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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年特備主日學課程
歡迎與各堂會合辦，學會提供講員和課程內容，堂會可選擇時間、日期和地點
──例如在堂會的主日學時間在該堂會舉行
人大常委會於 2007 年 12 月 29 日，通過有關香港實行普選的決議，認為在 2017 年可行普
選行政長官，預計最快亦可在 2020 年進行立法會的普選，相信在這十多年內香港會逐步走
向更民主化的社會。在這個時刻，基督徒應有甚麼態度和回應呢？


在香港邁向民主的路上，基督徒應如何扮演作鹽作光的角色呢？



教會真的應支持民主政制，例如普選嗎？愈快愈好，還是循序漸進？



自由和人權的理念與基督教信仰是相容還是相衝呢？



自由社會裡道德有甚麼角色呢？特別是在日趨開放的社會裡，教會應如何維護聖經的性
倫理和家庭價值呢？



面對今年九月和以後的選舉，教會應怎樣參與建設民主社會呢？信徒又應怎樣善用他手
上的一票呢？

本課程會在眾說紛紜的世代，幫助信徒以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回答以上的問題，
並與他們一起探討如何達致自由、道德和社群的平衡。

題目
1) 基督徒為何要關心社會？／基督徒的公民責任
2) 基督教如何看民主理念和制度？
3) 基督教的自由和人權觀
4) 自由社會要「講道德」嗎？
5) 家庭價值與自由民主社會
6) 基督徒應如何投票？
7) 社關參與對屬靈生命成長的幫助
8) 有關自由社會中的性倫理的題目──(見表格下半部)

※ 教會可以自行挑選題目，組成一個二至八次的課程 ※
歡迎填妥「邀請主領聚會表格
邀請主領聚會表格」
邀請主領聚會表格 ，以傳真 3105-9656 或電郵 info@scs.org.hk 申請及安排。
查詢電話：3165-1858

邀請主領聚會表格

機構名稱：
聚會日期：
聚會地點：
聚會類別：主日學／團契／小組／專題講座
出席人數：

聚會時間

：

am /pm

分享時間：約
小時
對象年齡及有關資料：

揀選『
揀選 『 基督教、
基督教 、 民主政制與社會道德』
民主政制與社會道德 』 題目 ( 填上  號即可 ) ：


基督徒為何要關心社會？
──基督徒的公民責任
自由社會要「講道德」嗎？



社關參與對屬靈生命成長的幫助








性倫理在新舊約中的傳承與轉變
聖經支持同志神學嗎？
──由釋經到自由的反思
青少年性困擾
(如自慰、色情、愛撫等)
當火星人遇上金星人──
認識健康的兩性相處之道
性革命對教會的挑戰及回應

同性不拒？──
性傾向歧視條例與同性婚姻的反思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香港家庭現況與危機
 一人有一套倫理？──
後現代倫理觀與自我入門
 其他：


：

am /pm

分鐘



基督教如何看民主理念和制度？



基督教的自由和人權觀



家庭價值與自由民主社會



基督徒應如何投票？



其他：


近代性神學初覽



傳媒中的性解放



被棄的生命──墮胎



娼妓合法化的爭議

揀選『
揀選 『 性解放倫理課程』
性解放倫理課程 』 題目 ( 填上  號即可 ) ：


至



一個基督徒的性倫理建議



一夫一妻制的神學和倫理基礎



真愛可以等待
──婚前性行為與貞潔運動
戀愛的階梯
──交友、戀愛與婚姻
性愛迷宮



認識同性戀





當家長遇上性開放的性教育





性解放哲學的批判




我的同志朋友──
如何關心同性吸引的朋友
如何跟子女談性

備註：

聯絡人姓名：

職位：

電話：

傳真號碼：
電郵地址：
(必須填寫)
（我們將於一星期內電話聯絡閣
我們將於一星期內電話聯絡閣下跟進有關申請，
下跟進有關申請，如有查詢，
如有查詢，請致電 3165-1858 聯絡本會同工）
聯絡本會同工）

邀請主領聚會──申請需知
1.
2.
3.
4.
5.

6.

填妥表格請傳真回學會
填妥表格請傳真回學會。
學會。申請需於最少一個月前通知，
申請需於最少一個月前通知，以作安排。
安排。
提供給講員時間崇拜
提供給講員時間崇拜講道約三十分鐘
崇拜講道約三十分鐘，
講道約三十分鐘，專題分享一小時十五分或以上。
專題分享一小時十五分或以上。
我們將主要以電郵形式聯絡及安排。
我們將主要以電郵形式聯絡及安排。
請於聚會前兩星期直接與講員聯絡, 查詢有關筆記及講員需用物資等事宜。
查詢有關筆記及講員需用物資等事宜。
各個講員皆
講員皆以義務性質協助本
以義務性質協助本會，歡迎團體／
歡迎團體／教會以車馬費或自由奉獻
教會以車馬費或自由奉獻形式
以車馬費或自由奉獻形式，
形式，直接給予各講
直接給予各講
員。(建議講員費 $500。)
有關聚會之安排，
有關聚會之安排，我們不需收取任何行政費用，
我們不需收取任何行政費用，歡迎團體／
歡迎團體／教會奉獻支持我們的工作。
教會奉獻支持我們的工作。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限公司 為非牟利團體，所有收入全賴教會及各界人士捐助，除支持同工薪
金與經常費外，亦需要大量捐款支持學會的研究和調查工作，透過出版刊物讓各界關注社會
的性文化趨勢和危機、推動維護家庭價值。
本會為慈善免稅團體，捐款壹佰圓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免稅。
奉獻方法
1.

每月自動轉賬

2.

劃線支票

3.

銀行存款 /
櫃員機 /
網上銀行入賬

本會郵寄地址：

只適用於定期奉獻，*「直接付款授權書」
直接付款授權書」，
並寄連同*「文化勇士回應表
文化勇士回應表」
回應表」寄回本會
請將填妥之 *「回應表 」 ，連同劃線支票寄回本會
支票抬頭 「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限公司」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限公司 」 ／
「 Hong Kong Sex Culture Society Limited 」
直接存款到 匯豐銀行戶口 178-894630-838 ，
請將入數紙連同 *「回應表 」 傳真 3105-9656 或寄回本會
九龍長沙灣道 202-204 號
瑞星商業大樓 3 樓 C 室
香港性文化學會有
香港性文化學會
有限公司 收

如有查詢，
如有查詢，歡迎與學會同工聯絡
電話：3165-1858
電郵地址：info@scs.org.hk

*

請登入網頁下載表格：http://www.scs.org.hk/form/index.ph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