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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愛的弟兄姊妹： 

    為了幫助慕道友乃至信主多年的基督徒有計劃的認識基督信仰，進而長大成熟，成為一個可以服事

別人的人，委身成長部自2014年起，特別規劃「信仰初階課程」(表一)及「信仰進階課程」(表二)之系列

課程，有系統的幫助大家在主裡長大成熟。 

    「信仰初階課程」係針對慕道友及初信者設計的基礎課程，可以幫忙您儘早進入基督信仰，並建立

起以基督為中心的新生活。 

    「信仰進階課程」係提供願意接受造就或裝備成為同工，所設計的進階課程。幫助您不論在真理造

就、生活應用及事奉技巧上，能有更深入的學習。 

    敬請大家按開課計畫(表三)按步就班完成「信仰初階課程」或「信仰進階課程」，每完成一系列課程

，成長部將頒發結業證書，並贈送精美小禮物。 

    成長需要「時間」及「委身」，盼望您早日加入「委身成長」的行列！ 

表一、信仰初階課程(共 6門課) 

1 2 3 4 5 6 

尋真班 確據如山 基督生平 基督徒的新生活 舊約綜覽 新約綜覽 

表二、信仰進階課程(共 17門課) 

類別 1 2 3 4 5 

神學課程 真理透視 認識聖靈    

生活課程 如何明白神旨意 簡易分析法讀經 如何面對試探 時間管理 金錢管理 

事奉課程 愈服事愈甘甜 陪讀員訓練 發現我的屬靈恩賜 歸納法查經 如何傳福音 

聖經課程 創世記 約翰福音 羅馬書 以弗所書 保羅生平 

表三、開課計畫 

2014年 
課程名稱 

第一季 第二季 第三季 

尋真班 尋真班 尋真班 

確據如山 確據如山 確據如山 

 舊約綜覽 基督生平 
信仰初階課程 

 基督徒的新生活 新約綜覽 

信仰進階課程：神學課程 認識聖靈   

金錢管理 如何明白神旨意 如何面對試探 
信仰進階課程：生活課程 

簡易分析法讀經 時間管理  

信仰進階課程：事奉課程 愈服事愈甘甜   

信仰進階課程：聖經課程 約翰福音 羅馬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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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課程簡介 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上課日期 

初信基礎初信基礎初信基礎初信基礎課程課程課程課程 

信仰初階課程- 尋真班 

薛立宇 黃添妹 

課程簡介：1 .由創世記（起初神創造）及啟示錄（新天新地）看神對人心意的一貫性，並探討基督徒的人生觀。2 .探討人的罪，神的審判，耶穌救贖的意義及與我們的關係。3 .真神的認識及神與人的關係。4 .信耶穌得新生命及活出生命的意義。 目標：以理性的角度探討基督教基要真理的全貌。 對象：1 .希望瞭解基要真理全貌的基督徒。 

2 .追尋認識基督教信仰的慕道友。（必修） 人數：5人以上開課。 

2/9~3/9 主日上午 

11:00am-12:30pm 上課次數：五次 



信仰初階課程- 確據如山 

藍安良 張舜宜 

課程簡介：本課程為了使你確認上帝對基督徒的基本應許，並且排除疑惑，透過五次的課程，幫助您建立確據如山的信心（五個單元獨立，亦可隨時加入）。歡迎上過尋真班者報名。 人數：3人以上開課。 

3/16~4/13 主日上午 

11:00am-12:30pm 上課次數：五次 

生活課程生活課程生活課程生活課程 

信仰進階課程- 人生上半場金錢管理 
蔡宗榮 

課程簡介：利用這門課讓我們一起探討如何成為 神的良善、忠心好管家。為了不讓您失望，如果您已經是 神的良善、忠心好管家，您可以不理會這門課；如果您想學得快速致富的方法，您可以不理會這門課。我們在這門課裡，要與還在職場的弟兄姐妹分享三個主要的主題：「盡力賺錢」（但不是如何致富）、「盡力節省」（但不是苦待己身）、「盡力奉獻」（但不是沈重負擔）。我們會有一點點時間玩大富翁遊戲，做一點理財實驗；也會有一些時間分組討論與分組分享。藉著共同參與，一起探討如何成為 神的良善、忠心好管家。 開班最低人數門檻：8人。(玩大富翁遊戲分兩組所需的最低人數) 

2/23 主日下午 

2:00pm~5:00pm 上課次數：一次 

 

信仰進階課程- 簡易分析法讀經 
李瀞淵 

課程簡介：每次上課利用1-5節經文，以文法分析的方式來了解經文的意思，並教導如何透過問題來觀察、解釋及應用該經文。 

3/8 週六下午 

1:30pm-5:30pm 上課次數：一次 

神學課程神學課程神學課程神學課程 信仰進階課程- 認識聖靈 ～如風似氣的聖靈 

林鴻信 牧師 

課程簡介： 

3/ 2 如風似氣的聖靈 

3/ 9 上帝的話與上帝的靈 

3/16 聖靈大能下的盼望 

3/23 聖靈大能下的教會 

3/2，3/9，3/16，
3/23 主日下午 

2:00pm-4:00pm 上課次數：四次 ★本課程無需報名 

事奉課程事奉課程事奉課程事奉課程 信仰進階課程- 愈服事愈甘甜 
李瀞淵 

課程簡介：「越事奉越甘甜」是一首很美的詩，也是作者的服事心得。這個心得也可以成為你的經歷。本課程將在遊戲中領你進入發現之旅：發現自己、發現別人、發現關鍵、發現榜樣…。歡迎您一起來探索。 

4/12 週六下午 

1:30pm-5:30pm 上課次數：一次 

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聖經課程 信仰進階課程- 約翰福音 
古明穎 

課程簡介：約翰福音-兆頭之書，將介紹約翰福音的作者、背景、跋、序；以及耶穌的神蹟、工作、講論。 《預告》 約翰福音—受難之書，預定於10月開課，分六次上完。 授課對象：愛耶穌的人都能來上課。 

2/20~3/27 週四晚上 

7:30pm-9:00pm 上課次數：六次 

耶利米書 
王子恩 方怡文 

課程簡介：本課程目的是要幫助基督徒能夠更有系統的了解耶利米書的中心思想、經文大綱、此卷書中所發生的事件、先知耶利米的預言對我們今天基督徒的意義。課程中需要透過個人在家閱讀經文，另外也需要在課程進行中作小組分享討論並在課堂中報告。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不限。 

3/15 週六晚上 

6:30pm-9:00pm 上課次數：一次 

撒母耳記上 
藍安良 曾淑婉 

課程簡介：撒母耳記上，主要敘述撒母耳、掃羅以及大衛部分生平，本課程將介紹敘述文的讀經原則，並比較這幾位受神託付服事以色列百姓的僕人，在尋求以及順服神心意的過程，引導我們學習成為合神心意的人。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不限。 

2/16~3/30 主日上午 

9:10am~10:30am 上課次數：七次 



靈修類靈修類靈修類靈修類：：：： 靈修默想工作坊(一) 
靈修輔導小組 

課程內容：學習靜默與聆聽。 課程簡介：操練在日常生活中、個人獨處、靜默與聆聽 人數限制：每梯次人數 12人以內。 地點：教會(木板教室) 

2/16，4/20 

(兩梯次擇一上課) 主日下午 

2:00pm~5:00pm 上課次數：一次 週末靈修生活體驗營 （L 1） 

靈修輔導小組 

課程內容：學習在生活中經歷主。 課程簡介：共同生活、默想禱告、勞動、代禱、個人獨處與靜默、分享、禮拜…等。 人數限制：每梯次人數4人以內。 地點：以馬內利金山祈禱院 

(L1-1)  

2/15 (六) 9:30 

~2/16(日)14:00 

(L1-2) 

4/19 (六) 9:30 

~4/20(日) 14:00 

週末靈修營(G 1) 
靈修輔導小組 

課程內容：學習到主面前，與主相遇。 課程簡介：是一個密集式的靈性訓練過程，以默想聖經經文、大自然或事、 物等為主要內容。重點在於暫時離開日常的生活環境及工作（上班族需要請一天假-對神慷慨就是對自己最好的回饋)，在大自然中、在靜默中、在三位一體神的臨在及其話語的光中省察自己的生活、信仰，是一段聆聽自己、聆聽神的時間。人數限制：每梯次人數以4人為限，2人以上。（含
2人）開課。地點：以馬內利金山祈禱院 

(G1-1)  

2/21(五) 9:30 

~2/23(日)14:00  

 

(G1-2) 

4/25(五) 9:30 

~4/27(日) 14:00  

 

輔協類輔協類輔協類輔協類：：：： 

伴你走過憂傷路 
蘇韞玉 莊冠君 

課程簡介：您曾經歷因死亡而喪失親愛的家人或朋友嗎?或您正陷於喪失後的孤寂、憂傷、無奈與無助的深淵中嗎?您可能因此而產生憤怒、內疚、沮喪的情緒，這些負面想法和情緒會帶給您種種無望、無助、無力感，以致影響您正常的起居與作息。我們盼望藉著團體協助您有效處理這些情緒，陪伴您走出失落與憂傷。 進行方式: 小團體 (非理論授課，以分享體驗為主)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曾經歷親人或朋友因死亡之悲傷者 (最多6~8人) 

3/30~5/4 主日下午 

1:30pm~4:00pm 上課次數：六次 

婚前輔導(個別輔導) 陳宏信 

課程簡介：婚姻是神所配合的，但也需要學習來經營。邀請即將邁向婚姻之路的你們，一起來為你們的親密關係做健康檢查，探索關係中的各項重要議題，包括：聖經婚姻觀、男女的不同、溝通、衝突處理、原生家庭、姻親關係、夫妻角色、生涯規劃、理財、性、友誼、靈裡合一等。 費用：$1200為問卷費用（請於第一次填寫問卷時繳交)。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交往半年以上或婚期在一年內之情侶，一時段僅接受一對，每梯次僅收兩對。 備註：要上課者請直接與宏信傳道連絡：0915237675或 

23935542#520 或 e-mail：cliffchen@linnan.org.tw 

A時段時段時段時段： 每週二晚 

7:00pm~9:00pm 

B時段時段時段時段：每週四晚 

7:00pm~9:00pm 

 上課次數：九次 

(一次填問卷、八次上課) 

成長型小組成長型小組成長型小組成長型小組：：：： 

 親子共學小組 陳寶琳 

課程簡介：在婚姻及教養孩子的路上，無論是經歷高山低谷或喜樂哀愁，妳除了信靠天父，還擁有一群好姐妹為妳加油打氣，傳授教養妙招，一起打造健康的家庭。 內容：1.上午是親子互動的時間（感統、律動、繪本）。 

2.下午是媽媽們的成長時間，親職教育、分享代禱。  對象：準媽媽、家有嬰幼兒的全職媽媽。  備註：要參加者，請事先與寶琳師母 0938-927-722 連絡 

每週二 

10:15am-3:00pm 場地：7D 



亞居拉小組 李瀞淵 

男士聚會，待業中或白天可以參加者。 

 

 

每週五上午 

9:30am-11:00am 場地：二樓 

生根建造成長小組(A) 李瀞淵 

學習重點：歌羅西書 2：6-7「你們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穌，就當遵他而行，在他裡面生根建造，信心堅固，正如你們所領的教訓，感謝的心也更增長了。」 這是一個共 32堂課的小組學習課程（完成約需一年）。透過討論、分享、彼此扶持、代禱的學習環境，幫助參加者能將神的話語生根建造在我們身上。 每次在溫馨的氛圍下聚會 2小時，課前約需 1小時預備，然後在生活中逐漸實踐，養成習慣。 每個小組 6人，如報名超過 10人，再分組，並視報名者的需要，可考慮開放晚上聚會。歡迎結伴參加！ 第一次聚會：4月 9日 （每月第一週停課） 

四月開始 每週三上午 

8:30am-10:30am 場地：603室 

 

活水團契 洪秋華 

課程簡介：鼓勵弟兄姊妹追求認識神、明白聖經、活出真道，將週間一個晚上的時間，分別出來查考聖經，課程中由老師按著聖經章節，一段一段、一節一節地仔細查考神的話。盼望弟兄姊妹不僅追求屬靈生命的成長，也真知道神對當代的基督徒有何普世性的啟示，以及對自己個人有何獨特的呼召。尤其歡迎基督徒上班參加，立志在職場上活出基督信仰的實意。 

每週一晚上
7:30pm~9:10pm 場地：四樓 

百基拉小組 洪秋華 

你願意成為一個聖靈充滿、活出基督馨香之氣的門徒嗎？「百基拉小組」是一個為渴慕神的弟兄姊妹所預備的充電站，我們有紥實的查經，更有溫暖的小組分享、互相扶持的禱告和輕鬆的聚餐；如果你願意學習關懷或事奉，更是不能錯過。歡迎你來加入這兼具理性與感性的肢體生活，愛的團契！ 

每週四上午 

9:30am-12:00pm 場地：地下室大堂（1/17-2/19停課） 說明：報名後，請將所選課程的日期、時間記錄在您個人的行事曆上，以便準時上課。如果因個人因素不能到課，請務必向老師事先請假，到課次數未達全部課程 1/2，不列為修畢。盼望弟兄姊妹謹守承諾，尊重授課老師為每一堂課所付出的心力，並能從全部課程中得到最大的益處。 上課地點將於2014/2/1張貼在地下室的公佈欄，或可上教會網站(http://www.linnan.org.tw) 查詢。造就班課程相關事項，主要聯絡窗口馮元琳姊妹：2393-5542分機533，e-mail：angela@linnan.org.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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