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粵語堂主日學 －實體&網上課程 

2022年夏季 (6 月 5日－8月 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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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 時間 網上課程入口資料 
 

福音班 
教師：章可正執事             

 

主日10:00 

AM 
在嘉惠堂 108 室實體上課 

浸禮班/會藉班 
教師：陳東昇牧師 

            陳祖時執事             

 

主日

9:15AM 

 

在嘉惠堂 101 室，以實體和 Zoom 線上同

時上課 

 
Zoom ID：875 4417  6964 

 

福音佈道門徒訓

練 (EDT) 
教師：陳東昇牧師 

             黎義理 

週二 

7:00PM 
 

 在正堂交誼廳及 Zoom 線上舉行  
 

 Zoom Meeting ID: 885 7383 4559 

 Passcode: 658132 

 

基礎教義班 
教師： 

王定昌、李致華 

主日 8:45 

AM 
 

Free Conference Call 

會議 Meeting ID: paulwangtc 

電話: 609-663-1889 

 

長者主日學 

讀經班六月 

書信選讀 
教師： 

黄潘綠蓼、張曉廉 

 

 

 

主日 9:00 

AM 

 

 

 

 

 

 

 

基於新冠肺炎的影響，我們暫時不能實

體上課，目前學員們是分開兩班上課： 

1.  第ㄧ班由黄潘綠蓼教師每週日上午 

9:00 打電話給每一學員連線授課。 

2.  第二班由張曉廉教師授課， 每週日由

上午 8:55 開始， 採用 FCC連線 (1-805-

706-5816, 不必使用密碼) 。 

mailto:diana16hui@gmail.com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七月至十二月  

先知傳奇： 

實習教師： 

崔黃詩藝、 

李家鴻、李致華 

 

 

主日 9:00 

AM 

 

七月起直到十二月，仍然由黃潘綠蓼 與

張嘵廉兩位教師，分兩班在「線上」授

課，其他實習教師則作旁聽。 

 

 

讀經研討班： 

以賽亞書 
教師： 

曾世誠、 

何李幸池 

 
 

主日 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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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何李幸池

holee@ymail.com，註明您的姓名和聯

繫方式，他們會發給您相關的硏讀材

料。 
舊約研經班： 

傳道書 
教師: 孫永生執事 

主日 9:00 

AM 

 

星期日上午 9:00 在嘉惠堂 106 室，以實

體和 Zoom 同時上課。學員也可在課後到

教會主日學的網頁觀看視頻。請電郵

wtsuen@sbcglobal.net 與老師聯絡，以便

發給上課的連結和教材等。 

 
新約研經班： 

使徒行傳 
教師：許楊慧玲 
 

週六 

11:00AM

之後 

   

直接點擊
https://www.facebook.com/mbcla.cantonese 

直接點擊：MBCLA Cantonese Page - - 

Videos | Facebook 

 
晚上主日學： 

提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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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mailto:jack.tseng@sbcglobal.net
mailto:holee@ymail.com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https://www.facebook.com/mbcla.cantonese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3DAwr9CKpkJjRfwn4A4CdXNyoA%3B_ylu%3DX3oDMTEyYXUwM2FqBGNvbG8DZ3ExBHBvcwMzBHZ0aWQDQzAxNTRfMQRzZWMDc3I-/RV%3D2/RE%3D1597282020/RO%3D10/RU%3D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pg%2fmbcla.cantonese%2fvideos%2f/RK%3D2/RS%3DnALT7Y2n.foAEacgQqnORtDrl.U-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3DAwr9CKpkJjRfwn4A4CdXNyoA%3B_ylu%3DX3oDMTEyYXUwM2FqBGNvbG8DZ3ExBHBvcwMzBHZ0aWQDQzAxNTRfMQRzZWMDc3I-/RV%3D2/RE%3D1597282020/RO%3D10/RU%3D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pg%2fmbcla.cantonese%2fvideos%2f/RK%3D2/RS%3DnALT7Y2n.foAEacgQqnORtDrl.U-
https://r.search.yahoo.com/_ylt%3DAwr9CKpkJjRfwn4A4CdXNyoA%3B_ylu%3DX3oDMTEyYXUwM2FqBGNvbG8DZ3ExBHBvcwMzBHZ0aWQDQzAxNTRfMQRzZWMDc3I-/RV%3D2/RE%3D1597282020/RO%3D10/RU%3Dhttps%3a%2f%2fwww.facebook.com%2fpg%2fmbcla.cantonese%2fvideos%2f/RK%3D2/RS%3DnALT7Y2n.foAEacgQqnORtDrl.U-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analyst22kh
https://join.freeconferencecall.com/analyst22kh
https://www.freeconferenceca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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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接受耶穌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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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浸禮班/會籍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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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信徒的必修課程。 

 

《粵語堂福音佈道門徒訓練》 課程簡介 
 

第 7 屆 EDT (Evangelism Discipleship Training) 福音佈道門徒訓練，將

於 5 月 17 日起，每週二晚上 7:00 在正堂交誼廳及 Zoom 線上舉行，為

期 13 週。學員會有佈道法訓練，包括福音手、四律、個人見證分享，

並有實習機會及 T4T 初信門訓。務求藉傳福音並即時栽培使人作主門

徒。歡迎有志傳福音，栽培初信者，並預備短宣的弟兄姊妹參加。本

次訓練由陳東昇牧師及黎義理弟兄主導，及往屆畢業生助教。報名查

詢請聯絡黎義理弟兄：sammy.y.lai@gmail.com 

 
 

 

mailto:sammy.y.lai@gmail.com


《基礎教義班》課程簡介    

 教義是一套按著條理整理出聖經主要教導的信條，是每個聖徒都應該

學習的。本課程根據「使徒信經」介紹基礎教義，內容包括聖父、聖

子、聖靈，聖而公的教會，聖徒相通等，使學員能認識所信的是甚麼，

較深入的瞭解「使徒信經」各條的意義，又知道信經各條的聖經根據；

當然還要思想所信的對生活有何影響。 

 

《長者主日學讀經班：書信和先知書》 課程簡介 

  我們教會粤語堂的長者主日學，是採取由浸會出版社 出版的  "長者

查經課程" 為藍本， 共有十六册，環繞全本聖經編排，目的為幫助學

員學習聖經和建立穩固信仰基礎。 每ㄧ册均有十二課，每ㄧ課分為兩

週日上課， 以適應長者學習特性， 往往需要重複温習， 即每一册都在

六個月內完成。 

 
  一月至六月課程為「書信選讀」，選讀新约大公書信：希伯來書、雅

各書、彼得前後書、猶大書、約翰壹、貳、叁書和啓示錄。目的是譲

信徒認識初期教會面對的逼迫舆挑戰，以及書信作者對信徒的勉勵和

教導，反醒自己和教會的光景，從中聆聽聖靈的提醒等。 

 
  七月至十二月課程為「先知傳奇」：透過認識十六位先知的蒙召和

所宣講的訊息，明白神對當代百姓的責備、提醒和警告等，反省今天

該如何活出能作見證的生活。 

 

《以賽亞書》課程簡介     

  以賽亞書是舊約五卷大先知書的第一卷。本書開始論到神對選民以色

列人的責備、審判、被擄、預言別國之禍亂，以及末後選民之重聚及

復興。其次記述神的干預及拯救選民的史實。最後講到神的安慰、救

贖、賜福、與將來的榮耀。 



  本書中心信息，是論到彌賽亞 Messiah 的預言。它對於神的審判與救

恩敘述最為詳盡透澈，本書可謂舊約經卷中的福音書，它與新約最為

接近，因此本書有「以賽亞福音」之稱。 

   誠懇邀請您參加以賽亞書讀經班，課程採用課前研讀堂上討論方式，

讓我們以虔誠渴慕的心研讀神的話，祈求聖霊帶領，同在真道紥根。 

 

《使徒行傳》課程簡介 

「使徒行傳」是新約的「初代教會宣教史」 ，是一部基督教會初期的

發展歷史。使徒是耶稣親自委任，使他們成為第一批的教師和教會的

根基。實際上，使徒行傳是路加福音書的續集。作者提及他曾寫了前

書，就是路加福音，論述耶穌的言行生活，受死、復活和升天。而使

徒行傳則論述教會的開始，直至福音從耶路撒冷傳到「地極」。 

   

 本課程的目的是要表明基督教乃是為天下萬國萬民的，主要是探討基

督教的擴張。因此，並不是理論性的討論，而是實際的應用。 研讀使

徒行傳使我們更清楚地了解上帝的旨意和計劃，也可以了解耶穌基督

的心，使我們願意更緊緊地跟從祂。 

 

這課程的時間會從每週六上午 11 點開始，上網點擊：

https://www.facebook.com/mbcla.cantonese，查找觀看當週的教學視頻。

歡迎大家積極報名参加。 

報名查詢請聯絡許楊慧玲: diana16hui@gmail.com 

 

《傳道書》課程簡介 

  傳道書是一巻充滿矛盾的書。學者對它的作者、背景、内容等有矛盾

的看法：有人認爲作者是所羅門，有人認爲另有其人；有人認爲它寫

於所羅門王朝後期，有人認爲它是被擄後的作品；有人看它的思想是

悲觀的，消極的，也有人看它是樂觀的、積極的。 



  傳道書的作者嘗試用人的智慧和理性來尋索世上萬事的理，盼望在我

們勞碌的人生中找到人生的意義。作者從來沒有像其它舊約書卷稱神

爲耶和華神，或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這位作者雖然看神超越一切，

但祂卻仍然掌管世上的萬事萬物，並且祂會施行審判。在人勞碌的日

子當中，這位神賜給人恩典，讓他們能在勞碌中吃喝快樂，享受福氣。 

  作者嘗試探索在人短暫的一生中，他應當作甚麼才爲「美」、「善」

和「好」。他曾尋求公義和智慧，在一個隨意的、獨斷的、似是而非

的、彎曲悖謬的、充滿風險的世界裏，嘗試爲人生找一條出路。 

上課方式： 

星期日上午 9:00 在嘉惠堂 106 室，以實體和 Zoom 同時上課。學員也

可在課後到教會主日學的網頁觀看視頻。請電郵 wtsuen@sbcglobal.net

與老師聯絡，以便發給上課的連結和教材等。 

 

《提多書》課程簡介 

   

提多書是保羅約在主後 64 至 66 年間，寫給提多的一封信，和提摩太

前後書都被稱為教牧書信。當時提多正在革哩底為主辛勞，而革哩底

在當時是敗壞的地方，在那裏牧會困難重重。  

寫作的原因，就如在一章 5 節所指出的，是為了給提多提供實際的指

引，將革哩底教會未曾辦完的事依次辦好。雖然只有三章，提多書有

豐富的神學教導 - 聖經論、人論、基督論、救恩論、教會論 和末世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