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7~9月份招生簡章 (2012年第 3季) 

班 別 靈糧查經  約翰福音  基督教當代思潮  白話字進階  

時 間 
主日上午  

8 :30  -  9:20  

主 日 上 午  

1 1 : 0 0 - 1 1 : 5 0  

教 師 范光男/吳文雄 蔡哲彥 
高醫教授群 

班主任：戴任恭 
蔡坤守 

 

教 材 

 

講義 講義 講義 講義 

適合程度 一般 一般 一般 進階 

7月 1日 創世記（一） 德生講座：從詩篇 119 篇看讀經與靈命成長(李耀全博士) 

7月 8日 創世記（二） 背景、第一章 1-18節 
基督教當代思潮概論

林立民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7月 15日 創世記（三） 第一章 19-51節 
基督教的科學觀 

李瑞年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7月 22日 壽山中會 40 週年聯合禮拜 

7月 29日 創世記（四） 第二章 
基督教的人際觀 

董力華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8月 5日 創世記（五） 第三章 
基督教的社會觀 

張江青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8月 12日 創世記（六） 第四章 1-26 節 
基督教的價值觀 

林立民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8月 19日 創世記（七） 第四章 27-54節 
基督教的職業觀 

楊世群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8月 26日 創世記（八） 第五章 1-18 節 
基督教的金錢觀 

許碧峯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9月 2日 創世記（九） 第五章 19-47節 
基督教的生活觀 

吳文權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9月 9日 創世記（十） 第六章 1-33 節 
基督教的倫理觀 

盧天鴻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9月 16日 創世記（十一） 第六章 34-71節 
基督教的生命觀 

張肇松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9月 23日 創世記（十二） 第七章 1-29 節 
基督教的教育觀與 

夫妻觀-陳冠年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9月 30日 創世記（十三） 第七章 30-52節 
基督教的屬靈觀及 

總結-林立民教授 

《荒漠甘泉》 

讀書會 

名額 30人 40人 40人 30人 

教室 601教室 501教室 二樓會議室 602教室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7~9月份招生簡章 (2012年第 3季) 

班 別 新約縱覽班  班 別 
英文查經班  

Engl ish Bible Study 

時間 
禮拜三暗時  

PM 8:00-8:50 
時間 

禮拜四暗時  

PM 8:00-8:50 

教 師 胡忠銘、李子和 教 師 呂威德、蘇冠欣、Pete Strubb 

教 材 
新約縱覽 DVD＋ 

討論＆分享 
教 材 Holy Bible 

適合程度 一般 適合程度 一般 

7 月 4日 馬太福音（一） 7月 5 日 Parable of the Sower 

7月 11日 馬太福音（二） 7月 12 日 Parable of the Talents 

7月 18 日 馬可福音 7月 19 日 Missions Sharing 

7月 25 日 路加福音 7月 26 日 Family Testimony (蘇冠欣) 

8 月 1日 約翰福音（一） 8月 2 日 Social Issues (蘇冠欣) 

8 月 8日 約翰福音（二） 8月 9 日 Basic Church History 

8月 15日 使徒行傳（一） 8月 16 日 Separate from the World 

8月 22日 使徒行傳（二） 8月 23 日 Pete’s sharing 

8月 29 日 保羅書信 8月 30 日 Pete’s sharing 

9 月 5日 帖撒羅尼迦前書 9月 6 日 Pete’s sharing 

9月 12日 帖撒羅尼迦後書 9月 13 日 Pete’s sharing 

9月 19 日 哥林多前書 9月 20 日 Pete’s sharing 

9月 26日 哥林多後書 9月 27 日 Pete’s sharing 

人數 100人 人數 40人 

教室 一樓禮拜堂 教室 二樓會議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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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當代思潮」講員簡介:  

林立民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口腔病理暨影像科教授兼口腔顎顏面影像中心主任 

李瑞年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生物醫學暨環境生物學系教授 

董力華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張江青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教授 

楊世群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藥學系教授 

許碧峯教授   義大財金系教授及高醫大兼任教授 

吳文權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眼科教授及主任 

盧天鴻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及主任 

張肇松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血液腫瘤內科教授及人事室主任 

陳冠年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香粧品學系教授及圖書館館長 

戴任恭教授   高雄醫學大學小兒心肺科教授及主任 

http://www.kmu.edu.tw/~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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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名  表 

主日上午 8:30~9:20      □靈糧查經班       

主日上午 11:00~11:50    □基督教當代思潮    □約翰福音     □白話字進階班    

拜三暗時 8:00-8:50      □新約縱覽班 

拜四暗時 8:00-8:50      □英文查經班 English Bible Study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報名表投到 1樓服務台成主報名箱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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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