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麗華人基督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2019夏季班 
Raleigh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Sunday School 

Summer 2019 (6/02/2019-8/25/2019) 

華語主日學     11:15am – 12:30pm  

M320 詩篇  (禱告室) 華語主日學 8:30-9:15am         教師 ：陳藹藹  

耶穌升天以前對祂的門徒說,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書, 和詩篇上所記的, 

凡指着我的話, 都必須應驗……” 

你願意恢復更新與主之間的那起初愛的関係嗎? 當年耶穌對祂周圍的人說 “ 到

我這裏來”, 今天也同樣是對你說的. 讓我們學習伯大尼的馬利亞, 選擇那上好

的福份, 來到主的腳前, 早早饱得祂的慈愛 (詩 90:14), 因為在祂裏面有豐盛的

恩典與真理。 

M201  探討信仰與實踐  (Room 133-135)       

教師：鍾德民/陳雷門 楊楷 周曦 黃玲真 

對象﹕慕道朋友  

不管是基督徒或是慕道朋友，每個人都需要對人生和信仰進行反思，才能真實而

快樂地生活。這個混合型的課程是主日學的新嘗試。慕道的朋友可以對基督教信

仰有系統的了解和實際的討論，聽到基督徒的信仰歷程。而基督徒可以通過討論

了解信仰的本質，可以用全新的方式來真正實踐信仰，也有機會與慕道朋友分享

自己的經歷和感受。課程的主題包括聖經、神的屬性、人的現狀、基督的生命。

本課目的: 通過對信仰的主題和實踐的討論，幫助每一個有心了解信仰或實踐信

仰的人。 

M378  哥林多前書(Room 136-140)              

教師﹕李光陵牧師/ 李珉 廖慶璋 馬永民 

對象﹕基督徒 

《哥林多前書》是保羅針對當時在哥林多教會所發生的問題和信仰的疑難所提出

的針貶、糾正與勸勉。其中包括教會中的結黨分爭、道德淫亂 、控訴爭訟、偶

像祭物、崇拜次序、屬靈恩賜、死人復活、與聖徒捐獻 等教會常見的問題。 雖

然今天的教會時空不同，但其中保羅所提出解決教會問題的原則仍然是今天教會

處理問題最好的指標，值得信徒珍惜與學習。 

M321  舊約史地 (Room 141)              

教師﹕萬自弘/徐品武 

對象﹕基督徒 

舊約，是神的話語。是神的創造、神的約定、神的律法、神的智慧、神的懲罰、

和神救贖的啟示。 歷史，是一面鏡子。古人云：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

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地理，研究的是地形與地物。古人

云：行萬里路，勝讀萬卷書。如今科技進步，亦可使用地圖和照片，輔助了解自

然地理對人文的影響。本課程是從舊約、歷史、和地理，三方面來和學生一起研

究聖經。以舊約神的話語為本、以色列的歷史為經、迦南美地的地理為緯，了解

過去，努力向前，昐望未來。願 神帶領與祝福! 

 

M325  箴言  (Room 127)                

教師﹕羅麗霞/ 何成坤  

對象﹕基督徒 

箴言的目的是要塑造人的品格使人得智慧。 所羅門為平安王，所以他寫箴言，

教導我們如何在平安時活出平安。 箴言中的每一句話，與我們的生活息息相

關；它教導我們，成功人生的秘訣乃在乎「敬畏神」。 其實人的智慧也是從神

來的，不是自有的，因此每一個神的孩子都必須以神為他生活的中心。 在所行
的凡事上都認定衪，並尋求衪的智慧，來處理人生中一切的問題。 每日反覆研

讀，反覆思想，以致我們行事為人被神的話語潛移默化，您和您的家人將終生

受用不盡。 

M322  約書亞記 (Room 132-134)              

教師﹕孫學軍 / 張向武 童進 董麗娟 

對象﹕基督徒 

約書亞記中有許多故事激動人心，比如耶利哥城牆倒塌和喇合的信心。這卷書

用了整整四分之一的篇幅講述以色列人在約旦河東岸預備渡河、渡過約旦河和

征服耶利哥城。然後記載約書亞領導的一南一北兩次重要戰役。 他最終帶領以

色列人到達約旦河西岸，進入神應許之地。約書亞記的後半部分幾乎都是在講

看似平敘的分地，其實既有激勵將士征戰等趣事，更有蘊含於平白文筆中如何

承受神應許之地之以色列的實踐和其深遠影響及神學意義。最後，這卷書感人

的尾聲記載約書亞的告白“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更鼓舞人研

讀神如何的帶領。 

粵語主日學   11:15am– 12:30pm  
C101  慕道班  (Room 143)  

教師﹕喬燊華 Sun Wah Kiu, 何祐寶 Peter Ho 
對象﹕慕道朋友  
本課程讓慕道朋友了解人的有限，思想人生的意義，明白人在神眼中的價
值，從而認識主 耶穌基督的救恩。 
C 230 如何學習屬靈的功課   (Room 137)  

教師：車潔玲 Doris Kiu 
對象﹕基督徒 
人生際遇有順有逆，基督徒如何在不同的處境學習屬靈的功課得以靈命長進
呢？聖經裡的人物給我們什麼榜樣？本課程嘗試解答這些問題。 
C 320 新约背景   (Room 139)  

教師：潘柏滔 Pattle Pun，趙任君 Gwen Pun 
對象﹕基督徒 
在舊約結束，新約開始之間，有四百年的歷史圣經沒有記載，可是這段時間
世界歷史却發生很大變化，出現了四大帝國，直接影响神的子民。今天我們
拿新約與舊約比較，就發現在宗教体制上，生活環境上，甚至內容的重點
上，都有很大的分別; 比如:所用的語言--由希伯來文到希腊文，耶穌提到
口傳的律法，古人的遺傳，此外，為什么猶太人不能接受耶穌為弥賽亞? 死
海古卷，次經，偽經等與新舊約圣經有什么関係? 為什么舊約鮮有提及末世

與來世，在新約却成為一个重點? 新約與舊約圣經看上去很不一樣，究竟是
怎樣連貫起來的? 假如你對這些問題有興趣，歡迎您選修新约背景，一同來
探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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