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鑽石山浸信會 
2022 年度 10 至 12 月 

主日學﹝課程簡介﹞ 

「那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聽道，又領受，並且結實，有三十倍的，有六十倍的，

有一百倍的。」(馬可福音 4：20) 

上課日期：2022 年 10 月 2 日至 12 月 25 日  

上課時間：主日上午 10:00-11:00   

上課地點：請依照教會張貼之上課地點或導師的通知 

註：本季沒有浸禮班 

福音課程  

福音班 

課程簡介 甚麼是福音？ 

此課程幫助慕道朋友或信徒認識福音內容，並且明白作為基督徒的意

義。 

導師 張彼得執事、黎炳森弟兄 

課程要求 (1)  特別為慕道朋友及已決志信徒而設計。 

(2)  本課程為受浸前必修科目，要求學員出席八成或以上之課堂。 

 

初信課程  

「初信班」成長八課 

課程簡介 銜接「福音班」，幫助學員奠定信仰根基，並鼓勵繼續追求成長。 

*採用青協[成長八課] 

導師 潘桂玲傳道、陳惠嫻執事 

課程要求 (1)  歡迎已完成「福音班」之慕道者及已決志信徒參加。 

(2)  本課程為受浸前必修科目，要求學員出席八成或以上之課堂。 

 

成長課程 

成長班﹝一﹞：耶穌生平 

課程簡介 銜接「初信班」，幫助學員明白福音書，初步認識福音書的整體性，

從而了解耶穌降生、早期生活、神蹟奇事、聖經教訓及耶穌的死和復

活。 

導師 潘卓茵姊妹、林樹棠弟兄 

課程要求 (1) 歡迎已完成「初信班」的信徒參加。 

(2) 本課程為受浸前必修科目，要求學員出席八成或以上之課堂。 

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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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長班﹝四﹞：受浸及初信者的下一站 

課程簡介 本課程初步探討有關三一神、基督、救贖、聖靈、教會等題目，讓學

員掌握基督信仰的基要內涵，建立良好的信仰根基。並從多個向度分

享事奉的態度、原則、實踐及恩賜的發揮，幫助學員建立正確的事奉

觀，培養清晰的事奉焦點。 

導師 黃君灝弟兄、陳珮玲姊妹 

備註 歡迎對本課程有興趣的弟兄姊妹報讀。 

 

進深課程  

 

進深班﹝一﹞：聖經課程「使徒行傳與保羅書信」  

課程簡介 使徒行傳是早期教會歷史寶貴的資料，它告訴我們主耶穌復活升天以

後，福音如何傳揚開來。本課程從使徒行傳來探討使徒與保羅的宣教

行蹤，課程內容將按保羅四次的宣教行蹤來進行，其在適當的時機，

亦即保羅寫各書信的時地來介紹其書信。 

導師 
梁德發傳道、余澤銳先生 

備註 本課程乃一系列由牧者或執事負責編訂和教授之課程，誠意推薦給 

所有兄姊參加。 
參：梁望惠。《使徒行傳與保羅書信》。台北：台灣基督長老總會教育委員會，2017。 

進深班﹝二﹞： 

團契與成長‧團隊與協作 
課程簡介 教會是一個強調群體的地方，我們生活在其中總離不開團契小組或事

奉團隊，甚或兩者皆有。然而，在教會生活久了，我們不難發現團契

和團隊都曾遇上不似如期的階段，投入其中的熱情往往隨之減退，甚

或離開。 

本課程是抱著教會有主基督掌管的確信去面對，視這些階段為成長和

學習協作的契機。課堂是期待參加者可以抱著自我反省的心態去學習

和分享，期盼在彼此分享中看見神在你我生命裏的工作，並且透過團

隊協作的理論去整理所處事奉團隊甚或職場團隊的情況，以致我們都

能成為更好的團隊成員，並得著力量去締造更好的團隊。 

導師 
張兆坤傳道 

備註 本課程乃一系列由牧者或執事負責編訂和教授之課程，誠意推薦給 

所有兄姊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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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主日學 

幼稚級 

(3-5 歲) 

樂韻小天使﹝自編課程﹞ 

課程簡介 課程配合幼兒發展，以聖經教導為核心，鼓勵幼兒通過

全人學習，讓他們的靈性逐步成長。 

音樂是神賜給人類的一份大恩物，幼兒從聖經中認識敬

拜天父的故事，在真理學習下，成為喜愛敬拜天父的小

小敬拜者。 

導師 蕭頴雯傳道 

 

初小級 

(小一至小二) 

耶穌基督﹝浸信會主題式課本﹞ 

課程簡介 1.耶穌愛人：明白耶穌願意幫助人，關心人，愛世上每

一個人。 

2.耶穌教導人：明白耶穌的一些教導，並學習實踐。 

3.耶穌的喜訊：明白耶穌降生的意義，並對這喜訊回應。  

導師 嚴德賢執事、劉利安姊妹 

 

 

 
中小級 

(小三至小四) 

聖靈的果子﹝浸信會主題式課本﹞ 

課程簡介 1.聖靈的果子：明白聖靈果子九種特質的含義，並學習

在生活中培養和操練。 

2.保羅結出聖靈果子：學效保羅生命中如何順服聖靈，

結出聖靈的果子。 

導師 鄭淑貞姊妹、莫麗明姊妹 

 

基礎讀經班  

課程簡介 整全地認識及閲讀整本聖經的 66 書卷。由創世記至啟示録，五年內

讀完整本聖經一遍，經卷不斷循環，方便同學隨時加入。 

透過堂上討論與分享，豐富學員對經文的全面了解。 

今季學習經卷：路加福音 1~24章 及 列王紀上 1~22章 

導師 
黃嘉齡姊妹、程健雄弟兄 

課程要求 鼓勵已經參與「每日讀經釋義」計劃及喜歡一起研讀聖經的兄姊參

加，內容按「每日讀經釋義」編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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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小級 

(小五至小六) 

創造與救贖﹝浸信會主題式課本﹞ 

課程簡介 1. 創世的故事：明白神創造的奇妙及美意，及罪如何破

壞創造原初各樣美好的關係。 

2.出埃及的故事：明白神救贖的大能，祂拯救以色列人

脫離埃及為奴之地。 

導師 何美玲姊妹、陳頌敏姊妹 

 

青少年主日學 

中學級 

(中學生) 

第一年 ﹝10~12月﹞ 

教義與思想「教會與歷史巡禮」 
課程簡介 教義是學習神學的入門，本課程旨在藉著教導基督信仰

的核心教義以鞏固學員的信仰根基，除了講述救恩、創

造、三一神等觀念之外，會配搭歷代教會如何因著這些

觀念來見證基督的故事，來豐富學員對這些觀念的認

識，初步培養學員知行合一的取態。 

導師 李以諾弟兄、楊思行幹事 
備註 為對應新時代青少年成長階段的需要，整個青少年基督教育系統分為

四大範疇，歷時3年，共12個課程，並在中四至中五以一年期的門訓

作結和鼓勵受浸加入教會。 

詳情請參閱「2022主日學課程概覽及教育部事工簡介」。 

 

長者主日學 (只辦實體主日學) 

長者班 

(中年及長者) 

約翰福音 

課程簡介 約翰福音 

約翰福音與其他三卷福音書在結構與風格上有明顯的不

同。本書著重在耶穌的講道，而內容多談到祂的位格及

人相信祂就能得生命，並且得的更豐盛。 

導師 黃特恩執事 
 「長者班」不是以季度擬定課程，而是按實際進度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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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信徒成長課程﹞系統 

階段 

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 第三階段 第四階段 

浸

禮 

第五階段 第六階段 第七階段 

福音課程 初信課程 成長課程 浸禮課程 成長課程 進深課程 

I 

進深課程

II 

對象 

慕道者及

已決志信

徒 

已完成 

「福音班」

的慕道者

及已決志

信徒 

已完成 

「福音班」

及「成長八

課」的信徒 

已完成 

「福音班」、 

「成長八課」、 

「耶穌生平」、 

「信徒生命塑

造」的信徒 

所有信徒 所有信徒 所有信徒 

必修

課程 

福音班 成長八課 耶穌生平 

浸禮班 

聖經概覽 律法書 牧師/傳道/ 

執事 

編訂和教

授之課程， 

包括： 

舊約及新

約經卷研

讀 

  信徒生命

塑造 

受浸及初信

者的下一站 

王國的建立 

     列王與先知 

     詩歌與智慧書 

     先知書 

     耶穌生平 

     使徒行傳與 

保羅書信 

     門徒書信與 

啟示錄      

*在第四階段報讀「浸禮班」，同季可報讀「耶穌生平」或「信徒生命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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