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月至十二月課程 

 

《哥林多前書》研讀(主日 11時，初級程度) 導師：趙德麟弟兄 

哥林多是繁榮的都市及商業中心，但居民因驕奢淫亂而惡名遠播。由於社會道德低落，
教會也受到影響。教會雖擁有各樣恩賜，但內爭不斷。保羅於是去信糾正信徒分門結
黨與敗壞道德的行為，同時回覆教會來信所提的問題：包括教會在墮落異教社會面對
的挑戰；保羅提出神的標準及審判，婚姻、祭祀、守主餐、屬靈恩賜及復活等真理。 

從知天命到耳順：發揮銀齡人生建立下一代(主日 11 時，中級程度) 導師：吳澤偉弟兄 

上課日期：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 月 6日（共十二課，12 月 30 日改為 29 日行山退省） 

香港嬰兒潮的一代遇上社會經濟發展，大多在學業及事業上獲得一定成就。在這急速
轉變的社會，屆銀齡之年的信徒如何能夠領受上帝的恩賜，幫助新一代成長及面對新
世代的挑戰。本課程為正準備或已退休之弟兄姊妹而設，藉不同嘉賓分享及參觀，反
省生命，預備服侍下一代。詳情參閱課程簡介專頁。 

處理情緒，轉化生命力量 (主日 11 時，初級程度)  導師：林淑貞姊妹 

上課日期：10 月 14，21，28 日（共三課） 

從聖經及心理輔導角度認識情緒的意義和功能，辨識及提升自我覺察能力，學習管理
情緒及同理心，體察自己及他人的感受，建立和諧關係。 

從回歸的歷史與悔悟看《上行之詩》(主日 11 時，初級程度)  導師：張偉昌牧師 

上課日期：11 月 11 日；12 月 9,16, 23, 30 日(共五課) 

近代舊約研究認為《上行之詩》不純是以色列人往聖殿敬拜時，預備一己心靈的詩歌，
而是含有極多被擄回歸後對亡國歷史之屬靈反省。此課程從被擄回歸的角度研讀《上
行之詩》，了解亡國之歷史對以色列人的信仰意義。 

周晚課程：鬼魔導人生-從 C.S.Lewis 的《地獄來鴻》透視人性及信仰  

(逢周二晚 7時 30 分至 8時 45 分，中級程度)    地點：華蘭分址 

導師：龐自堅弟兄     上課日期：11 月 20,27 日;12 月月 4,11,18 日 (共五課) 

內容：益師與魔鬼，神聖的理性，起伏的定理，當下如何活，死亡與天堂。 

 
收集個人資料聲明： 
 閣下提供個人資料，只用於舉辦今次聚會活動的行政需要及有關的統計用途上，當今次聚會活動及有關統計

工作完結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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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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知天命到耳順: 發揮銀齡人生建立下一代  

上課日期：10 月 21 日至 2019 年 1 月 6 日 

（共十二課，12 月 30 日改為 29 日週六行山退省）    導師：吳澤偉弟兄 

香港嬰兒潮的一代遇上社會經濟發展，大多在學業及事業上獲得一定成就，屆銀

齡之年，如何領受上帝的恩賜，在這急速轉變的社會，幫助新一代及兒女成長，

讓他們能面對新世代的挑戰。本課程特為準備及已退休之兄姊而設，藉不同嘉賓

分享及參觀，反省生命服侍下一代。 

走過五, 六十年的香港, 回顧前塵往事, 察古真的可知今? 在放開與不捨間, 價

格與價值的重塑之旅。 

(1)21/10 我們的成績表: 信心之選-專業的香港  

彼得後書 1:3-15  燃眉時刻:遺棄 

(2)28/10 與昔日再見:時代更替中的呼喚-專業導賞土瓜湾 

嘉賓導賞   詩篇 90 

(3) 4/11 活在香港的獅子與王子; 中港融合, 不惑之惑? 

箴言 21:16, 箴言 31:1-9 

(4) 11/11 安身立命之醫德好:香港的健康與醫療政䇿:  

嘉賓分享 

(5) 18/11 自由競價下的安身立命, 不死的傳説。(醫療與護老) 

(6) 25/11 夜幕低垂, 風燭殘年, 行到水窮處? 

(特區的安老?) 護老工作者 

(7) 2/12 飲食男女, 識飲適食 

(8) 9/12 舌尖上的你,我,他? 

(9) 16/12 家在香港? 移動的帳棚! 

(10) 23/12 呎金吋土, 何處是吾家? 

(11) 29/12(週六) 大隱, 趾呎天涯看雲湧 (行山半天) 

(12) 6/1 專業與使命, 踐行的抉擇 
嘉賓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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