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基督教宣道會沙田堂 
2017 年第一季(1 至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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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A101 課程名稱：信仰一:你為何要信 導師：待定 

日期：1 月 8 日至 4 月 2 日 
(共 12 堂，29/1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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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A201 課程名稱：信仰二:作主門徒 導師：關世濠弟兄、李健雯姊妹

日期：1 月 8 日至 4 月 2 日 
(共 12 堂，29/1 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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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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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A202 課程名稱：信仰三:基本信仰 導師：陳錦棠弟兄、龔佩英姊妹

日期：1 月 8 日至 4 月 2 日 
(共 12 堂，29/1 除外) 時間：主日 10:00am-11:15am(中堂時間)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1(課室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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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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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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上」、「舊約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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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A232 課程名稱：聖經研讀(三)：新約 導師：李維俊弟兄、譚賢娣姊妹

(實習傳道) 

日期：2 月 5 日至 3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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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象： 
1. 完成《基礎門訓》之水禮前必修系列的學員；及 
2. 已經在本堂接受水禮者或轉會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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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 

      ( 註： 本課程亦歡迎仍在考慮受洗或轉會者報讀 ) 
 
課程目標： 
讓學員掌握新約聖經整體的脈絡，認識每卷書的特色，及反思經文信息給我們的挑戰，從中察驗上主在

我們生命中的旨意。 
 
課程特色及要求： 
本課程著重探討各新約書卷的背景及主題，及讓學員第一手發掘其中所傳遞的信息，學員需願意每天

至少讀兩章新約聖經，及嘗試整理其中一書卷的大綱。 
 
名額限制：12 人  (截止報名：1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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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卷研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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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靈命培育 

課程編號：171A311 課程名稱：靈修工作坊： 
眾裡尋祂，緊密跟隨 導師：陳群英姊妹 

日期：11/2-18/3、1/4、29/4 
(共 8 堂) 時間：週六晚上 7:30-9:45 地點：愉田苑課室四 

對象： 
1. 已接受水禮及信主五年或以上者優先取錄； 
2. 渴望在日常生活中更深體驗復活基督的臨在，並更緊密跟隨祂的弟兄姊妹。 
 
課程簡介： 
復活的基督應許與我們同在，然而在紛擾的生活中，我們都容易淹沒在周遭的噪音和內心複雜的思緒

中。本工作坊希望凝聚一小群有心尋求主面的弟兄姊妹，一起操練留意主的臨在，聆聽祂的鼓勵，安

慰和召喚，並同時辨認來自文化、社會、自身背景及那惡者的另一套價值，從而培養明辨的態度，成

為跟隨基督真光的門徒。 
 
課程內容： 
課堂理論與實踐並重，每次聚會都有安靜祈禱的環節，讓弟兄姊妹一起操練安靜，注視主，體驗祂的

臨在，說話，引領，介入我們人性的種種處境和經驗中。課程會涵蓋以下範疇： 
1. 透過聖經與主對談； 
2. 以生活的點滴作為祈禱的材料，在當中與主對談，從而察驗主在當中的救贖工程和美善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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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反省我個人的救恩歷史和未被救贖的歷史； 
4. 認識意識的操作，從而能夠更自主地去選擇跟隨基督； 
5. 學習辨認聖靈鼓勵和安慰的經驗，以及來自周遭，自身背景的噪音和出於那惡者的打擾和攻擊。 

 
課程要求： 
1. 學員必須每天抽兩段時間安靜祈禱，並願意在課堂上與其他弟兄姊妹以誠懇和互相尊重的氣氛下分享

每周的祈禱經驗，進行屬靈交談。 
2. 盡量出席所有課堂，以維持弟兄姊妹一同學習，互相激勵，彼此守望的精神。 
 
名額限制：15 人  (截止報名：1 月 22 日) 

 
神學及生命反思 

課程編號：171A341 課程名稱：社關與靈性— 
「為價值而戰的屬靈旅程」 

導師：黃秀婷姊妹 
(宣道會北角堂社關科義務傳道) 

日期：2 月 5 日至 3 月 19 日 
(共 7 堂) 時間：主日 11:40am-1:00am (午堂時間) 地點：都會廣場地下 B2(課室 G) 

對象： 
信主三年以上及已受洗，願意反思及整合信仰，學習活出基督徒的社會角色。 

 
  簡介： 
當社會中不公義的事件日增，人心處於沮喪憤怒，今天看似進入了積怨難解之世代。信徒要起來作光作

鹽以公義行動作見證，但也不保證有當下消解邪惡的能力。這樣，真叫人常常落入意難平的心靈鬱悶中。 
 
這些心靈低谷的階段，不是今天關心社會的信徒獨有，細讀舊約先知和一些屬靈前輩與神相遇的經歷，

都是開放給我們學習的寶庫。 
 
課程目標： 
本課程旨在探討基督徒面對不公義的反應，以及群體與個人屬靈生命，兩者之間的關係。 

 
內容： 

5/2 為何社會不像教會？ 
12/2 暴力與和平微妙關係 
19/2 約拿的正義感 
26/2 具體主義、權力與驕傲 
5/3 耶利米的眼淚 
12/3 行動與默觀 
19/3 屬天之盼與社關 

課程要求： 
持開放及聆聽不同意見的態度，並在課堂中參與活動和討論。 

 
名額限制：20 人  (截止報名：1 月 22 日) 

報讀請到報名處填交報名表 或 於教會網頁登記 (需有名牌編號)， 
截止報名日期：12 月 25 日 (特別註明除外)， 

課程額滿即止，為方便安排，煩請盡早報名，查詢請電 2648-9351。  
 
 教會將在截止報名日期後電郵通知取錄與否， 

如開課前三天仍未收到通知，請致電教會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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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道會沙田堂 
成人門徒造就系統課程報名表 

*務請以正楷填寫下列各項資料，並在適當的  填上 「」 

(一)個人背景資料： 

A. 未信   決志信主：________(年份)  穩定參加沙宣崇拜/團契/小組：自________(年份) 

B.  未受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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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直接填寫「(三)現報讀課程」) 
曾經 (請以下已修讀之課程) 

A. 《基礎門訓》水禮前系列：信仰一    信仰二   信仰三   水禮或轉會班 
B. 《基礎門訓》水禮後系列：生命成長(一)(自我與人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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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 

 

名牌編號：                中文姓名：                         性別：       

聯絡電話：                電郵(正楷)：                                          

簽名：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所有資料均需清楚填寫，以免影響申請，截止報名日期：12 月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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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先修科目的要求。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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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