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1~3月份招生簡章 (2012年第 1季) 

班 別 靈糧查經  舊約縱覽  新約研經  白話字入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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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哲彥 陳豐惠 

教 師 范光男/吳文雄 李子和 蔡哲彥 陳豐惠 

 

教 材 

 

 

講義 
聖經＆「舊約縱覽」

＆補充資料 
聖經＆講義 白話字基礎教材 

適合程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初學 

1月 1日 何西阿書 以斯帖記 啟示錄第六、七章 母音+入聲韻尾 

1月 8日 何西阿書 德生樂集 新年音樂會 (停課一次) 

1月 15日 約珥書 以斯拉記 啟示錄第八、九章 通國際的子音 

1月 22日 除夕  (停課一次) 

1月 29日 阿摩司書 尼希米記 
啟示錄 

第十、十一章 
七聲八調 

2月 5日 阿摩司書 會員和會 (停課一次) 

2月 12日 俄巴底亞書、約拿書 歷代志 
啟示錄第十二、十

三章 
世界唯一的「變調」 

2月 19日 彌迦書 哈該書 
啟示錄第十四、十

五章 
輕聲+仔前變調 

2月 26日 那鴻書、哈巴谷書 撒迦利亞書 
啟示錄第十六、十

七章 
母音鍛練 

3月 4日 西番雅書、哈該書 瑪拉基書 啟示錄第十八章 子音鍛練 

3月 11日 撒迦利亞書 
專題： 

古代近東宗教 
啟示錄第十九、二

十章 
聲調鍛練 

3月 18日 撒迦利亞書 
專題： 

古代近東軍事 
啟示錄第二十一章 綜合鍛練 

3月 25日 瑪拉基書 複習＆討論 啟示錄第二十二章 我會曉讀白話字 

名額 30人 40人 30人 30人 

教室 601教室 601教室 506教室 602教室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1~3月份招生簡章 (2012年第 1季) 

班 別 白話字進階  兩性相處  雅各書  

 
主 日 上 午

1 1 : 0 0 - 1 1 : 5 0  

主 日 上 午

1 1 : 0 0 - 1 1 : 5 0  

禮拜三暗時  

PM 7:30 -  8:30 

班主任 蔡坤守 李雅珍 胡忠銘 牧師 

教 師 蔡坤守 李雅珍 陳嘉式/胡忠銘 牧師 

 

教 材 

 

講義 講義 講義 

適合程度 進階 一般 一般 

1月 1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兩性交往大家談 1月 4日 雅各書的導論 

1月 8日 德生樂集 新年音樂會 (停課一次) 1月 11日 第一章的概況 

1月 15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兩性交往正確談 1月 18日 

試煉（trial）與 
試探（temptation）的 
內容與分別（一12-18）; 

 聽道與行道 

1月 22日 除夕  (停課一次) 1月 25日 大年初三 (停課一次) 

1月 29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兩性差異一起談 2月 1日 第二章的概況 

2月 5日 會員和會 (停課一次) 2月 8日 信與善行;亞伯拉罕的信 

2月 12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戀愛如何談 2月 15日 第三章的概況 

2月 19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愛情的困惑 2月 22日 屬天與屬世的智慧 

2月 26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情感的障礙 2月 29日 第四章的概況 

3月 4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兩性婚姻的意義 3月 7日 批評與實際去行 

3月 11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兩性之間的溝通 3月 14日 第五章的概況 

3月 18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兩性之間的價值觀 3月 21日 義人的耐心 

3月 25日 《荒漠甘泉》讀書會 信仰對兩性的祝福 3月 28日 其他一些信德 

名額 25人 40人 100人 

教室 602教室 50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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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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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話字入門班     □白話字進階班   

                       □ 兩性相處班  

拜三暗時 7:30-8:30     □ 雅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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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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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舊約班    □新約班    □白話字入門班     □白話字進階班    

                       □ 兩性相處班  

拜三暗時 7:30-8:30     □ 雅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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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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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