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恩台福基督教會 (2013 年 1 月至 3 月) 基督徒教育
(第一堂
第一堂 10:00 am – 11:00 am)
(3/10/2013 宣教年會 - 主日學暫停一次)
主日學暫停一次
課
程
教師/語言
教師 語言
系統神學

神與人的關係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d and men
唐興
Hsing Tang
(華語)

Bible Track
聖經系列

以斯帖記
Book of Esther
孟蘇倫/
孟蘇倫/陳秀靜
Susan Chen/Carren
Chen
(華語)
Parenting Track
親子系列

親職也革命
Revolutionary
Parenting
陳美惠/陳慎
陳美惠 陳慎
May Tsai /Peter Chen
(華語)

內

容

課程簡介與概覽
神如何向人啟示祂自己
神與人之間的聖約關係
1) 神與亞當－福音的應許
2) 神與諾亞－普遍恩典之約與福音
3) 神與亞伯拉罕－恩典之約與福音
4) 神與摩西和以色列人－舊約／摩西之約與福音
5) 神與大衛－大衛之約與福音
6) 新約與恩典之約
4. 基督福音的完成與施行－基督已完成的救贖之工和救恩施行
的次序
5. 如何在恩典之約／福音中回應神－基督徒生命的成長（成聖
的道路）
6. 如何分辨真假福音
《以斯帖記》是舊約十二卷歷史書中最後的一卷， 記錄猶大亡
國，以色列人被擄到異邦之後的一卷歷史書。全書沒有一處提到
「上帝」之名， 但是今天的基督徒在查考《以斯帖記》仍然可
以清楚明白，有時在困苦中，我們似乎看不到神的作為；其實衪
正在奇妙地帶領、保護著我們。祂是神，是在我們人生一切經歷
中掌權的神。
本季上課方式將使用「以斯帖記概論」DVD 光碟及學生研習手冊
為主要教材。一方面是藉著 DVD 光碟呈現考古出土的文物，聖經
史實遺址， 以及電腦 2D, 3D 動畫和清晰的圗表，並且另一方面
也著重學員的主動性參與和討論，是一種採用多元媒體組合教材
的開放式主日學教學模式。
想做個優秀父母，培育出長大後仍勇往直前地信靠基督的屬靈尖
子，請聽聽優秀父母的親職心得：
．養育孩子不是為了世人的認可，而是為了神的榮耀。
．必須選擇作孩子的父母，而不是好友。
．孩子靈命成長的責任不在教會，神把責任交給父母，所以教會
是幫助而不是領導。
．子女若想住在父母的房子裡，不單要遵守規則，也要採納父母
的價值觀。
．若以民主的方式養育孩子，孩子就會按照最低的標準做人。
．沒有任何事物可以取代大量時間的投資，父母一個最有害的理
念就是「優質時間」。
如果你同意沒有所謂「一刀切」的親職法，卻願意一窺其他優秀
父母的親職祕訣……想培育兒女成為廿一世紀屬靈尖子……不用
猶豫了，快參加本課程《親職也革命》，然後來個親職革命吧！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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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恩台福基督教會 (2013 年 1 月至 3 月) 基督徒教育
(第二堂
第二堂 11:30 am – 12:30 pm)
(3/10/2013 宣教年會 - 主日學暫停一次)
主日學暫停一次
課
程
教師/語言
教師 語言
基要真理班

個人談道
林錦好
(台語)
舊約聖經班

聖經預言選讀
蔡維綱
蔡維綱
(華語)

新約聖經班

提摩太前後書
提多書
黃俊誠
陳祐生
(台語)
訓練課程
同工訓練
同工訓練~
訓練~
目的導向小組
林淑美牧師
(台語)

內

容

操練如何帶人信主,歡迎有心受裝備的基督精兵參與,
(其中有實例演練), 更歡迎慕道友參加.

聖經預言證明神的存在，增加我們的信心，並幫助我們了解神在
永世中的計劃。我們將從舊約和新約聖經中選出最重要的章節來
查考。這課程對非基督徒和基督徒都合適。我們將發現，許多傳
統預言的解釋有嚴重的問題，我們將會解決這些問題。
1. 瑪拉基一章: 腐敗的利未祭司體
2. 瑪拉基二章: 利未祭司體系的詛咒
3. 瑪拉基三章: 背道的以色列的結局
4. 瑪拉基四章: 舊約全書的結局, 末世大災難
5. 哈該書一章: 聖殿的榮耀
6. 哈該書二章: 兩次震動地球
7. 撒迦利亞一章: 70 年變為 490 年
8. 撒迦利亞二章: 以色列復國
9. 撒迦利亞四章: 兩棵橄欖樹
10. 撒迦利亞 11 章: 三個牧人
11. 撒迦利亞 12 章: 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
12. 撒迦利亞 13-14 章: 千禧年
1/6 提前一章 黃俊誠
1/13 提前二、三章 黃俊誠
1/20 提前四章 黃俊誠
1/27 提前五章 陳祐生
2/3 提前六章 陳祐生
2/10 提後一章 陳祐生
2/17 提後二章 黃俊誠
2/24 提後三章 黃俊誠
3/3 提後四章 黃俊誠
3/17 提多一章 陳祐生
3/24 提多二章 陳祐生
3/31 提多三章 陳祐生

本課程幫助學員
1. 發現健康小組的要素
2. 決定小組的目的以評估小組的健康
3.實際應用
歡迎長執、團契同工、小組長、區長、五夫長參加
上課方式: 操練、分享、探討
作業及要求:準時上課、積極參與討論、完成閱讀要求
、不得缺席超過三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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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CI Christian Education program (January – March 2013)
(Second session 11:30 – 12:30)
**3/10/2013 Mission conference - No Christian Education**
Courses
/Instructors
Living Life Together:
Discipleship and
Growth
(Career/Married Adult
Class)
Pastor Arthur Lum

The Reason For God:
Belief in an Age of
Skepticism
(Young adult/College
class)
Teachers: Kevin Chen
Foundations:
Sanctification
The church
The second coming
(10th – 12th grade class)

Teachers: Hazel Lebiga
Calvin Yang

The Basic
Christianity
&
Prayer
(7th – 9th grade class )

Teacher: Herald Lebiga

Contents
This will cover keys to growth form the Scriptures, with life
applications that may be different from what you’ve always thought
and were told. Whether life is going well or whether you’re struggling
in some area, the insights in this course are essential to progressing in
spiritual maturity.
1. Paradise Lost
2. The Master Gardner: The God of Growth
3. Finding the Best Climate
The learners will be:
Cognitive (Know):Understand discipleship and live out the
transformed life God intended us to live.
Affective (Feel): Experience the love in community with one another.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one another in spiritual life.
Behavior (Do):Be able to change spiritually, relationally, and
emotionally
This course will discuss and respond to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How could a loving God send people to hell?
Why does he allow suffering?
Can one religion be "right" and the others "wrong"?

Foundations – Sanctification
This study on Sanctification focuses on three areas of personal
growth: trusting grace rather than the law, God's daily processes for
growth and teaching how to rely on God's power rather than will
power.
Foundations – The Church
This study on The Church focuses on deepening your love for and
commitment to the church and to see your part in living out the five
purposes of the church.
Foundations – The Second Coming
This study on The Second Coming addresses events of the end times
what our attitudes should be and what will happen to believers, the
Jewish people and unbelievers.
The Basic Christianity
This study explores who God is--Father, Son and Holy Spirit, then
guides students through 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God. Students will
learn that God loves them. They will learn that Jesus Christ is the only
way to have a relationship with God and that the Holy Spirit lights our
way to God. They will discover that everyone is a sinner and that
God's grace rescues us. And most importantly they will come to serve
Him out of love and gratitude for His gift of grace.
Prayer
This study first focuses on what prayer is, then addresses the
questions: Does God always answer?; What do I do when He seems
silent?; and why do I have to keep praying? Students will discover that
prayer is two-way communication with God and explore the
roadblocks and hindrances to experiencing the benefit of pray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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