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4~6月份招生簡章 (2011年第 2季) 

班 別 靈糧查經  生命創造  新約希伯來書  

時 間 
主日上午  

8:30 - 9:20 
主 日 上 午 1 1 : 0 0 - 1 1 : 5 0  

班主任 范光男 戴任恭 蔡哲彥 

教 師 范光男/吳文雄 
戴任恭/張宏昌/ 

蕭惠彬/林佩瑾等 
蔡哲彥 

教 材 耶利米書講義 上帝所創造的人類 聖經、講義 

適合程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4月 3日 耶利米書(一) 
人類在母親懷中 

的創造奧妙 

（戴任恭醫師） 

希伯來書第一章 

與其背景 

4月 10日 耶利米書(二) 
從深奧的藥理學之實例 

見証上帝 

(楊紫麟臨床藥師) 

希伯來書第二、三章 

4月 17日 耶利米書(三) 
從神經系統的發育 

見証上帝的偉大 

（楊生湳醫師） 

希伯來書第四、五章 

4月 24日 復活節聯合禮拜(停課) 

5月 1日 耶利米書(四) 
從腦神經脈絡 

見證上帝 
(張宏昌醫師) 

希伯來書第六章 

5月 8日 母親節(停課) 

5月 15日 耶利米書(五) 

從『生生不息的遺傳學』 

見証上帝 

（蕭惠彬醫師） 

希伯來書第七章 

5月 22日 耶利米書(六) 
眼科 

（吳文權醫師） 
希伯來書第八章 

5月 29日 耶利米書(七) 
生命的奇蹟 

(陳智偉醫師)  
希伯來書第九章 

6月 5日 耶利米書(八) 
從醫院照護來看 

上帝的神蹟 

（謝淑娟護理長） 

希伯來書第十章 

6月 12日 耶利米書(九) 
上帝的愛在眼睛裡 

（楊玉崑醫師） 
希伯來書第十一章 

6月 19日 耶利米書(十) 
從牙醫學之實例 

見証上帝 

（顏真謙醫師） 

希伯來書第十二章 

6月 26日 耶利米書(十一) 
從血液學之實例 

見証上帝 

（林佩瑾醫師） 

希伯來書第十三章 

名額 24人 300人 28人   

教室 601教室 三樓禮拜堂 506教室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4-6月份招生簡章 (2011年第 2季) 

班 別 教會人物班  生命創造班講員介紹 

時 間 
禮拜三暗時  

8:00 - 9:00 

張宏昌醫師 

台東馬偕醫院外科部部長 

 

蕭惠彬醫師 

小港/高醫小兒遺傳及內分泌科

主治醫師 

 

楊生湳醫師 

高醫新生兒科教授/主任 

 

戴任恭醫師 

高醫小兒心肺科及重症中心 

 

謝淑娟護理師 

高醫中重度病房護理長  

重生教會會友 

 

楊紫麟藥師 

高醫藥劑科臨床藥師 

 

黃英峰醫師 

高醫核子醫學科主治醫師 

 

楊玉崑醫師 

東光眼科院長  台東教會長老 

 

顏真謙醫師 

德美牙科院長  新興教會長老 

 

林佩瑾醫師 

高醫小兒血液腫瘤科主治醫師 

 

陳智偉醫師 

吳昆哲婦產小兒科醫院副院長 

班主任 胡忠銘 

教 師 牧師團 

教 材 
新眼光查經與教會歷史

人物 

適合程度 一般 

4月 6日 原住民雌雄-芝苑傳道 

4月 13日 李水車傳教師 

4月 20日 英籍青年唐納生 

4月 27日 鄭溪畔牧師 

5月 4日 急人之難陳老英長老 

5月 11日 黃彰輝牧師 

5月 18日 戴仁壽宣教師 

5月 25日 林茂生先生 

6月 1日 孫理蓮與芥菜種會 

6月 8日 高仁愛醫師 

6月 15日 伊天賜牧師 

6月 22日 莊聲茂牧師 

6月 29日 王憲治牧師 

名額 100人 

教室 1樓副堂 

 

上課時數超過 3/4，可取得 1學分，並於每年底統計公告，成績優良者由教會公開表揚。 

 

附 設 兒 童 班  (限成人主日學教師、同工及學員子弟報名) 

 時間 教師 內容 地點 

體 能 班  主日上午 11:00~11:50 李炳曄、古永芳 球類教學 (限 12人) 地下室 



報  名  表 

主日上午 8:30~9:20     □ 靈糧查經班 

主日上午 11:00~11:50   □舊約班        □新約班        □白話字進階班       

                       □生命創造班 

拜三暗時               □教會人物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是否需要代購教材？ 

□是，請教會代購，教會補助 100元(出席 10次以上由教會補助 100元)   □已有教材  

兒童：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體能班    

兒童：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體能班    

 
請撕下報名表到 1樓服務台或 2樓幹事辦公室報名，額滿為止。 

有關課程及報名的任何疑問，請洽成人主日學校長  謝明勳 0988-222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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