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7~9月份招生簡章 (2011年第 3季) 

班 別 靈糧查經  舊約縱覽  基督徒情緒管理  新約研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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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子和 李雅珍 蔡哲彥 

教 師 范光男/吳文雄 李子和 李雅珍 蔡哲彥 

 

教 材 

 

 

講義 
聖經＆「舊約縱覽」

＆補充資料 

 

講義 聖經＆講義 

適合程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一般 

7月 3日 耶利米書 
生命創造班補課(3樓主堂) 

從遺傳學之實例見證上帝(蕭惠彬醫師) 希伯來書第 13章 

7月 10日 耶利米書 列王記 心理~大家談 雅各書第一章 

7月 17日 耶利米書 希伯來詩 
不同年齡階段 

的心理問題 雅各書第二章 

7月 24日 耶利米書 詩篇（一） 
評估心理健康 

的標準 
雅各書第三章 

7月 31日 耶利米書 詩篇（二） 
基督徒如何面對 

~憤怒 雅各書第四章 

8月 7日 耶利米哀歌 雅歌 
基督徒如何面對 

~恐懼 雅各書第五章 

8月 14日 耶利米哀歌 箴言（一） 
基督徒如何面對 

~悲傷 
彼得前書第一章 

8月 21日 以西結書 箴言（二） 
基督徒如何面對 

~痛苦 彼得前書第二章 

8月 28日 以西結書 傳道書 
基督徒如何面對 

~內疚不安 彼得前書第三章 

9月 4日 以西結書 約伯記（一） 
基督徒如何面對 

~傷害 彼得前書第四、五章 

9月 11日 以西結書 約伯記（二） 
基督徒如何面對 

~上癮沉迷 彼得後書第一章 

9月 18日 以西結書 約拿書 
從心理學角度看 

~強迫症 彼得後書第二章 

9月 25日 以西結書 那鴻書 
從心理學角度看 

~壓力 
彼得後書第三章 

名額 30人 40人 30人   30人 

教室 601教室 502教室 601教室 506教室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7~9月份招生簡章 (2011年第 3季) 

班 別 白話字進階  啟示錄  

 
主 日 上 午

1 1 : 0 0 - 1 1 : 5 0  

禮拜三暗時  

PM 8:00 - 9:00 

班主任 蔡坤守 李子和 牧師 

教 師 蔡坤守 陳嘉式 院長 

 

教 材 

 

講義 
講義 

《啟示錄：其歷史、文學與神學》 

適合程度 進階 一般 

7月 3日 生命創造班補課 7月 6日 啟示錄簡介（該書的著作） 

7月 10日 輕鬆寫白話字 7月 13日 以弗所教會（2:1-11） 

7月 17日 輕鬆寫白話字 7月 20日 別迦摩教會（2:12-17） 

7月 24日 輕鬆寫白話字 7月 27日 撒狄教會（3:1-6） 

7月 31日 輕鬆寫白話字 8月 3日 老底嘉教會（3:14-22） 

8月 7日 輕鬆寫白話字 8月 10日 天上的寶座（4章） 

8月 14日 輕鬆寫白話字 8月 17日 被殺的羔羊（5章） 

8月 21日 輕鬆寫白話字 8月 24日 開了六個印（6章） 

8月 28日 輕鬆寫白話字 8月 31日 第一次的 144,000（7章） 

9月 4日 輕鬆寫白話字 9月 7日 天上的戰爭（12章） 

9月 11日 輕鬆寫白話字 9月 14日 實質的統治者（17章） 

9月 18日 輕鬆寫白話字 9月 21日 千禧年王國（20章） 

9月 25日 輕鬆寫白話字 9月 28日 新天新地（21章） 

 25人 100人 

教室 6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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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桌球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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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舊約縱覽班  □新約研經班   □基督徒情緒管理班  □白話字進階班    

拜三暗時 8:00-9:00    □啟示錄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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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報  名  表 

主日上午 8:30~9:20    □ 靈糧查經班       

主日上午 11:00~11:50  □舊約縱覽班  □新約研經班   □基督徒情緒管理班  □白話字進階班    

拜三暗時 8:00-9:00    □啟示錄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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