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可發電郵到diana16hui@gmail.com，註明您的姓名和聯繫方式， 

許楊慧玲(Diana)會發給您相關的主日學資料，謝謝！ 

 
 

主日上午 

 
 

課程 時間 網上課程入口資料 
福音班 
教師：黎義理、温惠貞 

 

 

 

主日 9:00-10:00 AM Free Conference Call 

網上會議: Meeting ID: tsvchan 

電話直線: 951-799-9625 

(無須密碼) 

浸禮預備班 
教師：陳祖時 
  

主日 9:00-10:00 AM Zoom 

網上會議：998-6052-5325 

網上密碼: 236367 

電話直線: 669-900-6833 

生命成長班 
教師：王定昌、李致華 

 

主日 8:45 AM Free Conference Call 

網上會議: Meeting ID: Chilee90 

電話直線: 978-990-5000 

密碼：401428# 

長者主日學讀經班： 
智慧人生 
教師：潘綠蓼、張曉廉 
 

9:15 AM 教課老師直接用電話上課 

 讀經研討班： 

  約伯記 
教師：曾世誠、 

何李幸池 

主日 9:00 AM Zoom 
若有興趣一起討論及分享者，請將

姓名，手機電話號碼，發電郵到教

師曾世誠 jack.tseng@sbcglobal.net 或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粵語堂主日學 － 網上課程 

2021年夏季 (6月6日－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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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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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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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李幸池 holee@ymail.com，註明您

的姓名和聯繫方式，他們會發給您 

Zoom 的進入方法及硏讀材料。 

 
舊約研經班：
創世記(二) 

教師： 
崔理綱傳道 
 

每星期六 
12:00 PM 

www.facebook.com/mbcla.cantonese 

點擊：擊MBCLA Cantonese Page - - 

Videos | Facebook 

舊約研經班：
利未記(下) 

教師：孫永生 
 

主日 8:45-10:00 AM 

（教材會上載到 

OneDrive） 

Free Conference Call 

網上會議: Meeting ID：wtsuen 

電話直線: 602-580-9384 

密碼：1900831# 

• 報名： 

• 請發電郵給教師：

wtsuen@sbcglobal.net 

• 電郵内請寫上你的中英文姓

名、電郵地址、和聯絡電

話。 

新約研經班：

雅各書 

教師：黎松江 
 

每星期四晚上 
7:30-8:30 PM 

 

Zoom 
若有意一起硏讀/實踐雅各書的弟兄姊

妹，請先把姓名、手機號碼、電郵地

址，發電郵給 sunchoicela@yahoo.com  

報名，稍後便會收到上線和課程資

料。 

 

 

週日下午 
 

基督生平班 
教師：王定昌 

每月第四個星期二 
2:30-4:00 PM 

Free Conference Call 

電話: 1- 617-691-8154 

輸入: 15628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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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主日學： 

彼得後書 

教師：劉國漢 

每月第四個

星期五 8:00 PM 
Free Conference Call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analyst22kh 
(password: mbcla2020) 

Or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and click join meeting and enter “analyst22kh” 

as Online meeting ID and enter password : 

mbcla2020 

電話: (701) 802-5025 

輸入: 1361176 # 

 

 

 

                                                                    《福音班》 課程簡介 

目的是幫助福音朋友們、初信者 有系統地認識並學習主耶穌的福 

音。以「你關心自己的靈魂嗎? 」作為信仰探討的開始： 以「我知道

我靈魂的家園」 為結束。當中也一步一步學習為甚麼耶穌基督的福

音對我都是好消息。無論你是福音朋友、初信、還是想有系統的重

溫信仰、或學習如何有系統的對親戚朋友傳福音，這課程都有幫

助。 

課程以陳東昇牧師編排「福音性查經」作為主要參考課本，將以一小段 

15-20 分鐘的視頻開始，然後使用 FCC 進行互動。每次的視頻會保存以

備將來使用。 

藉著課堂學習，分組討論，使大家更瞭解基督徒的生活準則，提供屬靈

生命成長藍圖，培養穩定的靈修習慣，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 

 

 

《浸禮預備班》 課程簡介 

信主後受浸，並不是可有可無，乃是應盡的禮，應行的義。按照耶穌

基督的吩咐，信主之後，理應受浸，加入基督的身體教會。本課程就

是按照聖經的教導， 把信而受浸的真理講明白。幫助已信主的信徒， 

在真理根基與心智上都預備好自己， 接受浸禮。本課程也含括基本神

學，浸信會教會特色與傳承和會藉班課程。是預備受浸與轉會加入教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analyst22kh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會信徒的必修課程。 

《生命成長班》課程簡介 

 
基督徒十分需要持續的栽培和成長，否則對神的熱誠會漸減；本課程以「茁

苗」一書的內容為藍本，透過：得救的確據，靈修生活，教會聚會，主內交

通，明白神的旨意，為主作見證等課題幫助學員在真理上打好屬靈基礎。 

 

 

 

《長者主日學讀經班： 智慧人生》 課程簡介 
 

2021後半年，七月至十二月，長者主日學查經課程著重舊約四卷詩歌智慧

書， 包括約伯記、詩篇、箴言和傳道書。 

 
約伯記是一本為世界上受苦的人而寫的美麗詩歌，從約伯自快樂的頂峯跌入

痛苦的深淵，從沈默中提出深奧的人生問題，使學員經歷到一場靈性大戰

鬥，明白到天父 "在人軟弱上顯得完全"， 苦難最終化成了榮耀的冠冕。 

 
我們將選讀詩篇中 1、19、127 及 128篇， 內容包括了善惡之爭、律法之寳

及敬拜之福，籍著以色列民族的心路歷程中，能抒發自己胸臆中的情感、希

望和信仰經驗。 

 
箴言是歸納人類智慧和歷史的結晶，我們希望學員從它的對照、類比和借喻

中， 從用詞的幽默諷喻中， 承認只有認識神才具真智慧， 才是知識的開

端。 

 
對長者而言，傳道書並不是加強了生命的匆促而令人感到不安，而是幫助他

們發現到世事原來有其一定秩序， 自然和歷史都在神的掌管中， 應該跳出

只有在物質層次及等待死亡的空虛生活， 進到以神為中心的人生。 

 

 

《約伯記》課程簡介 

『他試煉我之後，我必如精金。』(伯 23:10) 
 

在約伯記這卷書裡，述說偉大的神怎樣在苦難之中向祂的僕人顯現， 



這位神以全能者的身份出現，宇宙萬有都在祂手中，而向一個渺小的

人顯現祂大能的作為，神像一位慈愛的父親，向祂受苦的兒女顯現， 

成為他的安慰。神讓約伯知道，他是神心中所珍愛的，神在他身上有

一個偉大而崇高的目的，希望藉着祂的僕人活岀神的榮耀來。 
 

現在讓我們以虔誠渴慕的心研讀神的話，藉由約伯為義所遭遇的苦

難，更能認識神的偉大、慈愛與榮耀。 
 

《創世記》課程簡介 

 
《創世紀》是聖經第一卷書，開篇之作，屬於舊約摩西五經，該書記載了宇

宙和人類的起源，以及猶太民族的起源和發展壯大。該書是神全部計劃的開

始。本學期將研讀《創世紀》的第二部分——信心之父亞伯拉罕。 

 

                               

《利未記》課程簡介 

 
《利未記》是一巻很多人一拿起來看就覺得枯燥無味的書卷。況且，神教導

以色列人怎樣獻祭，遵守一些飲食的規條和潔淨禮儀，和我們今日有甚麼關

係？ 

但從今日的疫情來看，隔離，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觀察病狀等不就是神

叫祭司檢疫以色列當中那些患有惡性皮膚病或大痲瘋的人的方法嗎？ 

 

當然，利未記不單只記載潔淨的條例。利未記的核心—贖罪日—指出因着以

色列人的罪，甚至連聖所都污染了，以致大祭司需要一年一次帶着公牛和山

羊的血，進到至聖所裏，爲所有祭司和以色列人贖罪。「因爲若不流血，罪

就不得赦免了」（來9:22）。惟有罪得赦免，人才能親近神，享受祂的同

在。但利未記不只談到我們怎樣親近神，因爲它的後半部基本上談到應用，

就是我們當怎樣把神的話語應用到家庭、社會、刑事法規、屬靈領袖的訓

練、經濟政策，同時，它也談到節期、守護聖物、祝福與咒詛、奉獻等。與

神和好和與人和好是相輔相成的，愛神的人也必須愛人如己。聖潔不止於在

聖所裏蒙神的赦免，也表達於盡心遵行神的話語，實踐愛人如己的誡命。利

未記最終所指向的，是耶穌基督一次把自己獻上的有效赦免，把我們完完全

全的引到神面前，讓我們能按着父神的旨意，過討神喜悅的生活。 
 



 

 

《雅各書》課程簡介 

 
雅各書是一本很獨特的書卷，沒有深奧的神學理論，注重信仰生活實踐，如

果以現代用語去形容，雅各書的信息絕不會「離地」，不但教導信徒向神求

智慧，而且書中內容本身就藴藏了許多智慧的道理，可說是新約的智慧書。 

願神帶领我們一起籍著生活實踐去體驗雅各書的教導，「聽道行道」，在面

對百般試煉和試探中仍能得着「喜樂」，雅各更重複提醒信徒小心不要「自

己欺哄自己」。 

 

 

《基督生平班》課程簡介 

 
這課程的目標是學員被耶穌充滿愛和謙卑的一生所感動，在靈命和行事為人

上得著更新。透過研究馬太、馬可、路加、約翰四本福音書，深入學習耶穌

的童年、準備時期、傳道時期；另外，也學習耶穌的教導、耶穌行的神蹟、

祂的受難與復活等課題。 
 

 

 

                      《彼得後書》課程簡介 

彼得後書是使徒彼得於主後大概六十六年在羅馬寫給小亞細亞五省之

信徒，目的是要提醒信徒應用的生命，要信徒認識、分別辨異端，在

知識上和恩典上長進，防備被惡人的錯謬誘惑，不會從自己堅固的地

步上墜落。彼得十六次用了有關知識的詞，強調我們要有全備的知識

來扺擋異端。因為有了知識，信心就堅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