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林森南路禮拜堂造就班課程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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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友誼式佈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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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名稱 
2015 年 

（2-4月） （6-8月） （10-12月） 

信仰初階課程 

尋真班 尋真班 尋真班 

確據如山 確據如山 確據如山 

 基督生平 新約綜覽 

  基督徒的新生活 

信仰進階課程：神學課程  真理透視（上） 真理透視（中） 

信仰進階課程：生活課程 
時間管理 如何明白神旨意 如何面對試探 

「冠冕理財」查經班 簡易分析法讀經 愈服事愈甘甜 

信仰進階課程：事奉課程 友誼性佈道 發現我的屬靈恩賜 發現我的屬靈恩賜 

信仰進階課程：聖經課程 
以弗所書 羅馬書 保羅生平 

約翰福音   

其他聖經課程： 
摩西五經的繽紛世界 舊約歷史書（上） 新約綜覽 

馬可福音 約翰福音 新約書信（一） 

其他課程： 

為成人說故事初階培訓  宣教面面觀 

敬拜三講 敬拜三講 敬拜三講 

伴你走過憂傷路 
聽見孩子心裡的聲音-給家

長的親子溝通成長團體 
看電影得成長系列 2 

 
「家庭與我」-原生家庭探

索 

助人者的自我照顧成長團

體 

  
光影奏曲-運用認知行為

處理靈性低潮 

  好眠團體 

靈修類： 

靈修工作坊 靈修工作坊 靈修工作坊 

週末靈修營 週末靈修營 週末靈修營 

「欣然相遇」讀書會 「欣然相遇」讀書會 「欣然相遇」讀書會 



林森南路禮拜堂 2015年造就班課程簡介及第一季（2～4月）報名表 

課程 教師 課程簡介 上課日期 

初信基礎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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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2/8 

3/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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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2~4/19 

主日上午 

11:00am-12:30pm 

上課次數：五次 

生活課程 

信仰進階課程- 

時間管理 
李瀞淵 

課程簡介：奔跑不能沒有方向。生活忙、茫、盲，是因為沒有

方向，或是方向太多、目標不明確？面對壓力，急務纏身，如

何能在時間洪流中悠遊自在？本課程不在教你如何擁有更多的

時間，而是學習運用時間改善個人生活方式，發展和諧均衡的

生命。 

3/14 

週六下午 

2:00pm-5:30pm 

上課次數：一次 

聖經課程 

信仰進階課程- 

基督的身體–以弗所

書研經 

陳栐坤 

課程簡介：本課程將透過歸納法研讀，查考本卷聖經的信息：

神「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滿足的時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

，都在基督裡面同歸於一」。這「同歸於一」的奧秘，已初步

實現在普世教會-基督的身體。」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至少3人開課 

3/17~4/14 

週二晚上 

7:30pm-9:00pm 

上課次數：五次 

信仰進階課程- 

摩西五經的繽紛世界 

羅惠敏 

黃兆輝 

課程簡介：摩西五經位於聖經之首，記錄著人類生活最早的起

源，傳統上又稱為律法書，是非常重要的五卷書。走入五經的

繽紛世界，一幕幕膾炙人口,又精彩無比的聖經故事映入眼簾

，然而在這些古老故事的背後，又蘊藏著極其豐盛的屬靈意義

，是不可不讀的五卷書。本課程期盼透過六次課堂鳥瞰五經，

以期幫助弟兄姐妹認識五經中最重要的神學意涵，並進而能建

立自行閱讀聖經的基礎。 

3/8~4/12 

主日下午
2:00pm~4:00pm 

上課次數：六次 

信仰進階課程- 

馬可福音 
王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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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

可福音的中心思想、經文大綱、此卷書中所發生的事件、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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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基督徒，人數不限。 

3/21 

週六晚上 

6:30pm~8:00pm 

上課次數：一次 

信仰進階課程- 

約翰福音—受難之書 
古明穎 

課程簡介：分六次上課：1.最後的晚餐(十三：1~30) 2.臨別 

的講論上(十三：31~十四：31) 3.臨別的講論下(十五：1~十六

：33) 4.耶穌的禱告(十七：1~26) 5.耶穌受審並受難(十八：1~

十九：42) 6.耶穌的復活(二十：1~31)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 愛耶穌的人來，來的人愛耶穌。    

3/12~4/23 

週四晚上 

7:30pm-9:30pm 

上課次數：六次 

(4/2停課一次) 

靈修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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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人以內。 

地點：以馬內利金山靈修院 

營會時間：週五晚上9:00至週日下午2:30 

(L1-1) 2/13~2/15 

(L1-2) 2/27~3/01 

(L1-3) 3/13~3/15 

(L1-4) 3/27~3/29 

(L1-5) 4/03~4/05 

(L1-6) 4/17~4/19 



靈修工作坊 
靈修師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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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2；3/22；4/12  

(三梯次擇一上課) 

主日下午 

2:00pm~5:00pm 

上課次數：一次 

「欣然相遇」讀書會 邱家潔 

課程內容：透過欣然相遇這本書的討論與操練，開啟與神之間

活潑的對話。 

3/12，3/19，3/26 

4/9，4/16，4/23 

星期四上午 

10:00am-~11:30am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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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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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課對象及人數：曾經歷親人或朋友因死亡之悲傷者(最多6~8人) 

3/15~4/19 

主日下午 

1:30pm-4:00pm 

上課次數：六次 

5/17追蹤課程一次 

敬拜三講 陳文元 

課程簡介： 

一、敬拜是什麼？ 

二﹑如何帶領敬拜 

三﹑全人投入的歌唱 

4/12~4/26 

主日下午 

11:00am-12:30pm 

上課次數：三次 

信仰進階課程- 

友誼性佈道 
謝琇蓮 

課程簡介：未信主的親友是否是您心頭的重擔？是否巴不得血緣

上的家人，早日也成為屬靈上的家人？本課程用故事編織法的進

路，將聖經故事及日常交談編織在一起，藉此引入福音的對談。

本課程學員需要學習更好的聆聽，按對方能明白的方式去分享一

些與神相遇的經歷，並引用聖經故事來談論，從而幫助對方開始

一個與神同在的生活。 

授課對象或人數限制：十人以上開課，無法全勤者，請勿報名。

下半年還會再開課。 

3/22、3/29、4/12

、4/19  

主日上午 

9:30am-10:30am   

上課次數：四次   

信仰進階課程- 

「冠冕理財」查經班 

魏榮祈 

魏文瑜 

課程簡介：有別於外面五花八門以「求利」為目標的投資講座

，理財課程。本課程乃奠基於聖經，採用「冠冕真道理財協會

」所編著的「理財有道」課程(在國外受到華理克牧師、海福

德牧師等大力推薦)，透過十週查考聖經和討論，使我們更清

楚明白神託付我們的管家責任，培養屬靈的品格，在正確的理

財中認識神的旨意，成為主所重用的器皿。特別適合想要在新

的一年，立志將財務主權交給神，在金錢管理上尋求神心意及

帶領的人來修課。課程十週的內容分別是：(一)導論(二)神的

角色╱我們的角色(三)債務(四)諮詢(五)誠實(六)奉獻(七)工作(

八)投資(九)觀念(十)永生。課程修畢將頒發結業證書。目前教

會已有一些弟兄姐妹修畢此課，獲益甚多，衷心推薦！(註：

本課程要買兩本教材「理財贏家－創意增值17招」及「理財有

道」小組教材，約500元；另外，需配合每週課程內容寫作業

，但作業分量不多，絕不造成負擔喔！) 

人數限制：12人以下。 

3/7~5/23 

每週六下午 

1:30pm-3:30pm 

上課次數：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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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費用（於第一次填寫網路問卷時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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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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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 

2:00pm~4:00pm 

上課次數：九次 

(一次填問卷、八

次上課) 



為成人說故事 

初階培訓 
陳韻琳 

課程簡介：成人也需要聽故事，因為每一個故事都反映一種不

同的人生，讓我們隔著距離觀看自己。這課程嘗試幫助大家體

會故事的生命力與感染力，藉此可以嘗試研發各種不同的故事

，透過故事幫助慕道友整頓生命與核心價值、重新排訂生活優

先順序，進而有一個柔軟的心，願意與耶穌相遇。 

2/1，2/8，2/15，

3/8，3/15，3/22 

主日下午 

1:30pm-4:00pm 

上課次數：六次 

成長型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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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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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靜華姊妹0916-696-696聯絡 

每週二 

10:15am-3:00pm 

場地：7D 

生根建造成長小組 

（進階） 
羅惠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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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週六上午 

10:00am-12:00pm

場地：6D 

 

活水團契 洪秋華 

活水團契的聚會與服事對象，是以在職場工作的弟兄姐妹為主

，活動內容有查經、職場專題、小組生活、福音聚會...等。邀

請，願意委身於主耶穌的團契，又願意與契友們一同追求靈命

成長的；讓我們將信仰生活與工作現況真實融合，回應神的呼

召：在我所在的職場上，事奉神！   

2015年查經進度為：舊約出埃及記，與新約馬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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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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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便提醒自己準時上課。如因個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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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2/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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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窗口馮元琳姊妹：2393-5542分機533。 

.................................................................................................................................................................................................. 

2015年第一季 2～4月造就班報名表 

姓名： 電話： 性別：男  女 

手機： E-mail： 

選 

課 

名 

稱 

1.                                              上課日期： 

2.                                              上課日期： 

3.                                              上課日期： 

4.                                              上課日期： 

 

http://www.linnan.org.tw/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