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主日學春季班課程簡介 2021 年 3 月至 2021 年 5 月
1. 基要真理班慕道班

講師：王文寶弟兄/孔令華姊妹 646-596-2271drwangw@gmail.com

本課程為要幫助未信者或有意多明白基督教信仰者，使他們對基督教信仰有初步的認識，並使信心更堅定，預備參加浸禮班。

2.《新生命，新生活》

講師：金成光弟兄/趙明淑姊妹 682-248-6297alonzokim@gmail.com；鄧健幗姊妹

新生命和新生活，分別是福音性查經和栽培性查經。這門課程的學習，旨在幫助弟兄姐妹系統性地認識基督信仰的基本教義，了解
基督徒應該怎樣活出蒙福的人生，還有內在生命的建造和分享。

3. 約翰福音(三)

講師：傅牧師/傅師母 972-693-8476 fuguochao@gmail.com

在四福音書中，約翰福音的文字最簡單，含意最深邃，基督最崇高。通過研讀這卷福音書，我們可以探討耶穌基督如何將上帝的恩
典和真理彰顯出來，從而堅定對祂的信心。

4. 約書亞記

講師：陳義文弟兄/張芳麗姊妹 972-964-5765 david.chen.pii@gmail.com；傅世昌弟兄

約書亞記是申命記的續集，記載上帝給亞伯拉罕和他後代的應許如何應驗。本書記述了摩西死後，約書亞倚靠神，帶領以色列人得
迦南地為業，實現了神的應許。約書亞一生順服神，以剛強的信心追隨神。願約書亞的心志—「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神」—
也成為我們一生的志向。完成本課程，您將: 1. 獲得深入了解約書亞記經文及其與上帝故事的聯繫，2. 對舊約全面戰爭的思想有更
深刻的理解，3. 熟悉如何將約書亞記中的真理應用於當今的基督徒，您會對您不斷增長的知識充滿信心。

5. 小先知書

講師：沈晉作弟兄 972-231-3738 artechsheen@gmail.com









希伯來文聖經，分「前先知書」，即歷史書；與「後先知書」，即大小先知書。
「小先知書」指 12 卷篇幅較短之先知書卷，小先知書希伯來文聖經看為一卷書。
小先知書的編列不是照寫作年代的關係
不確定知道書卷寫作之日期和作者
兩類信息：「悔改、責備、刑罰」與「拯救、回歸、重建」
新約引用多處：在彌賽亞與神的百姓身上
以職事而區分，小先知書可分為三組：1. 以色列的先知 (何西阿、阿摩司、約拿) 2. 猶大的先知 (約珥、俄巴底亞、彌迦、 那鴻、
西番雅、哈巴谷) 3. 回歸後的先知 (哈該、撒迦利亞、瑪拉基)
 以信息與預言對象分,小先知書可分為二
1. 對本國子民
2. 對外邦國家： • 約拿書：勸亞述之尼尼微悔改 • 俄巴底亞書：責備以東並預言其毀滅 • 那鴻書：預言尼尼微之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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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個人佈道法

9-10:15am

講師：Daniel 趙弟兄 714-878-1618 eldanielzhao@gmail.com

提及主的大使命 (太 28:18-20) 我们常常是耳熟能详，但是当我们回顾我们自己过往的基督徒生命的经历时，很多人会认识到，我们
在践行上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但是我们都是被主所差遣在这世界上的 (约 17:18，20:21)，为的是使 “万民” 成为主的门徒。这一
课程以如何带领人归主为中心主题。以《属灵四律》和《三元福音布道法》等为素材，通过讲解，示范，课堂练习以及实习布道的
方式，来学习如何领人归主，成为门徒。同时也涉及我们自己所应有的生命质素方面的学习。愿我们可以同心共进，彼此扶持，为
主所用。若可以，请尽早通知我，以便预备学习材料。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9436089685?pwd=dG0zNHlPbnpUNmxqNFhZNlRLZUNkUT09
Meeting ID: 943 608 9685; Passcode: 7689

7. 親密之旅成長小组

聯絡人：甘霆、吳貴前 (欲上此課者，請先登記，報名截止日：2/28/2021)
甘霆 972-342-2254 tinggan@yahoo.com；吳貴前 469-301-5513wuguiqian@yahoo.com

2019 年春我们举办了第一期的亲密之旅成长小组，得到弟兄姐妹们热烈的响应，积极的参与和支持。感谢神不断的奇妙带领！经过
两年的等候和去年底的小组长证书培训，神为我们预备了更多的同工可以带领学习《亲密之旅》的课程。我们家庭事工团队准备在
今年春季开设第二期成长小组，密切配合教会今年的主题 “在爱中建立自己” ，和弟兄姐妹们一起学习爱、体验爱、分享爱。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渴望建立美好的亲密关系，却往往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也不知从何着手，甚至连目标都模糊不清。你可知
道创造关系的主原本有美好的设计，在人堕落后也有一个拯救计划帮助人恢复与神与人的关系？你希望更明白神心意中亲密关系的
样式吗？你想知道如何应用实践神的话语，彼此切实相爱，使生命得以建造和成长吗？就让我们一起开始《亲密之旅》吧！为了你
和家人及周围人的幸福，我们诚挚邀请你加入，踏出重要的第一步！
《亲密之旅》课程是主内弟兄黄维仁博士整合过去 40 年最尖端的临床实证研究，融合全球十套顶尖婚姻治疗课程之精华，发展出一
套实用、易行的关系疗愈培训课程。其内容包含十二个单元，包括原生家庭的影响，情感智慧训练，冲突处理与关系医治等。每课
环环相扣，循序渐进，深入浅出，并使用自我分析，二人对话，小组对谈等体验式教学来帮助我们提升人际关系。其理念与技巧可
增进自我了解，认知他人，帮助管理情绪，处理冲突，不仅适用于个人成长，也有利于改善夫妻，亲子，和一切的人际关系。
由于需要提前订购学员手册（$12 加运费），请大家报名从速！

8. Share the Gospel

11am

Teacher (講師): Forrest Dillon; 214-762-5092; Forrest_Dillon@yahoo.com

All bible-believing, God-loving Christians are commanded to share the gospel – a command, not a suggestion. Immediately before His
ascension into heaven, Jesus’ last words were a lasting command to all Christians, present and future, to spread the gospel to all the nations.
Bible-believing, God-loving Christians – that is a redundant term. There is only one true Christian. Those whose belief is so strong that they
daily seek to obey every biblical command.
Yet few Christians actively obey the Great Commission. Barna Group surveyed Christians and found that only 73% believe they have a
personal responsibility to share their faith with others; only 52% have shared the gospel with someone of different religious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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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scripturally confront Christians with this command and to examine the reasons used to rationalize disobedience.
The truth is that all of us have fallen short of what God commands. Don’t minimize, or even rationalize, disobedience. God will hold you
accountable.
The foundation of this study guide is scripture. Probing questions were included to reinforce specific detail in the scriptures. Reflective,
introspective questions will help you to examine your heart and your attitudes.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God already knows what is in your
heart.
If you find heart issues, do not harden your heart by ignoring the issues, or by rationalizing or minimizing the issues. Allow the scripture and
the Holy Spirit to work on your heart. Confess. Repent. Obey. Position yourself to experience the tremendous joy of being a vessel for God’s
Word, one of life’s greatest joys. This is better than sideline seats to the Super Bowl!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5394856603?pwd=eDRNbklNNWRrM3hVQVIrU29rUlYrQT09
Meeting ID: 539 485 6603; Passcode: 52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