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2018 年第二季(5 至 7 月)成人門徒造就系統課程
《基礎門訓》: 水禮前必修系列
上主要求每個跟隨祂的人是作門徒，而不是只作信徒。水禮前必修系列共有四科，包括信仰一至三班、
水禮班或轉會班。信仰一至信仰三旨在以不同重點來幫助我們與他人一起學習作門徒，歡迎已信主並願
意做門徒的朋友報讀。水禮班及轉會班是分別預備門徒受洗及轉會，加入沙宣這個大家庭。
課程編號：182A101

課程名稱：信仰一：你為何要信

導師：劉冠華弟兄、吳琪瑛姊妹

日期：5 月 6 日至 7 月 22 日
(共 12 堂)

時間：主日 10:00am-11:15am
(中堂時間)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2
(副堂)

對象：
1. 已決志信主並願意作門徒者；或
2. 對救恩真理模糊但有心作門徒者。
課程簡介：
「我對基督教信仰很多基本道理仍有不明白，可以有系統地學習嗎？」在信仰的道路上，最需要的是一
個繼續開放追求認識主的心；一群與你一起尋問基督真理的同路人；以及一些能作你信仰指路者的導
師。
課程目標：
1. 明白救恩的確據；
2. 透過聖經認識基督信仰的核心「主耶穌基督」的身份和工作；
3. 探索信徒如何與耶穌基督建立關係；
4. 一同建立讀經、禱告、靈修的根基，邁向成長立志作主門徒的方向；
5. 讀完馬可福音。
名額：12 人

課程編號：182A201

課程名稱：信仰二：作主門徒

導師：陳錦棠弟兄、吳小慧姊妹

日期：5 月 6 日至 7 月 22 日
(共 12 堂)

時間：主日 10:00am-11:15am
(中堂時間)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2
(課室 G)

對象：
1. 已清楚決志信主者；及
2. 已完成「信仰一：你為何要信」者；及
3. 立志學習作主門徒者。
課程簡介：
門徒的意思就是「學習者」。作門徒的目標，不但要從師傅身上得到學問，也希望在各方面學像他。因
此，耶穌的門徒就是一個學像耶穌而跟從祂的人。作門徒的重點在於活出師傅的氣質，多於遵守規條。
作門徒就是學習在實際的生活中，以神的方式與原則過我們基督徒的生活。此外，我們亦會學習委身於
弟兄姊妹，同作基督的肢體，更在自己的崗位上盡心竭力，完成神的託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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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目標：
1. 認清跟隨耶穌、作門徒是生命的塑造而非守規條；
2. 對教會作為信徒群體有明確而整全的觀念；
3. 對事奉有基本的概念；
4. 讀完路加福音。
名額：12 人
課程編號：182A202

課程名稱：信仰三：基本信仰

導師：彭展超弟兄、梁志華弟兄

日期：5 月 6 日至 7 月 22 日
(共 12 堂)

時間：主日 10:00am-11:15am
(中堂時間)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1
(課室 AB)

對象：
1. 完成「信仰一：你為何要信」及「信仰二：作主門徒」的學員；及
2. 願意繼續學習把信仰落實於生命者；及
3. 準備接受水禮者。
課程簡介：
若有人問你：
「你知道你信什麼嗎？」從知性角度，你可能會背誦教義問答。從感性經驗的角度，你可
能會述說你在日常生活中怎樣經歷神。如何整合以知性、感性及經驗，扼要地表達我們所信的福音，
對向人見證福音、準備受洗加入教會十分重要。
整合的過程漫長，而且可能會被非信仰核心的迷思或疑惑所影響，這可以成為我們不斷成長的阻力，但
亦可以是助力，沿途與人同行尋索，為我們的門徒生命打好根基，讓門徒生活更加豐盛精彩。
課程目標：
1. 透過使徒信經，初步認識我們信仰的歷史根源；
2. 透過使徒信經，認識基督教重要及基本的教義；
3. 明白及反省核心教義與信徒生活的關連；
4. 確認信仰內容中不可捨棄的部份；
5. 加強行道的動力及取得在基督裡不斷成長的方向；
6. 讀完羅馬書。
名額：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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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編號：182A203
日期：5 月 10 日至 6 月 7 日
(共 5 堂)

課程名稱：水禮班

導師：黃家輝牧師

時間：週四 8:00-9:30pm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1(課室 AB)

申請受洗資格：
1. 凡十四歲以上，清楚重生得救，承認耶穌基督為救主及生命的主，並願意接受本會信仰的基督徒；及
2. 已經在本堂聚會有一段日子(至少半年)，並已屬於一個團契/小組/群體，有穩定的團契生活，願意加
入教會，並盡上本堂會友之責任﹔
3. 曾接受基本的信仰栽培課程：申請水禮者必須已完成本堂的成人門徒造就系統(前稱主日學)課程「信
仰(三)：基本信仰」或其他認可課程；及
4. 得到本堂同工及會友推薦(參考洗禮申請表)；及
5. 經執事及同工接見接納，完成水禮課程者。
，並提交一份見證內容如下：得救見證、信主後生命的
申請人需到報名處另索取「水禮申請表」
改變、何時來沙宣？為何想洗禮？希望怎樣投入教會？若繕寫見證有困難，請與同工聯絡。

*接見申請人日期為 4 月 26 日(四)晚上 8:00-9:30 於都會 B2 副堂，截止報名：4 月 22 日(主日)
課程編號：182A204

課程名稱：轉會班

導師：黃家輝牧師

日期：5 月 10 日至 24 日
(共 3 堂)

時間：週四 8:00-9:30pm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1(課室 AB)

申請轉會者資格：
1. 清楚重生得救，承認耶穌基督為救主及生命的主，已經受洗，並願意接受本會信仰的基督徒；及
2. 因遷居或其他理由離開其母會，在本堂聚會已有一段日子(至少半年)，並已屬於一個團契/小組/群
體，有穩定的團契生活，願意轉會以沙宣為家並盡上本堂會友之責任；及
3. 經母會書面推薦(若在這方面有困難，會按情況個別考慮)；及
4. 得到本堂同工及會友推薦(參考轉會申請表)；及
5. 經執事及同工接見接納，完成轉會課程者。
，並提交一份見證內容如下：得救見證、信主後生命的
申請人需到報名處另索取「轉會申請表」
改變、何時來沙宣？為何想轉會？希望怎樣投入教會？若繕寫見證有困難，請與同工聯絡。

*接見申請人日期為 4 月 26 日(四)晚上 8:00-9:30 於都會 B2 副堂，截止報名：4 月 22 日(主日)

2018 年第一次水禮將於 6 月 24 日(主日)下午三時正於愉田苑禮堂舉行，轉會禮及水禮

分享見證則分別於前一天晚崇及當天早上崇拜中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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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門訓》: 水禮後必修系列
洗禮或轉會不是門徒成長的終點，我們仍需不斷成長。關注門徒全方位成長的水禮後必修系列共有七科，
包括生命成長及聖經研讀兩大範疇。生命成長包括「自我與人際」、「召命與實踐」及「倫理抉擇」；聖
經研讀包括「舊約(訓誨、信息上)」、「舊約(信息下、著作)」、「新約」、「查經方法」。已在沙宣受
洗或轉會者敬請報讀，部份課程亦歡迎已完成水禮前必修系列、並準備受洗或轉會者報讀。
課程編號：182A234

課程名稱：聖經研讀(二)：
舊約《信息下、著作》

導師：徐寶銀弟兄

日期：5 月 6 日至 6 月 24 日
(共 8 堂)

時間：主日 11:40am-1:00pm
(午堂時間)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1
(課室 C)

(註：聖經研讀系列包括四個單元課程，沒有先修課程要求，各科可獨立報讀。本課程亦歡迎正考慮受
洗的信徒報讀)
對象：
1. 完成《基礎門訓》之水禮前必修系列；及
2. 已經或正考慮在本堂接受水禮或轉會；及
3. 願意從聖經建立信仰基礎，繼續學習把信仰落實於生命。
課程簡介：
聖經是神的啟示，神主動為我們揭示。希伯來(舊約)聖經，目錄可分為訓誨、信息(信息上/信息下)、及
著作。這分類形式跟中國古代的「經、史、子、集」圖書分類相似。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根據希伯來聖經的目錄分類，對舊約作全面俯瞰式的介紹，包括舊約聖經的歷史、寫作背
景和相關經卷的主要信息。希望學員掌握研讀舊約的基本知識及技巧，樂意進入舊約的世界，更深入
認識神，明白神對我們生命的美意。
課程特色及要求：
本課程著重認識舊約聖經歷史及舊約中《信息下》與《著作》的相關經卷，從中整理涉及經卷的內容重
點與之間的關係，聆聽神藉舊約所傳遞的信息。學員需願意每天讀不少於一章舊約聖經。
名額：12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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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深門訓》系列
作門徒乃一生之久的旅程，進深門訓系列課程幫助門徒持續成長，共有四個類別，包括靈命培育、聖經研讀、
神學及生命反思、事奉裝備等，歡迎已在沙宣受洗或轉會，並修畢整個《基礎門訓》系列的弟兄姊妹報讀。

神學及生命反思
課程編號：182A341

課程名稱：宗教改革神學的昔與今

日期：6 月 24 日至 7 月 15 日
時間：主日 11:40am-1:00pm (午堂時間)
(共 4 堂)

導師：鄭順佳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
地點：聖公會林裘謀中學
有蓋操場活動室

對象：
1. 已信主至少三年及已接受水禮者優先取錄；及
2. 願意生命反思、渴望實踐信仰之信徒。
課程簡介：
2017 年是宗教改革 500 週年。宗教改革可說是基督宗教回歸聖經，反本開新，尋根、更新和創新的運
動，回應當時民眾內心的渴求，挑戰當時教會的腐敗，為宗教生態帶來翻天覆地的改變，更為政教關係
賦予全新的面貌。這個震撼整個西方的運動，蘊藏着寳貴的屬靈資源，有待我們去發掘，深化我們的信
仰。
本課程以宗教改革神學為焦點，專注信仰的內容。課程包括以下課題：(1)唯獨聖經，(2)唯獨恩典，(3)
唯獨信心，(4)因信稱義。這四方面不單構成信仰的基礎，也是信仰進深的資源，亦回應時代挑戰的立
足點。
課程編排：
日期
24/6
1/7
8/7
15/7

主題
唯獨聖經
唯獨恩典
唯獨信心
因信稱義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個課堂；及
2. 積極參予課堂討論；及
3. 在生活中思想課堂的學習、操練實踐。
名額：40 人 (截止日期：6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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聖經研讀
課程名稱：先知的生命與信息
—北國與外邦

課程編號：182A331

日期：5 月 6 日至 6 月 10 日
時間：主日 11:40am-1:00pm (午堂時間)
(共 6 堂)

導師：林慧儀傳道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2
(課室 G)

對象：
願意認識及學習先知書的肢體。
課程簡介：
上主在以色列民族的歷史中，刻意選召先知承擔傳達祂信息的職份，而「十二先知書」(何西阿-瑪拉
基)又被稱為小先知書，這「小」
，在於這十二卷書的篇幅較短，但 12 位先知的生命及信息前後跨越四
個世紀，各在他們不同的處境下，竭力忠於所召，向當代宣告上主的心，發出審判、安慰、拯救的話。
課程目標：
1. 透過查經，掌握小先知書內其中五卷(阿摩司書、何西阿書、約拿書、那鴻書、俄巴底亞書)的主題
及內容。
2. 藉這五位先知的宣講更明白上主的心腸及視野。
3. 從先知的生命得著反省與成長。
課程編排：
日期
6/5
13/5
20/5
27/5
3/6
10/6

題目
先知、先知書是什麼？
向北國的呼喊 1—阿摩司
向北國的呼喊 2—何西阿
外邦，請聽 1—約拿
外邦，請聽 2—那鴻
外邦，請聽 3—俄巴底亞

課程要求：
1. 準時出席每個課堂；及
2. 積極參予課堂討論；及
3. 按課程要求完成相關讀經指引。
名額：15 人

報讀課程請到報名處填交報名表 或 於教會網頁登記 (需有名牌編號)，
截止報名：4 月 29 日 (特別註明除外)，
敬請盡早報名，額滿即止，查詢請電 2648-9351。

截止報名後，將以電郵通知取錄與否
若開課前三天仍未收到通知，請聯絡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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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沙田堂
成人門徒造就系統課程報名表
*務請以正楷填寫全部各項資料，並在適當的  填上 「」
(一)個人背景資料：
A. 未信
B. 未受洗

決志信主：________(年份)

穩定參加沙宣崇拜/團契/小組：自________(年份)

已在沙宣受洗/已轉會加入沙宣

已於_______年在其他教會受洗(未轉會)

C. 所屬團契/小組：
D. 年齡組別： 18-22

23-30

31-40

41-50

51-64

65 或以上

E. 學歷：

(二)曾經修讀 沙宣的基礎門訓課程？ 從未
曾經
A. 《基礎門訓》水禮前系列：信仰一

(請直接填寫「(三)現報讀課程」)
(請以下已修讀之課程)

信仰二

信仰三

B. 《基礎門訓》水禮後系列：生命成長(一)(自我與人際)

水禮或轉會班
生命成長(二)(召命與事奉)

生命成長(三)(倫理抉擇)

聖經研讀:查經方法

聖經研讀:舊約上

聖經研讀:舊約下

聖經研讀:新約

(三)現報讀 課程編號：

名牌編號：
聯絡電話：

簽名：

(課程：

)

中文姓名：

性別：

電郵(正楷)：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所有資料均需清楚填寫，以免影響申請，截止報名：4 月 29 日 (特別註明除外)》

所有課程出席 70%或以上才算完成，出席率不足或會影響往後報讀其他課程的取錄機會，
並請關注部份課程有先修科目的完成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提供的個人資料，除用於今次課程的行政需要外，並用於教會牧養及有關的統計用途上，
當此資料已不再符合以上用途，我們將不再保留所持閣下的個人資料，予以銷毀。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閣下有權要求查閱及改正我們所持有閣下的個人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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