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恩華人長老會 

二零一八年第一季(三至七月)培訓課程簡介 

1.   核心線核心線核心線核心線:  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 

1.1 「信仰探索班」 

導師： 伍振才老師 

日期： 15/4, 22/4, 29/4, 6/5, 13/5, 20/5  (6堂) 

時間： 逢星期日下午 1時 30分至 2時 30分 

地點： 請留意課室編排 

對象： 慕道者 / 初信者 / 一般信徒 （名額 10人） 
目標： 幫助慕道者明白基督徒所信的是什麼，使慕道者有足夠資料作出相 

       信與否的決定。 

內容： 正面介紹基督教信仰，解答疑難，討論有關信耶穌的種種問題。 

1.3 「洗禮班」 

導師：何朱桂蘭老師  

日期：15/4, 22/4, 29/4 (3堂)  

時間：逢星期日下午 2時至 3時 30分 

地點：請留意課室編排 

對象：決志後的信徒擬受洗加入教會者 （名額 10人） 

目標：協助初信者確知自己重生得救，了解基督教的兩大聖禮及加入教會  

      的意義 

內容：教導悔改相信的道理，以及作洗禮的種種準備 

先修課程：1.1 信仰探索，1.2 初信栽培 

1.4 「會友班」 

導師：何朱桂蘭老師 

日期：13/5, 20/5, 27/5 (3堂) 

時間：逢星期日下午 2時至 3時 30分 

地點：請留意課室編排 

對象：擬受洗加入教會或轉移會籍加入天恩華人長老會者 （名額 10人） 

目標：清楚明白所擬加入的教會的信仰、教義制度，以及作會友的權利、責 

      任和義務 

內容：認識長老宗的基本教義及制度，天恩華人長老會的異象和使命，對會  

      友的要求等 

先修課程：1.1 信仰探索，1.3 洗禮班 



 

 

2.  成長線成長線成長線成長線:  認識深化信仰認識深化信仰認識深化信仰認識深化信仰内内内内涵涵涵涵 

2.1 「教義神學『三一論』 
導師：郭子龍牧師 

日期：27/5 (1堂) 

時間：星期日下午 1時 30分至 2時 30分或下午 3時 30分至 4時 30分 

地點：請留意課室編排 

對象：一般信徒（名額 20人） 

目標：幫助信徒明白三一論(聖父,聖子,聖靈)，以致能活出真理。 

內容：聖經中聖父,聖子,聖靈的身份，屬性和工作的教導；三一論跟信徒的  

關係與影響；信徒明白三一論的回應。 

2.5 「歸心祈禱成長小組: 將心給我」 (費用$50) 

導師：陳朝發長老, 基督教靜修學會 

日期：3/3, 7/4, 5/5, 2/6, 7/7, 4/8  (6堂) （每月第一個星期六） 

時間：星期六上午 10時 至 12時 

地點：請留意課室編排 

對象：渴慕與神親近的基督信徒（名額 20人） 

目標：幫助信徒明白如何透過歸心祈禱與神親近，並在日常生活中體驗 

      與神同行 

內容：透過一起研討課本[歸心祈禱的操練: 與主親密同行 40天], 互相分享 

經驗及共融祈禱等活動。 

3.  信仰線信仰線信仰線信仰線:  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 

3.2 「舊約綜覽」 
導師：李振昌老師 
日期：15/4, 22/4, 29/4, 6/5, 13/5 (5堂) 

時間：逢星期日下午 1時 30分至 2時 45分 

地點：請留意課室編排 

對象：慕道者 / 初信者 / 一般信徒 （名額 12人） 

目標：幫助弟兄姊妹瞭解舊約的起源與背景，掌握舊約書卷的內容及明白 

      如何應用 

內容：對舊約聖經作一個鳥瞰式的認識，同時去明白整卷舊約的分類，每 

      卷書的背景、中心信息、與新約的關係，並將聖經的知識，應用到 

      信徒的生命和實際的生活中。 



 

 

4.  事奉線事奉線事奉線事奉線:  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 

4.1「帶領查經技巧訓練」  
導師：張祟理老師/盧偉民長老 

日期：3/6, 10/6 (2堂) 

時間：星期日下午 1時 30分至 2時 30分 

地點：請留意課室編排 

對象：一般信徒 （名額 12人) 

目標：幫助信徒學習基本 OIA 查經技巧，助己助人生命成長。 

內容：透過學習 1.觀察，2. 解釋，3. 應用， （1. Observation, 2. 

Interpretation, 3. Application），練習個人查經和帶領查經。 

4.2「見習組牧訓練班」 

導師：楊家聲長老／黃高懷德義務教士／盧偉民長老 

日期：12/4, 19/4, 26/4, 3/5, 10/5, 17/5, 24/5, 31/5 (8堂), 畢業禮 17/6 

(1:30pm) 

時間：星期 4下午 7時 30分至 9時 30分 

地點：第三禮堂 

對象：有志於作見習組牧事奉者（名額 12人) 

目標：裝備信徒有技巧和有效地做見習組牧事奉工作。 

內容：透過課堂及實習訓練，讓學員能夠有信心和有系統地帶領及牧養小   

      組。 

事工目標:   

成人培訓中心旨在透過聖經和事奉， 

培育訓練信徒為成熟和有好品格的門徒。 

栽培課程分為四線栽培課程分為四線栽培課程分為四線栽培課程分為四線:  

1. 核心線核心線核心線核心線 : 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 

2. 成長線成長線成長線成長線 : 認識深化信仰認識深化信仰認識深化信仰認識深化信仰内内内内涵涵涵涵 

3. 信仰線信仰線信仰線信仰線 : 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 

4. 事奉線事奉線事奉線事奉線 : 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 



 

2018 年培訓中心第⼀季(三至七月)課程報名表 

學員姓名（中）： _ _ _ _ _ _ __ _ _ _ __ _ _ _      （英）： _ _ _ _ _ _ _ __ _ _ _ _ _ _ _       

電郵地址：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 _ _ _      聯絡電話： _ _ _ _ _ _ __ _ _ __ _ _ _ 

小組區別:    ⻑青區       成人區       親子區      職青區      學生區 

崇拜時間:    11:15am     5:15pm      選擇:    1:30pm 或     3:30pm 上堂 

選讀科目(請填寫編號)：  

  1.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者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報名日期：________/________/ 2018 

請在課程旁剔一下和選擇時間。 

 √ 課程 堂 日期 

1  核心線核心線核心線核心線::::        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知道學習信仰基礎        

1.1  信仰探索班 6 

15/4, 22/4, 29/4, 6/5, 13/5, 

20/5   

1.3  洗禮班 3 15/4, 22/4, 29/4 

1.4  會友班 3 13/5, 20/5, 27/5 

2  成長線成長線成長線成長線::::        認識深化信仰內涵認識深化信仰內涵認識深化信仰內涵認識深化信仰內涵        

2.1  

教義神學: 三一論  

(請選時間) 1 27/5 ( 1:30 / 3:30) 

2.5  歸心祈禱成長小組: 將心給我 6 3/3, 7/4, 5/5, 2/6, 7/7, 4/8   

3  信仰線信仰線信仰線信仰線::::        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明白活出信仰真諦        

3.3  舊約綜覽 5 15/4, 22/4, 29/4, 6/5, 13/5 

4  事奉線事奉線事奉線事奉線::::        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回應實踐信仰人生        

4.1  帶領查經技巧  2 3/6, 10/6  

4.2  見習組牧訓練班  8 12/4 to 31/5 Thur (17/6 Gra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