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福音证主会与灵光浸信教会 合办

主题: 基督教教育与门徒训练
探讨基督教教育与门徒训练的关系，并如何
设立和设计教导事工帮助肢体成为合神心
意的门徒 。

现任多伦多城北华人基督教会顾
问牧师、加拿大华人神学院院长、
国际教育协会主任，经常在中国
及欧洲培训授课。出版著作二十
多类，证主 3D 教材系列的媒体讲员。区牧
师和师母育有三个孩子:家信、家爱和家望。

日期： 17/11/2018 (六)
地点：灵光浸信教会 Leng Kwang Baptist Church
(365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259726)

程序：
主题信息
午餐团契及教材展览
分组研习班时段 (一)
小休
分组研习班时段 (二)

11

2018 (Sat)

1A
1B*
1C*
1D**
1E
1F**
1G**

3D 研经系列 - 教材示范
教育事工的设计与实践 (一)
圣经生活化品恪重整 (一)
装备信徒在职场中作见证
家庭 - 门训的起点
精心门徒训练的教会
喜乐団 - 儿童教材示范

区应毓牧师
张锦丝博士
范纯英老师
刘汉中博士
李重贤牧师
邹永斌牧师
江素斌老师

請列你的第一至第三选项 (e.g. 1A, 1C, 1F ) ：

时间： 10:00am - 4:30pm

17/

1:30pm – 2:45pm

时段 (一)

講員：区应毓牧师

10:00 am – 12:00 pm
12:00 pm – 1:30 pm
1:30 pm – 2:45 pm
2:45 pm – 3:15 pm
3:15 pm – 4:30 pm

每位参加者可在每个时段，各选择参加其中一个研习班。
因每班人数有限，先到先得，额满即止。您可以选最多三
个选项，如第一选择额满，便会编排您到第二选择，如此
类推。

1) ____________
时段 (二)
2A
2B*
2C*
2D**
2E
2F**
2G**

2) 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

3:15pm – 4:30pm

改变生命的教学
教育事工的设计与实践 (二)
圣经生活化品恪重整 (二)
装备信徒在职场中作见证
信是有程 - 不同属灵阶段的需要
精心门徒训练的教会
喜乐団 - 儿童教材示范

区应毓牧师
张锦丝博士
范纯英老师
刘汉中博士
李重贤牧师
邹永斌牧师
江素斌老师

請排列你的第一至第三选项 (e.g. 1A, 1C, 1F ) ：

10am — 4:30pm

7/11/2018 或之前报名
8/11/2018 之后

灵光浸信教会 Leng Kwang Baptist Church
365 Bukit Timah Road Singapore 259726

现场报名

$60
$55
$70
$65
$80

个人
三人以上集体参加
个人
三人以上集体参加

费用包括讲义、午餐和$10 现场使用书卷

1) ____________

2) ____________ 3) ______________

* “教育事工的设计与实践” (1B/2B) 和 “圣经生活化
品恪重整” (1C/2C) 为连贯的信息，当您在第一时段选
择 1B 或 1C 时，必须同时选择 2B 或 2C。同样，若您沒
有参加 1B 或 1C，便不能参加 2B 或 2C。
** 第一时段和第二时段的内容相同。

A. 个人资料
姓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
______________________(英)
姓别：(男/女)
教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D 研经系列–教材示范 (1A)

改变生命的教学 (2A)

3 D 是指" 多方 位(Dimensions)" 、" 有深 度
(Depth)"、和 "有定向 (Direction)"。 这是一套由
华人编写和为华人教会而设的成人主日学教材。讲
员会分享这套教材的教学理念和如何有效运用。

教育的目的是改变生命，不是单向的，老师说
而学生听。教学是三者 — 圣灵、老师和学生的互
动。让我们从主耶稣，这位伟大的教师学习，如何
以教学改变生命。

教育事工的设计与实践 (1B/2B)

事奉位置：______________________

研习班首先介绍「教育周期」作为教育事工的

电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设计指引，然后引导学员按照「教育周期」一步一
步探讨基督教教育事工在其教会的实践。学员先
以「教育周期」去说明并评估在教会的基督教教育
现况，然后勾画出设计蓝图，进行设计并实践。

电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S _______ )

圣经生活化品恪重整 (1C/2C)
□ 个人参加

□ 三人以上一起报名

专为儿童和少年导师而设，以圣经原则为主，
教学原理为辅，使学习者对圣经产生兴趣，从而改
变生命、建立基督徒的品格。

其他参加者名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装备信徒在职场中作见证 (1D/2D)

B. 缴费方式

现代人大部份时间都花在上在工作。但是工作
只是为生活吗？基督徒在职场上又有何使命？我
们如何在职场上见证主和引人归主？使工作变得
不再一样。

□ 现金：填妥表格后，连费用在
10/11/2018 前交回证主协会

□ 支票：填妥表格后，连抬头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Singapore 的划线支票寄
回证主协会

家庭 - 门训的起点 (1E)

□ 银行转账：过账后，把填妥的表格连银

今天家长把孩子带到学校去，希望学校教好孩
子，把孩子到教会去，希望教会把孩子变成主的门
徒。但门训真正的起点是家庭。教会如何与父母携



行存款收据寄回证主协会
银行： OCBC
账号： 650-419484-001
(银行–分行名称–账户号码)

手帮助他们教养出爱主的第二代。

精心门徒训练的教会 (1F/2F)
成为门徒并非自然而然的事，教会如果没有意
图去塑造门徒，便不可能产生合主心意，有生命力
和影响力的门徒。精心门训全球联盟的同工会为
我们解释如何打造精心门徒训练的教会。

喜乐团–儿童教材示范 (1G/2G)
喜乐团是由韩国万国儿童布道团开发的儿童主
日学教材，现在译成中文。内容多姿多彩，以圣经为
本，教导儿童救恩真理和实践真理，灵命成长。

信是有程 - 不同属灵阶段的需要 (2E)
一个人信主就如一个初生婴儿，整个属灵生命
的成长是一个历程，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特征和
需要。当我们了解这些特征和需要便能有效的帮
助自己和别人在主里成长。

电话： 6323 3354

电邮： go@cc-sg.org
网址： www.cc-sg.org
地址： 8 Burn Road #09-15
Trivex, Singapore 3699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