

(藍志誠牧師乃資深十步釋經

教師，歡迎報名參加，同享

神話語的筵席。) 

8/1 – 11/14 (共 16 堂) 

逢星期一 8:00pm 

Zoom 860 0302 7388 (139139) 
https://bit.ly/scac_ss_esther 
 
 

《以斯帖記》是舊約聖經六十六卷中一卷特別的書卷，唯獨它完全沒有提及神
的名字。《以斯帖記》與 《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同屬以色列人被擄歸
回的歷史書。《以斯拉記》和《尼希米記》分別記載猶太人歸回重建聖殿和耶
路撒冷聖城。《以斯帖記》 記錄留在波斯的整個猶太民族幾乎被消滅的遭
遇。《以斯帖記》是神保守聖民的奇蹟。以斯帖、 末底改和猶太人的勇氣和
信心，成為今日信徒的榜樣。本課程採用十步釋經深入一點去發掘神藉行事要
我們學習的真理和原則。課程以教導和應用討論進行，每一章以培靈信息作總
結，務求知識和靈命融合為目的。課程由 8 月 1 日開始逢星期一晚上 8:00-
9:00 在 Zoom 線上進行，共十六堂。 

修正偏差的聖經理解 (粵) 

陸超明牧師 

8/4 – 8/25 (共 4 堂) 

逢星期四 8:00pm  

Zoom 893 6123 2455 (139139) 
https://bit.ly/scac_ss_misunderstand 
 

絕大部分信徒對聖經都尊重。但對探討聖經的理解, 有時候有不少似是而非的
論點, 很多人都不會察覺。本講題針對聖經論中不少課題, 指出如何修正哪些
偏差的宣講。涉及的包括聖經的默示, 無誤, 權威性, 充足性, 清晰性, 正
典, 以及改變人生的能力。上課四堂之後,學員鑒察的能力會被提升, 更會對
任何聖經教導有醒覺, 免被偏差甚至錯誤的引導。 

 

聖經講座：夾縫中愛的實踐 - 腓利門書 (仕宣基教部與建道中心及華基合辦) 

講員：葉漢浩博士 

日期：7月 21-23日 (星期四 –六) 

時間：晚上 8:00 - 9:15，網上直播 (詳情請留意日後報告) 

https://bit.ly/scac_ss_nehemiah
https://bit.ly/scac_ss_mandarin_acts
https://bit.ly/scac_ss_esther
https://bit.ly/scac_ss_misundersta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