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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初有道，道與神同在，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住在我們中間，充充滿滿地有恩典，

有真理（約 1:1, 14）。”這是約翰對神的獨生子最具啟示性的描述——永恆中的道為了

帶來恩典和真理而刻意進入被造世界成為可以被人認識和順服以獲得拯救的真實和具體。

這樣的定義也同樣可以適用在與耶穌同為神特殊啟示的《聖經》上，《聖經》也是用人類

語言去言說神那不可言說之奧秘，同樣是上帝話語的道成肉身。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聖

經》比耶穌離我們更進一步，因為我們所知有關基督的一切都且只能來自《聖經》，所以

保羅對學生提摩太說：“這聖經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 

這就是基督徒教育和世俗教育的本質區別。1960 年代蘇美兩國都進入了太空。和美國進

入太空後感慨神的創造不同，蘇聯進入太空後，卻利用這一壯舉進行反宗教宣傳，在一次

中央會議中，赫魯曉夫說：“你們為什麼要執著於信神呢？加加林飛上了太空，卻沒有看

到上帝，所以上帝是不存在的。”美國佈道家葛培理聽到這個“驚人的”宣告後，在一次

佈道會上說：有一條蚯蚓從地裡鑽出來，在地上爬了一陣子，然後對同伴喊著說：“赫魯

曉夫不存在！”基督徒教育讓人在一切中發現神，而世俗教育卻讓人利用一切來否定和拒

絕神。當人沒有啟示或不接受啟示，就無法獲得比蚯蚓對這個世界和自身更正確的認識。 

如果耶穌是道成肉身，聖經是道成肉身，那麼基督徒教育的目的也應該是道成肉身，借著

啟示真理的聖靈使古老的聖經語境進入基督徒生活的每一個層面，使信徒逐漸成長為不屬

於這個世界卻活在這個世界並帶給這個世界好消息的門徒，這包括三個方面：1）使聖經

的世界觀更新基督徒對世界和社會的認知；2）使聖經中的人生觀更新基督徒對生活和關

係的解讀；3）使聖經中的價值觀更新基督徒生活的動力和使命。所以基督徒教育並不是

知識的傳輸，而是實現觀念、生活和行動上的徹底更新。 

基於這樣的原則和盼望，主恩堂的基督徒教育委員會設計了五類主日學課程：慕道課程、

基要課程、聖經課程（其中分新約和舊約兩部分）、專題課程，保證每個季度都同時有五

門課程供大家選擇，滿足弟兄姐妹不同層次的需求。 

感謝主賜福給主恩堂，在主日學的事工上積累了許多熱心教導的同工。在此鼓勵弟兄姐妹

養成上主日學的習慣，因為啟示再好，如果不珍惜和追求，也不能獲得改變。除了自己認

真學習之外，盼望弟兄姐妹有一天也能成為神繼續祝福教會的器皿，成為“那忠心能教導

別人的人“（提後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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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主恩堂早年在東橘縣(East Orange)聚會時，因受聚會人數與教室設備不足所限，並沒有

基督徒教育(Christian Education, CE)事工的設立。1978 搬到松溪鎮(Pine Brook)後, 主

日學才開始有了雛型；由於缺乏師資和有限的教室設備，當時只有基要真理和聖經書卷兩

門課程。在興建現今教堂時，我們租借附近衛理公會，在下午聚會，主帶領主日學師資來

到主恩堂。待搬入現址教堂後，教室設備與師資充足，基督徒教育逐漸走入正軌。除了慕

道班，還開設了：基要課程，新、舊約書卷，以及專題課程等五大類課程。為了幫助弟兄

姐妹生命的成長，我們編排了「主日學學習手冊」，引導信主時間長短不一的弟兄姐妹選

課，俾能藉著主日學，有次序的進深學習，使信徒的生命能逐漸成長，成為合神心意的門

徒。 

 

基督徒教育委員職責與任期: 

牧師——協調主日學與其他事工的配合，同心合意建立聖徒成熟的生命，成為合神心意

的宣道教會，教導主日學。任期：與其職任相同。   

長老——召開基督徒教育會議。與牧師訂定主日學的長、短目標，配合教會整體的發展。

確定並建訂兩年主日學課程的計畫，並督促同工和資深老師對新老師的栽培，教

導主日學。任期：六年。   

執事——訂定每年基督徒教育預算，包括: 神學講座、書籍購買與管理；每季主日學報名

表、安排教室等事宜；負責安排慕道班與基要課程的老師，並收集老師的電子版

講義。任期：三年。 

祕書——負責開會記錄、收藏與發送檔、收集和分析每季主日學參與率。任期：三年。   

同工——負責安排新約課程的老師並收集老師的電子版講義，教導主日學。任期：三年。   

同工——負責安排舊約課程的老師並收集老師的電子版講義，教導主日學。任期：三年。   

同工——負責安排專題課程的老師並收集老師的電子版講義，教導主日學。任期：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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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標: 

為了提升主日學的品質，使內容和方式切合學習者的需要，我們將有課程內容介紹和師資儲備

的系統規劃；課程以聖經和信仰要義為主、生活實踐為輔，並編製學習手冊，使人人明白學習

的進程，享用各類的資源。我們期望主恩堂教會的弟兄姐妹，不但在每一季都能存著興奮期待

的心情註冊上課，而且循序進深，在上帝話語的豐富寶藏中不斷學習。更期望有更多的弟兄姐

妹在學習之餘，不忘活出所學；也期望彼此分享，並鼓勵有教導恩賜的信徒，培育更多新老師

參與教學，以達到「不是老師，就是學生」的最終目標。 

 

未來: 

為了實行「交託那忠心能教導別人的人」(提摩太後書 2:2) 的真理，也是為了把多年教學經驗傳

承給下一代。我們的同工們擬定一個3~5年時間栽培新老師的計畫。由各牧長及資深老師，以

一對一帶領門徒的方式，培育出有基督的生命、有神話語作根基和教導經驗的老師。願主親

自呼召有心在教導上服事的弟兄姊妹起來，也願聖靈賜給他們有忠心、愛心和教導的恩賜，

使他們成為神手中的器皿。在這末世險惡的世代中, 有如舊約的先知，忠心傳講神的話語，奪

回世人的心意歸向神；又要將主的教訓教導信徒，堅固他們的信心，在生活上彰顯神的公義、

慈愛、權能、榮耀與祂救贖的恩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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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歸類 課程編號和名稱 主要內容 

I. 慕道課程 

（受洗前必修） 

100 慕道班 認識福音 

101 受洗班 簡要基督教信仰 

II. 基要課程 

（受洗後必修&共八季修完） 

     

201 豐盛生命 神在基督徒生命中的旨意 

202 基要真理 基督教基本信仰 

203-204 新約概論（兩季） 新約各書卷介紹 

205-207 舊約概論（三季） 舊約各書卷介紹 

208 教會歷史 基督教會 2000年歷史 

III. 新約聖經書卷 

（第一階段選修課程） 

31X 四福音+使徒行传(5) 耶穌在世上的工作 

32X 教會書信(6) 保羅寫給各教會的書信 

33X 监狱书信+教牧書信(7) 保羅寫給教會領袖的書信 

34X 一般書信+啟示錄(9) 其他使徒寫給各教會的書信 

IV. 舊約聖經書卷 

（第二階段選修課程） 

41X 律法書(5) 摩西五經 

42X 歷史書(12) 被擄前和被擄後歷史 

43X 詩歌智慧書(5) 伯、詩、箴、傳、歌 

44X 大小先知書(17) 五大先知書和十二小先知書 

V. 專題進深課程 

（第三階段選修課程） 

50X 基督徒生活專題 501 團契生活 

502 婚姻家庭生活 

503 基督徒情緒管理 

504 基督徒倫理 

505 基督徒職場侍奉 

506 基督徒理財觀 

6XX 神學專題 61X 系統神學 

62X 新舊約神學 

631 護教學 

641 釋經學 

651 近代神學思潮與演變 

70X 宣教專題 701 宣教學 

702 中國教會史 

703 宣教人物傳 

80X 教會侍奉專題 801 團契領袖培訓 

802 音樂敬拜類 

注： 

1. 主日學課程分五大類別，每季度都會同時開五門課，每類別一門課； 

2. 基要課程為必修課，總共需要八季完成，其中舊約概論為三季，新約概論為兩季； 

3. 按照課程編號的順序來指導學生的選課順序，必修課完成後原則上才能進入選修課，

選修課的選課順序是先新約後舊約再專題。 

4. 對主日學老師的要求是必須修完所有的基要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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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課程介紹 

慕道課程只有慕道班和受洗班兩門課程，慕道班是為剛剛來教會的慕道朋友開設，介紹和

回答有關信仰的各種問題，受洗班是在每年洗禮前特別為準備受洗的弟兄姐妹開設，為要

明白福音的內容和信仰的要求，立志在受洗後緊緊跟隨主，這兩門課都是受洗前的必修課。 

 

基要課程介紹 

基要課程是為受洗後的弟兄姐妹開設的，總共 5 門課，分八季修完。其中《豐盛生命》

是基本的門訓課程，幫助受洗後的弟兄姐妹瞭解如何過一個基督徒的生活，如何從神那裡

獲得更加豐盛的生命；《基要真理》是簡要地介紹基督教的教義和神學；《新約概論》

（共兩季）和《舊約概論》（共三季）修完後可以對聖經整體內容有一個結構性的把握；

《教會歷史》介紹基督教 2000 年的教會史，是基督徒進入教會生活所必須要瞭解的。 

基要課程是受洗後的必修課，建議全部修完後再進入之後的選修課程。 

 

新約聖經課程介紹 

《新約全書》共二十七卷，內容大致可分為五個大類：福音書（4 卷）、使徒行傳、保羅

書信（包括教會書信 9 卷和教牧書信 4 卷）、普通書信（8 卷）和啟示錄。雖然這幾個

部分的表現形式有所不同，但是他們都有共同的主題，即強調耶穌的身份、生平和地位。

福音書記載耶穌的言語和事蹟；使徒行傳記載耶穌升天後使徒們在各處傳道和建立教會的

經歷；部分使徒通過書信來問候、告誡這些教會，而這些書信構成新約聖經的主體；啟示

錄也是使徒約翰寫給教會的一封書信，不過內容是記載他見到的異象。新約聖經的主日學

課程共分四大類（福音書和使徒行傳為一類，保羅書信中的監獄書信和教牧書信並為一類，

其餘保羅書信為一類，其他非保羅書信並為一類），每年四個季度分別從這四類中選擇四

門課進行教授，按照書卷特點和長短重新歸類，將新約聖經課程共整理為 19 門課，需 5

年才能全部學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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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約聖經課程介紹 

《舊約全書》包含三十九卷，分為五大部份：律法書或摩西五經(Pentateuch，5 卷)，歷

史書(History，12 卷)，智慧書(Wisdom，5 卷)，大先知書(the Major Prophets，5 卷)

和小先知書(the Minor Prophets，12 卷)。如果以主耶穌的十字架作一分界線，舊約是

往前看，預言基督和衪的十字架，新約是往後看，用歷史的眼光回看基督和衪的十字架。

舊約是預言，新約是解釋，兩者有不同的責任和目的。舊約聖經的主日學課程共分四大類

（其中將大小先知書合併為一類），每年的四個季度會分別從這四類中選擇四門課程進行

教授，按照書卷大小和關聯，舊約聖經課程共分成 21 門課，需 5 年才能全部學完。 

 

專題進深課程介紹 

專題進深專題是在上完基本課程之後，對於基要真理，教會侍奉和宣教及基督徒生活等某

些特別重要的議題進行深入的探討，其中包括：1）生活專題（團契生活，婚姻家庭，情

緒管理，基督教倫理學，職場侍奉，基督徒理財觀等）；2）神學專題（神論，基督論，

人論，救贖論，聖靈論&教會論，末世論，新約神學，舊約神學，護教學，釋經學，近代

神學思潮與演變等）；3）宣教類專題（宣教學，中國教會史，宣教人物傳等）；4）教

會服事類（如何帶領團契小組，音樂事奉與敬拜等）。用一個季度的時間從聖經角度作歸

納、研究、分析或個案討論進行廣泛深入的探討。幫助我們在信心、事奉和生活的每一層

面都能建基在上帝話語的真理上，誠實遵行祂的旨意，生命不斷更新，靠著主耶穌基督多

結果子榮耀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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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f-Evaluation Check List 
 

姓名：    團契：    電子郵件：     
 
請在已修過的課程後面括弧內打勾（√） 

請注意： 

1. 每門課的總上課次數超過老師認可的課時次數（一般是至少 8 次）才算作是已修過； 

2. 如果是在其他教會修完同樣的課或類似的課，也算作是已修過。 

 

I. 慕道課程： 

100 慕道班（  ）；101 受洗班（  ） 

 

II. 基要課程： 

201 豐盛生命（  ）；202 基要真理（  ）；203 新約概論一（  ）；204 新約概論二

（  ）；205 舊約概論一（  ）；206 舊約概論二（  ）；207 舊約概論三（  ）；208 教

會歷史（  ） 

 

III. 新約書卷： 

1）四福音+使徒行传： 

311 馬太福音（  ）；312 馬可福音（  ）；313 路加福音（  ）；314 約翰福音（  ）；

315 使徒行傳（  ）； 

2）教会书信： 

321 羅馬書（  ）；322 哥林多前書（  ）；323 哥林多後書（  ）；324 加拉太書（  ）；

325 帖撒羅尼迦前後書（  ）； 

3）监狱书信+教牧书信： 

331 以弗所書（  ）；332 腓立比書（  ）；333 歌羅西書（  ）；334 教牧書信（  ）； 

4）一般書信+啟示錄： 

341 希伯來書（  ）；342 雅各書（  ）；343 彼得前後書（  ）；344 約翰一二三書&猶

大書（  ）；345 啟示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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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舊約書卷： 

1）律法书： 

411 創世記（  ）；412 出埃及記（  ）；413 利未記（  ）；414 民數記（  ）；415 申

命記（  ）； 

2）历史书： 

421 約書亞記（  ）；422 士師記&路得記（  ）；423 撒母耳記（  ）；424 列王紀&歷

代志（  ）425 被擄後歷史書（  ）； 

3）智慧书： 

431 約伯記（  ）；432 詩篇（  ）；433 箴言（  ）434 傳道書&雅歌（  ）； 

4）先知书： 

441 以賽亞書（  ）；442 耶利米書&耶利米哀歌（  ）；443 以西結書（  ）；444 但以

理書（  ）；445 北国小先知书：約拿書&阿摩司書&何西阿書（  ）；446 南国小先知书：

俄巴底亞書&約珥書&彌迦書&那鴻書&西番雅書&哈巴谷書（  ）；447 被掳后小先知书：

哈該書&撒加利亞書&瑪拉基書（  ） 

 

V. 專題進深： 

1）基督徒生活類： 

501 團契生活（  ）；502 婚姻家庭（  ）；503 情緒管理（  ）；504 基督教倫理學

（  ）；505 職場侍奉（  ）；506 基督徒理財觀（  ） 

2）神學類： 

611 神論（  ）；612 基督論（  ）；613 人論（  ）；614 救贖論（ ）；615 聖靈論

（ ）；616 教會論（  ）；617 末世論（  ）；621 新約神學（  ）；622 舊約神學（  ）；

631 護教學（  ）；641 釋經學（  ）；651 近代神學思潮與演變（ ） 

3）宣教類： 

701 宣教學（把握時機）（  ）；702 中國教會史（  ）；703 宣教人物傳（  ） 

4）教會侍奉類： 

801 如何帶領團契小組（  ）；802 音樂敬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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