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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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可正 

 

 

 

主日10:00 AM Free Conference Call 

網上會議: Meeting ID:      

               davidcheungcchcla2020 

電話直線：805-706-5816 

          (無須密碼)  

或教課老師在教會實體上課 
生命成長班 
教師：李志華 

 

主日 8:45-9:45 AM 

 
Free Conference Call 

網上會議: Meeting ID: Chilee90 

電話直線: 978-990-5000 

密碼：401428# 

羅書書 (1-8章) 
教師：王定昌 

 

主日 8:45-9:45 AM 

 

Free Conference Call 

網上會議: Meeting ID:  

                paulwangtc 

電話直線:  
609-663-1889 
(無須密碼) 

長者主日學讀經班： 
智慧人生 
教師：潘綠蓼、張曉廉 
 

主日 9:15-1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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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0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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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秋季 (9月5日－11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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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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與世界文化的
交峰 
教師：陳東昇牧師 
      鄭治平 
      劉國漢 
 

主日 9:15-10:30 AM 

在主日有半小時問題解答 

粵語堂主日學 

教會信徒關懷 
教師：崔黃詩藝師母 

週四晚上 
7:30-8:30 PM 

Zoom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82926656
56?pwd=clBxN3duQW9NSTF5Mno1b
C8rdXkwdz09 
 
Meeting ID: 882 9266 5656 
Passcode: M1234  

 

 弟兄同工門訓班 

 教師：陳東昇牧師 

 

週二晚上 
7:00-9:00 PM 

Zoom 

網上會議： 998-6052-5325 

網上密碼: 236367 

電話直線: 669-900-6833 

 

 

 舊約研經班： 

  以西結書 
  教師：許統雄 

   (粵語教授) 

 

每星期六 12PM 

 

https://cantonese.mbcla.org/main/以西結

書/ 

 

 

週日下午 
 

耶稣基督生平班 
教師：王定昌 

每月第四個星期二 
2:30-4:00 PM 

Free Conference Call 
Meeting ID: carolyanchan6 

電話: 1- 617-691-8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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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主日學： 

猶大書 

教師：劉國漢 

每月第四個星期五       
    8:00 PM 

Start date: 9-4-21 

Free Conference Call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analyst2
2k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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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課程旨在介紹基督教的中心信仰，為慕道朋友解答信仰疑難，幫助他

們踏出信心的第-步 接受耶穌基督。 

期盼透過多元化的教導方式能夠幫助學員認識神的存在，神所默示的聖

經是最可靠，耶穌基督的身份，信耶穌的真意，得救與新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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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馬書》 課程簡介 

 

《羅馬書》可以說是最具影響力的聖經書卷；奧古斯丁因讀到本書第十三章

而悔改歸主，馬丁路得因藉本書而領悟到『因信稱義』的真理，乃掀起了宗

教改革，約翰衛斯理因聽見別人朗讀馬丁路得的《羅馬書註釋》而體會到得

救的確據。本書很有系統地論述『因信稱義』的真理，條理清晰，讀起來較

像一篇神學論述。本書也論到信徒成聖的工夫；因以色列人的不信救恩臨到

外邦人，最終以色列人「全家」得救；又論到信徒一些生活倫理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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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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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採用問題討論形式進行，課前先預習經文，在課堂上一同討論與分享



研經心得。誠懇邀請您參加。 

 

《聖經與世界文化的交峰》課程簡介 
 

世俗價值觀，千變萬化。除了墮胎，同性戀，婚姻定義的改變，最近又強調

性別定義改變與批判種族理論等觀念。這些都大大衝擊著傳統價值觀。本課

以聖經十誡為基礎，重申上帝賜給人的道德律，並回應世俗扭曲價值觀，重

拾符合聖經的敬虔信仰生活。 
 

                      

《教會信徒關懷》課程簡介 
 

我們每個人在成長過程中，都有被關懷和愛的經歷。教會的關懷是以基督

為中心的關懷，因著神的愛，每個信徒都可以成為關懷者。面對疫情及疫情

後的新常態，教會如何關懷有需要的信徒呢？做好關懷的確很重要，有愛才

有羊！通過教會信徒關懷課程的學習，了解教會信徒關懷中常遇到的各種問

題，讓大家掌握教會關懷的理論、知識和實踐技巧，加強信徒參與的信心，

使教會透過關懷團體對信徒愛心的關懷，成為信徒溫暖屬靈的家。讓大家積

極地支持關懷不同的肢體，以增進信徒之間扶助的友愛感情。 

 

面臨信徒遇到各種危機的問題如何關懷呢？長者如何關懷？住院如何關

懷？哀傷如何關懷？臨終如何關懷？當信徒家人發生衝突與家庭暴力如何給

予關懷？當抑鬱症如何關懷等課題進行探討學習。讓教會信徒關懷者透過學

習，屬靈生命不斷成長，讓教會榮神益人，祝福造就更多人！ 

 

  輕鬆的學習，誠意邀請您參加，願神祝福！ 
 

 

 
《弟兄同工門訓班》課程簡介 

 

教會健康成長發展，需要培養建立健康同心服事的同工團隊。而弟兄

們願意以身作則，盡力盡責，投身服事，做美好的榜樣，都是神所喜

悅的。本課程藉著郭振游 註「同工領袖門徒訓練」，操練同工靈命品

格，團隊精神，處理衝突批評，並學習在事奉中成長成熟。 

歡迎樂意學習事奉主的弟兄們參加。 



                         《以西結書》課程簡介 

 

對於我來說，以西結書不是一本很容易了解的書卷。雖然整本書的預言是

按著先知領受先後而安排的，但是與在歷史上發生的次序卻全不一致，不少

是前後倒置的，所以讀起來很不容易掌握到經文的整體信息。此外以西結傳

講預言的方式，有時是演員的表演，有時是虛擬的故事；內容方面，有些是

關連於過去的歷史，有些是將要發生的事情，有些是未來末世的景象，還有

些特別繁複的細節，令人難以耐心閱讀。的確讓當代的聽眾及今日的我們難

以適從。 

然而以西結書信息的對象卻是一群被擄在巴比倫的以色列民，跟我們今天

住在異國的基督徒有許多相似的地方。以西結對當時被擄之民所傳講的信

息，對我們今日所面對的問題和解決方案，實在息息相關，有很多是值得我

們思考的地方。因此挑選了這本書作為主日學的研讀資料。 

這課程將會先介紹整本書的大綱。然而在研讀的時候，我們卻不完全按照

經文大綱的順序來研究。我們會從不同段落中涉及同一信息的經文篩選出

來，一起考察內中的意旨。這是我們與研讀其他書卷時不同的地方。 

雖然並不容易領會，但是我深切的感覺到以西結書對今日旅居異國華人基

督徒的切實性，希望大家會來幫助我一起學習內中的真理。 

 

《耶稣基督生平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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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猶大書》課程簡介 

猶大書雖然只有一章，但內容非常豐富。警告假師傅之謬理，作者引

述共六個歷史的事例，來描述異端假教師的錯謬，鑑戒，言行，禍

因，本相和結局。主旨是要信徒竭力為真道爭辯。結語是鼓勵信徒在

真道上造就自己，在聖靈禱告，保守自己常在神的愛中，仰望主耶稣

基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