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1-3月份招生簡章 (2016年第 1季) 

班 別 
B03 

靈糧查經班  

C03 

青少年大專 

馬太福音班 

H06 

關懷輔導  

訓練課程班  

C04 

加拉太書班  

G01 

白話字入門班 

時 間 
主日  

AM 8:40~9:30 

主日 

AM 10:30-11:15 

主日  

AM 11:00~12:00 

教 師 吳文雄 

蕭建雄、吳玫宜 

王馨葶、莊潔 

任廷韻、孫聖婷 

蔡哲彥、王道仁 

賀照琇、林月娥 

李雅珍 蔡福義 邱偉欣 

程 度 一般 青少年大專 一般 一般 入門 

1月 3 日 約書亞記（8） 跟隨耶穌的難題 輔導的過程(一) 加拉太書（1） 介紹白話字 

1月 10 日 約書亞記（9） 馬太福音 7-8章 輔導的過程(二) 加拉太書（1） 基本練習 

1月 17日 約書亞記（10） 上帝睡著了嗎？ 輔導的過程(三) 加拉太書（2） 原母音，鼻化母音 

1月 24日 約書亞記（11） 付上代價的禱告 輔導的過程(四) 加拉太書（2） 音節化母音 

1月 31 日 約書亞記（12） 勞苦重擔下的渴望 歸納法查經概論 1 加拉太書（3） 入聲韻尾 

2月 7 日 (除夕停課一次) 成長的瓶頸 (除夕停課一次) 

2月 14日 約書亞記（13） 馬太福音 15-16章 歸納法查經概論 2 加拉太書（3） 子音 

2月 21日 約書亞記（14） 1+1>2的禱告 
屬靈恩賜的發掘 

概述 
加拉太書（4） 子音 

2月 28 日 約書亞記（15） 天國的倫理 
屬靈恩賜的發掘 

概述 
加拉太書（4） 子音 

3月 6 日 約書亞記（16） 
建立教會 

的奇妙計劃 
屬靈恩賜的發掘 1 加拉太書（5） 子音 

3月 13 日 約書亞記（17） 馬太福音 23-24章 屬靈恩賜的發掘 2 加拉太書（5） 本調與變調 

3月 20 日 約書亞記（18） 超越軟弱的禱告 屬靈恩賜的發掘 3 加拉太書（6） 本調與變調 

3月 27 日 約書亞記（19） 復活耶穌的禮物 屬靈恩賜的發掘 4 加拉太書（6） 綜合練習 

名額 30人 50人 20 人 20人 30人 

教室 601教室 地下室 5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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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第 1季) 

班 別 
K04 

人生與信仰班  
班 別 

J09 

敬拜神學班  

時 間 
禮拜三  

PM 7:30-8:30 
時 間 

禮拜六  

PM 6:45-7:15 

教 師 有志 教 師 王道仁 

程 度 一般 程 度 進階(有作業) 

1月 6日 世芬的社服人生與信仰 1月 2 日 敬拜的意義 

1月 13日 淑媛的家庭人生與信仰 1月 9 日 上帝不喜悅的敬拜 

1月 20日 智偉的醫學人生與信仰 1月 16 日 上帝喜悅的敬拜 

1月 27日 美尼的牧會人生與信仰 1月 23 日 事奉者的陷阱 

2月 3日 子騰的宣教人生與信仰 1月 30 日 事奉者的正確態度 

2月 10日 (大年初三休息) 2月 6 日 事奉者平日的敬拜 

2月 17日 麗文的護理人生與信仰 2月 13 日 敬拜與禱告 

2月 24日 長松的文學人生與信仰 2月 20 日 敬拜與讀經 

3月 2日 于美的宣教人生與信仰 2月 27 日 敬拜與團契 

3月 9日 貴恩的護理人生與信仰 3月 5 日 敬拜與傳福音 

3月 16日 恆明的音樂人生與信仰 3月 12 日 敬拜與社會關懷 

3月 23日 昌文的公務人生與信仰 3月 19 日 敬拜與聖靈充滿 

3月 30日 明美的代書人生與信仰 3月 26 日 敬拜與合一饒恕 

名額 100 名額 100人 

教室 一樓禮拜堂 教室 一樓禮拜堂 

校外見學旅行 1月 23日(六) 

上午 8:30 教會出發，上午 09:50~11:50 民雄國家廣播文物館及招待所， 

中午 12:30~14:30 北港教會用餐及北港糖廠吃冰，下午 15:10~16:10 麻豆總爺糖廠→回程 

每人 200元 (含交通、午餐、點心、保險)，請向各班班代報名。 



 

報  名  表 

     

主日上午 8:40~9:30      □靈糧查經班     

主日上午 10:30~11:15    □青少年大專馬太福音班       

主日上午 11:00~12:00    □關懷輔導班    □加拉太書班    □白話字入門班     

拜三暗時 7:30-8:30      □人生與信仰班 

拜六暗時 6:45-7:15      □敬拜神學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報名表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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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0~9:30      □靈糧查經班     

主日上午 10:30~11:15    □青少年大專馬太福音班       

主日上午 11:00~12:00    □關懷輔導班    □加拉太書班    □白話字入門班     

拜三暗時 7:30-8:30      □人生與信仰班 

拜六暗時 6:45-7:15      □敬拜神學班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 年齡：_______ 

電話：__________________ e-mail：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請將報名表交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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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