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10~12月份招生簡章 (2014年第 4季) 

班 別 

靈糧查經  

本課程可作
「 C04」 1 學分  

C04 

加拉太書  

G02 

白話字檢定  

J06 

電影中的信仰 

時間 
主日 AM 

8:40~9:30 

主日 AM 

11:00~11:50 

主日 PM 

12:45~15:00 

教 師 范光男 蔡哲彥 蔡坤守 王恩國/王紫辰 

 

教 材 

 

講義 聖經公會研讀本 箴言/講義 聖經 

適合程度 一般 一般 進階 一般 

10月 5日 
屬於台灣人的聖

經現代台語譯本 
背景資料 讀寫練習 真愛奇蹟 

10月 12日 加拉太書(一) 第一章 讀寫練習 聖戰家園 

10月 19日 加拉太書(二) 第一章 讀寫練習 賓漢~上集 

10月 26日 加拉太書(三) 第二章 讀寫練習 賓漢~下集 

11月 2日 以弗所書(一) 第二章 讀寫練習 姐姐的守護者 

11月 9日 以弗所書(二) 第三章 讀寫練習 送信到哥本哈根 

11 月 16日 以弗所書(三) 第三章 讀寫練習 無敵破壞王 

11 月 23日 腓立比書(一) 第四章 讀寫練習 靈魂衝浪 

11 月 30日 腓立比書(二) 第四章 讀寫練習 駭客任務 

12月 7日 哥羅西書(一) 第五章 讀寫練習 挪亞方舟 

12月 14日 哥羅西書(二) 第五章 讀寫練習 為巴比祈禱 

12月 21日 聖誕節讚美禮拜 (停課一次) 

12月 28日 腓利門書 第六章 讀寫練習 勇敢傳說 

名額 30人 20人 30人 30人 

教室 502教室 502教室 602教室 二樓會議室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課程 10~12月份招生簡章 (2014年第 4季) 

班 別 C04 保羅的智慧  班 別 
C04 

加拉太書  

時間 
禮拜三暗時  

PM 7:30-8:30 
時間 

禮拜六暗時  

PM 8:00-9:00 

教 師 陳嘉式 教 師 蔡哲彥 

教 材 聖經/講義 教 材 聖經公會研讀本 

適合程度 一般 適合程度 一般 

 10月 1日 保羅的生平履歷  10月 4日 背景資料 

10 月 8日 從個人的智慧到上帝的智慧 10月 11 日 第一章 

10 月 15日 個人角色的調整(帖撒羅尼迦前書) 10月 18 日 第一章 

10 月 22日 達成使命的策略(腓利門書) 10月 25 日 第二章 

10 月 29日 學像基督(腓立比書二章) 11 月 1日 第二章 

11 月 5日 向前走的心志(腓立比書三章) 11 月 8日 第三章 

11 月 12日 對教會的問候(哥林多前書) 11 月 15 日 第三章 

11 月 19日 愛的藝術(哥林多前書十三章) 11 月 22 日 第四章 

11 月 26日 罪人的得救之道(加拉太書) 11 月 29 日 第四章 

12 月 3日 信耶穌使人得自由(加拉太書) 12月 6日 第五章 

12 月 10日 
保羅對自己危機的處理(一) 

(使徒行傳) 
12月 13 日 第五章 

12 月 17日 
保羅對自己危機的處理(二) 

(使徒行傳) 
12月 20 日 第六章 

12 月 24日 獄中的傳道(一) 12月 27 日 第六章 

12 月 31日 獄中的傳道(二)   

教室 一樓禮拜堂  502教室 

 

聖經詮釋講座 

主辦單位：台灣聖經公會 

日期：11 月 8 日 (六) 09：15~15：30 

地點：長老教會高雄宣教中心(三民區山東街 142 號) 

講師：彭國瑋牧師 (英國 University of Sheffield 新約博士，美國聖經公會聖經翻譯顧問) 

專講 1：從羅馬書省思教會的社群本質 

專講 2：從羅馬書省思教會與社會的互動框架 

 

德生教會成人主日學師生團體報名並全程上課，由教會補助(10 月 31 日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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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