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教組新教材教學指引
黃誌新傳道

出版序文
本會自教育處成立以來，在一群為宗教教育致力教導的前輩同工中，花費了數年的時間
開會研討、構思教材撰寫方向與內容大綱、尋找適合人員執筆，在百般的期待中終於問世，
感謝神的帶領聖靈的動工，這套教材造就無數真教會的青年，打下穩固的真理根基，也傳承
神國的服事聖工的棒子，願神紀念這批殷勤服事奉獻心力的撰寫前輩所付出的辛勞。
事過境遷，經過了數十年有系統的教導真理，使信仰得以傳承到今日。雖然聖經的真理
不會改變，但時代環境的變遷加上時間的延續過程中，有許多資料數據的數字已不符現實的
狀況，在急遽變化的世代中，不變的真理其應用的角度方向，也必須重新審視，使真理信仰
更能生活化，生活也更能有真理依據，讓年輕的一輩生活在現今的環境中能過著「入世而不
屬世，超世而不離世」的分別為聖的生活（約十七 14-19）。
從 2016 年起教牧處經過內部的會議討論，決定一個重大的教牧政策，即是重新編寫一
套全新的青教組教材，以適合現在時代環境變遷的需要，使青年的生活更貼近真理。經過了
青教組編寫小組同工群的努力，開會討論、擬定提綱、修改撰寫方向、課文內容架構決定…
等等的必要過程，為了讓學員能充分瞭解舊約的人物與重要真理，加上新約好認識耶穌與其
所傳的天國福音，再配以教會的真理與發展的過程為用，更加上對末世的世代較具衝擊性的
專題課程，和對學員實際生活密切相關的課題，將之合編為教員與學員得應用的教材，並提
供學員學習單以促進加深學習的記憶。
感謝主的恩典與帶領，禱告中得蒙聖靈的動工，眾青教小組同工在百忙中的撥冗策劃，
撰寫的諸多傳道、長執和編著者與校閱小組、共習教案小組成員和教牧處同工的共同努力，
全新的教材才得以順利出版。走筆至此願將一切的榮耀歸與真神耶穌基督，也願全體教會善
用此教材，教導出傑出的下一代好工人，續承神國大業的重任已備迎主再來，願神紀念我們
手上所做的工。
臺灣總會教牧處謹序
2019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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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教組新教材簡介
20200819 教牧處

初級班新課程

中級班新課程

一.順序主軸和季主題

以 聖 經 經 卷 （ 事 件 ） 的 順 序 為 主 與左同，但是更強化得救要道的主
軸，成為各季主題。
題。

二.各課主題內容重點

對於新舊約中重要事件與人物有更 真神、真道、真福音、真教會與真
完整深入的理解和思考。
信徒的生活為中心，引導學員的信
心更堅固。

三.強化生活應用能力

每季最後 2 或 3 課，藉兩性婚姻， 同左。
信仰生活和屬靈品格相關應用主
題，強化學員面對生活信仰挑戰的
意識和能力。

四.依序引出得救要道

在以聖經人事時為主軸之中，安插 以初級班領受的真知識為基礎，繼
聖 經 要 訓 （ 如 1-1-1 ， 1-2-7 ， 1-2- 續在深度與廣度上加深比國中生更
8），還有完整兩季 19 堂課教義的 成熟的高中生學員的領受與體會。
論述（如第三學年第一季，第三學
年第二季）

五.照經卷編排的特色

舊教材屬命題式的引導。新教材則 同左，但更着重新約經卷的加深認
採用聖經經卷原來編排的架構來編 識。
寫，期能使學員更熟稔聖經各卷的
關係，且更能直覺化且有意識的建
構出對聖經整體教導的概念和印
象。

六.新舊內容更動差異

1.將【讀經】改為【參考經文】
2.將【聖句】改為【主題經文】
3.將【內容分析】與【教學要領】簡
化成【教學目標】，使教員能立即
清楚完成該課教授後應達到的效果
4.將【課文】改為【課文內容】，並
於內容第一部份陳列大綱】，使教
員能充份快速掌握課文內容的所有
重點，可於上課時先提示或闡明。
5.增加【教員本】的內容與資料，方
便教員備課。簡化【學員本】的內
容，採功能取向。
6.增加【填空題】，簡化並提示，也
鼓勵學員記憶該課的要點與主要內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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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同樣先建立對真神與救恩的信心。
進一步完整對唯一得救教會的認
識，並建立教派差異的認識。
2.將舊教材第三學年的【教義比較】
提前至第一學年第二季開始。唯有
先藉教義確立我們自己對【屬靈長
子】=【得救身份】，才能有意義
的激發對各種聖潔知識和行為的追
求，建立真信心。
3.將舊教材中重點式對【耶穌的言
行】的介紹，改為 1 季對【福音
書】與其中重點更全面完整的介
紹。
4.將舊教材中 1 季的【保羅書信】改
為新教材 2 季的內容，再加上 1 季

7.鼓勵學員對於上課內容作出【回
饋】（或問題、筆記、圖型等形
式）。並增加【家長簽名】，間接
鼓勵家長參與並關心兒女宗教教育
狀況與所學。

七.外觀版面

【新約其它書信】，大幅強化並加
深學員對新約經卷內容，也就是對
真福音的認識，也能藉此避免將來
因認識不深，反被更改過的福音給
迷惑。
5.將舊教材中【靈修與事奉】與【聖
經人物查經】，分散於新教材各課
內容中提及與介紹。畢竟，若我們
不能藉著教義與福音的全備領受來
察覺我們特殊的屬靈身份，卻先講
求靈修與事奉，那最終我們所行所
教的又與其它教派的朋友有何不
同？
6.將舊教材【基督徒生活】中的 7
課，以更適切於當前挑戰的應用主
題，強化為 18 課，分散於各季末
後幾課。

全面改採 A4 大小，既減少課本厚 同左
度，也方便列印、影印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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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編修工作特點
一、崇拜課程，跟舊教材一樣，是委由本會多年從事教牧與宗教教育工作並具有寫作恩賜的
傳道者長執同靈（共 65 位），根據教牧處提出的撰寫題目和課程內容格式進行編寫。
二、分工更細緻，進行更縝密
1.崇拜課程部份的編審由教牧處傳道進行，並經三審過程。
2.共習教材的部份，委由北區青教組共習教案小組，配合各季課程內容進行全新設計，
少部份由舊教材共習教案中，或由北區葡萄園生命關懷協會採用之共習教案，進行改
編延用。
3.成立青教組新教材校對小組，成員約有 7 位年輕義工同靈，曾在總會集宿 5 日，商討
統一校對模式，其後配合教牧處，於 108 年 2 月-109 年 8 月，陸續針對已通過審編的
教材，每課皆進行二校工作（一校二校不同人交換校對），力求減少錯漏字部份與語
意不順之內容。
三、當下新課程使用後，總會配套措施，下階段規畫與展望
1.新課程將以季為單位一一上線。第一學年第二季預計 10 月下旬送至各教會。三年內
全部更新完畢。
2.即使努力編審校對，仍恐有未盡事宜。因此 9 月 1 日起在臺總教牧處新【教牧資源
網】中，會多一個【青教組新教材回饋表單】的聯結，提供給本會同靈針對新教材錯
漏部份或未盡之處提出意見，並統一由教牧處青教科進行處理或回覆。
3.為使教會與教員對新課程整個三年的規劃有所認識與準備，新課程三年所有的主題，
將於 9 月 1 日前放上【教牧資源網】（新）。
4.為滿足使用者自行下載列印的需求，凡初版已送印之新課程全文，會盡快同步放上
【教牧資源網】以供使用。
5.教牧處為求青教組詩頌課之完善，已於 108 年 9 月成立【青教組詩頌教材規劃推廣小
組】，組員由本會進行多年聖樂與宗教教育事奉之同靈組成，將配合新課程陸續完成
288 課詩頌課標準教材，以利詩頌課之進行並銜接崇拜課之內容，盼望讓教員更易準
備，也讓學員領受更多的感動和造就。當前已完成初級班第一學年第一季之內容，送
往各地約 14 間教會，進行一季之試行、回饋和調整，預計 110 年初出版第一季課
本，並在之後加快速度陸續完成其它部份。
◆目前該小組為因應將來龐大工作量，還再召募新成員，若本會同靈對這項聖工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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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動，或於音樂教學、樂理、美編、文書、網路影音有所接觸，歡迎致電或簡訊
給教牧處賴傳道 0988014085
6.為因應當前影音與 E 化環境之需要，教牧處剛完成網路與相關儲存設備的擴增。並將
朝著將新課程漸漸製成影音檔，放至於總會或 youtube 的平台，以供使用者利用。
7.雖然新課程將漸漸上線，但為因應當前環境快速並多方的挑戰，教牧處期望青教組課
程的更新與改動，其時間間隔不致過久，能更具機動性與適應性，計畫成立常態性的
【青教組教材編修小組】，以達成盡速反應、質量提升、機動編修的功能目標，好幫
助本會青年在信仰的預備上獲得更多的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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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班教材使用說明
一、109 年度起青教組所採用的新課程，主要規畫與編修方向，乃是基於信仰生活化，顧及
永恆不變真理落實在生活中與時俱進的應用，期能使接受課程的青年對象，建立與培養
更深刻完整的正確信仰，並同時預備好以面對信仰上諸多的挑戰。
二、教員本的編修，著重精練扼要，避免教員備課時，因內容過多，反而不易取捨。配合崇
拜課約 40 分鐘的時間，每課約 3,500 字。
(一)參考經文：羅列部份與本課主題具關聯性的經文。請備課教員先行看過，思考經文
與本課主題的相關性為何，俾能更完整的掌握授課要點。
(二)主題經文：由編著者所選，與本課主題最直接相關的經文。中文經文選自中文和合
本，以配合本會目前使用的通行譯本，英文經文則選自 NKJV 譯本。學
員本中也有相同的主題經文，教員應先行理解，若有需要，得在上課
時，帶領誦讀，對於學員可能不甚了解的字詞，稍作解釋，之後並要求
學員加以背誦。
(三)教學目標：希望教員藉由本次課程所能達成的教學效果。
(四)課文內容：分為大綱和內容。大綱直接說明本課內容的重點與分段，便於教員備課
時馬上掌握。內容則是針對大綱，進行陳述說明，猶如一篇全文式講
章。建議教員備課時先行讀過，劃出各段重點，再思考如何用自己的方
式於課堂中完整流暢地表達。目標是讓學員在課堂中與課堂後，能完全
了解本課的主題，記住各大綱且能正確簡述。內文中或附有部份經文，
因課堂時間有限，不建議全部翻閱，但可以搭配學員本中的【填空題】
與【分享討論題】，作翻閱或誦讀，或引導思考。並搭配學員本中的
【課程迴響】，勉勵或要求學員，將上課時所提及的重點或思考點，作
為筆記內容。
(五)參考資料：部份課程的編著者，會於最後提供參考資料。是為了減輕備課者的負
擔，作為內文中某些觀念或用詞的解釋或補充，提供教員上課時可用的
補充素材，以及備課時可查閱的相關資料或聯結。備課的教員可視自己
的需要參酌即可。
(六)共習教案：附於教員本之後，供教員應用。考慮到地方教會每季每班常另有其它活
動安排，如禱告會，獻詩練習等，故目前每季只編入 7 至 9 堂共習活
動，每堂之前都有建議搭配的主題課程。從舊教案的改良加上新教案的
設計，期能讓備課教員能有更合意的使用經驗，也提供學員當下更活潑
適時的共習課程，得以用不同角度去理解崇拜課的內容。
三、學員本的編修，著重在課堂上的吸收與回應，故名之為【課程迴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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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我們特意將之簡薄化，不再將講員備課的全部內容放在學員本之中，乃為以下三個目
的：
(一)免得學員本總是又重又厚，致使學員望而生畏，鼓勵學員以《聖經》為主，以學員
本為輔。
(二)期勉學員上崇拜課時能更加認真聽且思考，藉真理聖靈的帶領而能多吸收且更明
白，不要養成上課自己看自己課文的習慣。
(三)藉每課只有單張兩面的設計，提醒學員在有限的時間與記憶中，盡快掌握課程重
點，更加理解本課主題。
各部份使用說明如下：
第一課主 題 經 文：經過講員的帶領誦讀，或補充或說明之後，應當要求學員加
以背頌，並另定驗收方式。
第二課填

空

題：聖經乃是基本，因此填空題幾乎都是課程主題相關經文，教
員於上課時，這些經文應該帶領學員翻閱、誦讀、並稍作說明以幫
助學員理解和記憶。可以在課堂時，帶領填空題。也可以要求上課
之後作答，並請家長回家後，根據學員本後面所附之解答，加以改
訂，同時藉此讓家長能稍加關心並了解孩子崇拜課上課內容與效
果，又加增親子在宗教教育層面互動的機會。

第三課分享討論題：主要目的在引導學員就本次上課內容，作引導思考或回憶，
可以在課堂上進行全部或部份。也可以請學員在回家後，請家長參
考後面所附之解答與孩子討論或互動。
第四課本 課 回 饋：可以讓學員在課堂上自由使用的部份，因此留白。或作筆
記，或圖示整理，或書寫心得回應。請家長配合留意這部份，每星
期簽名。教員也可在最後，留下一些意見、期許、勉勵，或留作與
家長回應溝通之用。
臺灣總會教牧處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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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級班新舊對照目錄
新

第一學年第一季
創世時期

舊

第一學年第一季
認識聖經

第一課 聖經從哪裡來

第一課 聖經的由來

第二課 起初，神創造天地

第二課 舊約的內容

第三課 人類的被造與犯罪

第三課 新約的內容

第四課 挪亞方舟

第四課 聖經的功用

第五課 亞伯拉罕的信仰與傳承

第五課 聖經的特性

第六課 以撒的順服和忍讓

第六課 聖經的印證

第七課 雅各是我所愛的

第七課 讀經與靈修

第八課 從雅各到以色列

第八課 讀經的精神

第九課 神與約瑟同在

第九課 讀經的方法

第十課 約瑟的饒恕

第十課 查經的方法

第十一課 如何讀聖經

第十一課 人物查經法

第十二課 婚姻補充教材—
第十二課 聖經的實踐
婚前如何保守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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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一學年第二季
出埃及到曠野時期

舊

第一學年第二季
認識真教會

第一課 神的預備－摩西

第一課 教會的重要性

第二課 十災

第二課 真教會的條件

第三課 出埃及—過紅海

第三課 聖靈建設教會

第四課 天降嗎哪與磐石出水

第四課 教會傳揚真道

第五課 石版到心版—十誡

第五課 神蹟奇事與教會

第六課 與神相會之處—會幕

第六課 救恩傳到外邦人

第七課 五祭要義

第七課 教會與信徒

第八課 七大節期的重要性

第八課 真耶穌教會的出現

第九課 分別為聖的生活

第九課 真耶穌教會傳道史

第十課 基博羅哈他瓦的省思

第十課 真耶穌教會台灣傳道史

第十一課 我的金錢管理

第十一課 真耶穌教會的組織

第十二課 基督徒的社會關懷

第十二課 真耶穌教會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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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一學年第三季
曠野到進迦南時期

第一課 十二個探子

舊 第一學年第三季
基督徒的生活（一）
第一課 敬神之道

第二課 可拉黨事件－
第二課 事神之道
尊重行政帶領權
第三課 巴蘭先知的鑑戒

第三課 靈修之道

第四課 什亭事件

第四課 孝順之道

第五課 摩西的接棒者－約書亞

第五課 兄弟之道

第六課 抓住救恩的女子－喇合

第六課 交友之道

第七課 立石為記—過約但河

第七課 求學之道

第八課 耶利哥城之勝

第八課 休閒之道

第九課 艾城之敗

第九課 勤儉之道

第十課 得神所賜的產業

第十課 禮讓之道

第十一課 親子橋

第十一課 婚姻之道

第十二課 婚姻補充教材—
第十二課 榮神之道
與神簽訂婚姻的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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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一學年第四季
士師到王國時期

舊 第一學年第四季
舊約聖經人物（一）

第一課 士師的興起

第一課 亞當一家人

第二課 女士師－底波拉

第二課 以諾和挪亞

第三課 士師－基甸

第三課 亞伯拉罕

第四課 士師－耶弗他

第四課 以撒

第五課 士師－參孫

第五課 以掃和雅各

第六課 路得的美德

第六課 約瑟

第七課 撒母耳先知

第七課 摩西

第八課 掃羅王

第八課 約書亞和迦勒

第九課 大衛王

第九課 底波拉和雅憶

第十課 所羅門王

第十課 基甸和參孫

第十一課 益友與損友

第十一課 拿俄米和路得

第十二課 校園生活—教戰守則

第十二課 約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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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二學年第一季
王國分裂南北朝時期

舊 第二學年第一季
真神與世人

第一課 王國的分裂

第一課 真神的存在

第二課 北朝－亞哈王與以利亞先知

第二課 世人不信神的原因

第三課 以利沙先知

第三課 真神與假神

第四課 南朝－
第四課 人類的由來
希西家王與以賽亞先知
第五課 北朝－以色列國的滅亡

第五課 真神與人類的關係

第六課 南朝－猶大國的滅亡

第六課 真神的工作

第七課 王國時期的先知（一）－
第七課 人類之墮落
以賽亞
第八課 王國時期的先知（二）－
第八課 神的救恩
耶利米
第九課 對南朝猶大國工作的先知(一)
第九課 得救正路
－約珥、俄巴底
第十課 對南朝猶大國工作的先知(二)
第十課 復活與審判
－彌迦、哈巴谷、西番雅
第十一課 祢是我的主

第十一課 如何事奉真神

第十二課 婚姻補充教材—
第十二課 神的應許
神眼中的聖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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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二學年第二季
被擄到歸回時期

舊 第二學年第二季
重要教義

第一課 對北朝以色列國工作的
第一課 教義簡介與浸禮的由來
先知－何西阿、阿摩司
第二課 對亞述帝國預言的先知
第二課 浸禮的方法
－約拿、拿鴻
第三課 被擄時期的先知（一）－
第三課 浸禮的功效
以西結
第四課 被擄時期的先知（二）－
第四課 聖靈的應許與實現
但以理
第五課 歸回重建聖殿－以斯拉

第五課 聖靈的功能

第六課 幫助重建聖殿的先知－
第六課 如何領受聖靈
哈該、撒迦利亞
第七課 重建信仰的城牆－尼希米

第七課 安息日的設立

第八課 末底改與以斯帖

第八課 當遵守安息日

第九課 舊約啟示停止前的先知－
第九課 洗腳禮的意義和教訓
瑪拉基
第十課 世俗與流行

第十課 聖餐的意義和由來

第十一課 時間管理

第十一課 聖餐的施行

第十二課 自我情緒的管理

第十二課 我們的神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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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二學年第三季
智慧書與耶穌時期（一）

舊 第二學年第三季
基督徒的生活（二）

第一課 義人受試煉－約伯

第一課 睦鄰之道

第二課 讚美、禱告、崇拜的詩篇

第二課 肢體之道

第三課 透視人生的傳道書

第三課 尊師之道

第四課 敬畏神是智慧的開端－
箴言

第四課 理財之道

第五課 婚姻之歌－雅歌

第五課 奉獻之道

第六課 兩約之間

第六課 施受之道

第七課 耶穌的降生

第七課 愛惡之道

第八課 耶穌的成長

第八課 禍福之道

第九課 耶穌的受洗

第九課 交託之道

第十課 耶穌受試探

第十課 生死之道

第十一課 信仰與科學

第十一課 順服之道

第十二課 青蘋果的滋味

第十二課 成聖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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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二學年第四季
耶穌時期（二）

舊 第二學年第四季
舊約聖經人物（二）

第一課 耶穌的教訓（一）－
論八福
第二課 耶穌的教訓（二）－
論禱告

第一課 撒母耳
第二課 掃羅

第三課 耶穌的教訓（三）－
第三課 大衛
天國七比喻
第四課 耶穌所行的神蹟（一）—
第四課 所羅門
超越自然
第五課 耶穌所行的神蹟（二）－
第五課 約拿
醫病趕鬼
第六課 罪人的朋友－耶穌

第六課 羅波安與耶羅波安

第七課 耶穌的受死與復活

第七課 亞撒

第八課 耶穌的升天與再來

第八課 以利亞

第九課 耶穌的使命－
第九課 以利沙
傳道、成全救恩
第十課 為何要信耶穌？

第十課 希西家

第十一課 主所喜悅的禱告

第十一課 但以理

第十二課 說話的藝術

第十二課 末底改與以斯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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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三學年第一季
認識教義（一）

舊

第三學年第一季
認識耶穌

第一課 五大教義簡介

第一課 主耶穌當代的背景

第二課 安息日的意義

第二課 主耶穌的降生

第三課 安息日歷史的進程

第三課 傳道以前的耶穌

第四課 如何守安息日

第四課 宇宙主宰-耶穌

第五課 浸禮的由來與方法

第五課 全能醫生-耶穌

第六課 浸禮的功效

第六課 萬世師表-耶穌

第七課 新造的人

第七課 罪人朋友-耶穌

第八課 洗腳禮的意義

第八課 耶穌基督的受難

第九課 洗腳禮的教訓

第九課 耶穌基督的復活

第十課 校園中的宗教活動—本土篇

第十課 耶穌基督的再臨

第十一課 校園中的宗教活動—
第十一課 為何要信耶穌
國外篇
第十二課 婚姻補充教材—
第十二課 如何相信耶穌
致命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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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三學年第二季
認識教義（二）

舊 第三學年第二季
靈界認識

第一課 聖靈的應許與降臨

第一課 天使

第二課 使徒時代的聖靈工作

第二課 魔鬼

第三課 領受聖靈的重要

第三課 天國

第四課 如何領受聖靈？

第四課 地獄

第五課 何謂聖靈充滿？

第五課 禱告的意義與目的

第六課 聖餐的由來與意義

第六課 有功效的禱告

第七課 聖餐的施行

第七課 祈禱的佳範

第八課 聖餐與我

第八課 神蹟的意義和功用

第九課 五大教義複習

第九課 神蹟奇事的彰顯

第十課 本乎恩也因著信

第十課 認識假神蹟

第十一課 網路世界的危險

第十一課 聖靈與邪靈的辨別

第十二課 網路世界的善用

第十二課 迷信害人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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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三學年第三季
使徒時期的教會

舊 第三學年第三季
基督徒的生活（三）

第一課 教會的重要性

第一課 團契之道

第二課 教會的唯一性

第二課 自由之道

第三課 教會的條件性

第三課 節制之道

第四課 使徒時代教會的建立

第四課 喜樂之道

第五課 使徒時代教會的成長

第五課 飲食之道

第六課 使徒時代教會的擴張

第六課 言語之道

第七課 使徒保羅蒙揀選

第七課 敬老之道

第八課 保羅第一次國外宣道旅程

第八課 基督徒的家庭責任

第九課 保羅第二次國外宣道旅程

第九課 基督徒的社會責任

第十課 保羅第三次國外宣道旅程

第十課 基督徒的國家責任

第十一課 快樂去撒種

第十一課 基督徒的法律常識

第十二課 婚姻補充教材—
第十二課 基督徒的前程規劃
同性戀三個錯誤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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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三學年第四季
末世時期

第一課 哥林多教會的問題

舊 第三學年第四季
新約人物
第一課 施洗約翰

第二課 啟示錄中給七教會的書信
第二課 彼得與安得烈
（一）
第三課 啟示錄中給七教會的書信
第三課 雅各與約翰
（二）
第四課 末世的預言

第四課 馬太、多馬、腓力、巴多羅買

第五課 真教會的出現

第五課 主的其他使徒

第六課 真教會的使命

第六課 福音書中的馬利亞

第七課 靈的認識

第七課 主所愛的一家人

第八課 防備末世撒但的工作（一）
第八課 七個執事
－異端
第九課 防備末世撒但的工作（二）
第九課 巴拿巴與馬可
－淫亂
第十課 防備末世撒但的工作（三）
第十課 使徒保羅
－無真理的神蹟
第十一課 教會倫理

第十一課 亞居拉和百基拉

第十二課 新紀元運動的影響與防備

第十二課 提摩太與提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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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班教材使用說明
一、109 年度起青教組所採用的新課程，主要規畫與編修方向，乃是基於信仰生活化，顧及
永恆不變真理落實在生活中與時俱進的應用，期能使接受課程的青年對象，建立與培養
更深刻完整的正確信仰，並同時預備好以面對信仰上諸多的挑戰。
二、教員本的編修，著重精練扼要，避免教員備課時，因內容過多，反而不易取捨。配合崇
拜課約 40 分鐘的時間，每課約 3,500 字。
(一)主題經文：由編著者所選，與本課主題最直接相關的經文。中文經文選自中文和合
本，以配合本會目前使用的通行譯本，英文經文則選自 NKJV 譯本。學
員本中也有相同的主題經文，教員應先行理解，若有需要，得在上課
時，帶領誦讀，對於學員可能不甚了解的字詞，稍作解釋，之後並要求
學員加以背誦。
(二)本課宗旨：希望教員藉由本次課程傳達給學員的理念和教學目標。也有部份與本課
主題具關聯性的經文，並同時陳列於學員本中。請備課教員先行看過，
充份思考，俾能更完整的掌握授課要點。上課時或能帶領誦讀，或於課
程結束前，再依此提示學員是否有掌握本次課程所要傳達的重點。
(三)課文內容：分為大綱和內容。大綱直接說明本課內容的重點與分段，便於教員備課
時馬上掌握。內容則是針對大綱，進行陳述說明，猶如一篇全文式講
章。建議教員備課時先行讀過，劃出各段重點，再思考如何用自己的方
式於課堂中完整流暢地表達。目標是讓學員在課堂中與課堂後，能完全
了解本課的主題，記住各大綱且能正確簡述。內文中或附有部份經文，
因課堂時間有限，不建議全部翻閱，但可以搭配學員本中的【簡答題】
與【填空題】，作翻閱或誦讀，或引導思考。並搭配學員本中的空白
處，勉勵或要求學員，將上課時所提及的重點或思考點，作為筆記內
容。
(四)參考資料：部份課程的編著者，會於最後提供參考資料。是為了減輕備課者的負
擔，作為內文中某些觀念或用詞的解釋或補充，提供教員上課時可用的
補充素材，以及備課時可查閱的相關資料或聯結。備課的教員可視自己
的需要參酌即可。
(五)共習教案：附於教員本之後，供教員應用。考慮到地方教會每季每班常另有其它活
動安排，如禱告會，獻詩練習等，故目前每季只編入 7 至 9 堂共習活
動，每堂之前都有建議搭配的主題課程。從舊教案的改良加上新教案的
設計，期能讓備課教員能有更合意的使用經驗，也提供學員當下更活潑
適時的共習課程，得以用不同角度去理解崇拜課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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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學員本的編修，著重在課堂上的吸收與回應。我們特意將之簡薄化，不再將講員備課的
全部內容放在學員本之中，乃為以下三個目的：
(一)免得學員本總是又重又厚，致使學員望而生畏，鼓勵學員以《聖經》為主，以學員
本為輔。
(二)期勉學員上崇拜課時能更加認真聽且思考，藉真理聖靈的帶領而能多吸收且更明
白，不要養成上課自己看自己課文的習慣。
(三)藉每課只有單張兩面的設計，提醒學員在有限的時間與記憶中，盡快掌握課程重
點，更加理解本課主題。
各部份使用說明如下：
第一課主題經文：經過講員的帶領誦讀，或補充或說明之後，應當要求學員加以
背頌，並另定驗收方式。
第二課本課宗旨：讓學員能盡快的，簡要的掌握本次課程所要傳達的理念、重點
和目標。
第三課課文內容：只列出綱要和重點，一方面讓學員馬上知道重點，二方面期許
學員上課更用心聽與問，並將所聽所感，於空白處作下筆記，以加深
記憶和感受。
第四課課程迴響：分為簡答題和填空題兩部份。簡答題在於引導學員就本次上課
內容，作引導思考或回憶，可以在課堂上進行全部或部份。也可以請
學員在回家後，請家長參考後面所附之解答與孩子討論或互動。聖經
乃是基本，因此填空題幾乎都是課程主題相關經文，教員於上課時，
這些經文應該帶領學員翻閱、誦讀、並稍作說明以幫助學員理解和記
憶。可以在課堂時，帶領填空題。也可以要求上課之後作答，並請家
長回家後，根據學員本後面所附之解答，加以改訂，同時藉此讓家長
能稍加關心並了解孩子崇拜課上課內容與效果，又加增親子在宗教教
育層面互動的機會。
臺灣總會教牧處
2020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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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級班新舊對照目錄
新

第一學年第一季
真神與救恩

舊 第一學年第一季
真神與救恩

第一課 真神的本質

第一課 真神的本質

第二課 真神的德性

第二課 真神的德性

第三課 真神的創造與保治

第三課 真神的創造與保治

第四課 真神的偉大

第四課 真神的偉大

第五課 救恩的內容

第五課 救恩的內容

第六課 救恩的計畫與成全

第六課 救恩的計畫

第七課 救恩的應許

第七課 救恩的成全

第八課 教會的功能：傳揚救恩

第八課 救恩的領受

第九課 唯一得救真教會

第九課 救恩的應許

第十課 真教會的出現與使命

第十課 救恩的傳揚

第十一課 台灣基督教派簡介—
第十一課 真耶穌教會的淵源
歷史悠久的教派
第十二課 台灣基督教派簡介—
第十二課 末世真教會的使命
比較活躍的教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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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一學年第二季
教義比較

舊 第一學年第二季
摩西五經

第一課 聖經正典的形成

第一課 舊約總論與五經綜覽

第二課 論洗禮

第二課 創世記導讀

第三課 洗禮教義比較

第三課 創世記概論

第四課 論聖靈

第四課 創世記要訓

第五課 聖靈教義比較

第五課 出埃及記概論

第六課 論安息日

第六課 出埃及記要訓

第七課 安息日教義比較

第七課 利未記概論（一）

第八課 論聖餐禮

第八課 利未記概論（二）

第九課 聖餐禮教義比較

第九課 民數記概論

第十課 論洗腳禮

第十課 民數記要訓

第十一課 主內聯婚的真理（一）

第十一課 申命記概論

第十二課 主內聯婚的真理（二）

第十二課 申命記要訓

-23-

新

第一學年第三季
摩西五經

舊 第一學年第三季
靈修與事奉

第一課 舊約總論與五經綜覽

第一課 靈修的重要

第二課 創世紀概論

第二課 靈修的要領

第三課 創世紀要訓

第三課 聖經的特色

第四課 出埃及記概論

第四課 聖經的閱讀

第五課 出埃及記要訓

第五課 聖經的查考

第六課 利未記概論

第六課 聖經的應用

第七課 利未記要訓

第七課 青年與與事工

第八課 民數記概論

第八課 青年與團契

第九課 民數記要訓

第九課 青年與宗教教育

第十課 申命記概論

第十課 青年與福音工作

第十一課 申命記要訓

第十一課 青年與文宣工作

第十二課 末日的信仰挑戰：
第十二課 禱告與事奉
沒有真理的神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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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一學年第四季
選民與聖地

舊 第一學年第四季
選民與聖地

第一課 約書亞記概論

第一課 約書亞記（一）

第二課 約書亞記要訓

第二課 約書亞記（二）

第三課 士師記

第三課 士師記

第四課 路得記

第四課 路得記

第五課 撒母耳記上

第五課 撒母耳記上

第六課 撒母耳記下（歷代志上）

第六課 撒母耳記下（歷代志上）

第七課 列王記上（歷代志上下）

第七課 列王紀上（歷代志上下）

第八課 列王記下（歷代志下）

第八課 列王紀下（歷代志下）

第九課 歷代志綜覽

第九課 歷代志綜覽

第十課 以斯拉記

第十課 以斯拉記

第十一課 尼希米記

第十一課 尼希米記

第十二課 以斯帖記

第十二課 以斯帖記

第十三課 聖地簡介

第十三課 聖地簡介

第十四課 舊約選民的生活

第十四課 舊約選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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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二學年第一季
智慧的人生

舊 第二學年第一季
耶穌的言行

第一課 約伯記

第一課 耶穌的腳縱

第二課 基督徒的苦難觀

第二課 天國的信息

第三課 詩篇

第三課 山上寶訓（一）論八福

第四課 詩篇中的禱告

第四課 山上寶訓（二）論處世

第五課 箴言

第五課 山上寶訓（三）論靈修

第六課 傳道書

第六課 耶穌比喻綜覽

第七課 透視人生的價值

第七課 天國的比喻

第八課 雅歌

第八課 末日審判的比喻

第九課 愛情比酒更美：
談蘋果樹下的良人
第十課 良人也戀慕我：
談磐石穴中的鴿子
第十一課 認識智慧的言語（一）：
談讀經
第十二課 認識智慧的言語（二）：
談查經
第十三課 說造就人的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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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課 耶穌所行的神蹟（一）
第十課 耶穌所行的神蹟（二）
第十一課 其他要訓（一）
法利賽人之禍
第十二課 其他要訓（二）
十架七言

新

第二學年第二季
先知書（一）

舊 第二學年第二季
聖經人物查經

第一課 先知書總論

第一課 亞伯拉罕的老僕人

第二課 俄巴底亞書

第二謀 羅得

第三課 約珥書

第三課 祭司以利

第四課 約拿書

第四課 書念婦人

第五課 阿摩司書

第五課 乃縵與基哈西

第六課 何西阿書

第六課 文士以斯拉

第七課 以賽亞書（一）

第七課 但以理三友

第八課 以賽亞書（二）

第八課 西面與亞拿

第九課 彌迦書

第九課 稅吏撒該

第十課 那鴻書

第十課 多加和呂底亞

第十一課 西番雅書

第十一課 義人哥尼流

第十二課 從聖經看音樂事奉

第十二課 教法師亞波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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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二學年第三季
先知書（二）

舊 第二學年第三季
先知的信息

第一課 耶利米書（一）

第一課 先知書總論

第二課 耶利米書（二）

第二課 以賽亞書（一）

第三課 耶利米哀歌

第三課 以賽亞書（二）

第四課 哈巴谷書

第四課 俄巴底亞書

第五課 但以理書（一）：歷史篇

第五課 約珥書

第六課 但以理書（二）：預言篇

第六課 阿摩司書

第七課 以西結書（一）

第七課 約拿書

第八課 以西結書（二）

第八課 何西阿書

第九課 哈該書

第九課 彌迦書（一）

第十課 撒迦利亞書

第十課 彌迦書（二）

第十一課 瑪拉基書

第十一課 那鴻書

第十二課 合神心意的事奉

第十二課 西番雅書

第十三課 情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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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二學年第四季
福音書

新 第二學年第四季
先知的信息（二）

第一課 兩約之間

第一課 哈巴谷書

第二課 對觀福音第二課 耶利米書（一）
馬太、馬可、路加(一)
第三課 對觀福音第三課 耶利米書（二）
馬太、馬可、路加(二)
第四課 約翰福音

第四課 耶利米哀歌

第五課 天國的信息

第五課 以西結書（一）

第六課 天國的比喻

第六課 以西結書（二）

第七課 登山寶訓－八福論

第七課 但以理書

第八課 末日審判的比喻

第八課 哈該書

第九課 耶穌所行的神蹟

第九課 撒迦利亞書（一）

第十課 法利賽人的七禍

第十課 撒迦利亞書（二）

第十一課 耶穌的十架七言

第十一課 瑪拉基書

第十二課 末日信仰的挑戰：靈的迷惑

第十二課 兩約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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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三學年第一季
使徒腳蹤

舊 第三學年第一季
保羅的書信

第一課 使徒行傳導讀

第一課 羅馬書

第二課 聖靈與教會的成長

第二課 哥林多前書

第三課 使徒所傳的信息

第三課 哥林多後書

第四課 使徒時代的教會生活

第四課 加拉太書

第五課 使徒教會增長的真理（一）

第五課 以弗所書

第六課 使徒教會增長的真理（二）

第六課 腓立比書

第七課 使徒時代的宣道精神

第七課 歌羅西書

第八課 保羅的第一次宣道之旅

第八課 帖撒羅尼迦前書

第九課 保羅的第二次宣道之旅

第九課 帖撒羅尼迦後書

第十課 保羅的第三次宣道之旅

第十課 提摩太前書

第十一課 保羅的囚犯身份宣道之旅

第十一課 提摩太後書

第十二課 宣道的策略

第十二課 提多書．腓利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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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舊 第三學年第二季

第三學年第二季
保羅書信（一）

使徒的腳踨

第一課 羅馬書概論

第一課 使徒教會的建立與成長

第二課 羅馬書的應用

第二課 使徒所傳的信息

第三課 哥林多前書概論

第三課 使徒時代的信徒生活

第四課 哥林多前書應用

第四課 使徒行傳的宣道工作

第五課 哥林多後書概論

第五課 使徒行傳中的重要人物

第六課 哥林多後書應用

第六課 保羅的傳道工作

第七課 加拉太書概論與應用

第七課 希伯來書

第八課 以弗所書概論與應用

第八課 雅各書

第九課 末日的信仰挑戰：流行的迷思

第九課 彼得前書

第十課 撒但的末日戰略：同性戀 (一)

第十課 彼得後書

第十一課 撒但的末日戰略：同性戀
第十一課 約翰壹、貳、參書．猶大書
(二)
第十二課 撒但的末日戰略：包裝的淫
第十二課 啟示錄
亂
第十三課 使徒行傳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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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三學年第三季
保羅書信（二）

舊 第三學年第三季
教義比較

第一課 腓立比書概論與應用

第一課 初期教會的俗化

第二課 歌羅西書概論與應用

第二課 中世紀教會勢力的消長

第三課 帖撒羅尼迦前書概論與應用

第三課 宗教改革與新教

第四課 帖撒羅尼迦後書概論與應用

第四課 洗禮教義比較（一）

第五課 提摩太前書概論與應用

第五課 洗禮教義比較（二）

第六課 提摩太後書概論與應用

第六課 聖靈教義比較（一）

第七課 提多書概論與應用

第七課 聖靈教義比較（二）

第八課 腓利門書概論與應用

第八課 安息日與主日教義比較（一）

第九課 希伯來書概論與應用

第九課 安息日與主日教義比較（二）

第十課 末日的信仰挑戰：異端

第十課 聖餐禮教義比較（一）

第十一課 婚姻之道（一）：
第十一課 聖餐禮教義比較（二）
現代人錯誤的婚姻觀
第十二課 婚姻之道（二）：
第十二課 洗腳禮教義
聖經的婚姻觀
第十三課 人際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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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第三學年第四季
新約其他書信

舊 第三學年第四季
智慧的言語．基督徒的生活

第一課 雅各書概論與應用

第一課 約伯記

第二課 彼得前書概論與應用

第二課 詩篇

第三課 彼得後書概論與應用

第三課 箴言

第四課 約翰壹書概論與應用

第四課 傳道書

第五課 約翰貳、叁書概論與應用

第五課 雅歌

第六課 猶大書概論與應用

第六課 價值觀

第七課 啟示錄概論

第七課 婚姻觀

第八課 啟示錄的七教會

第八課 家庭生活

第九課 啟示錄中的預言（一）

第九課 教會生活

第十課 啟示錄中的預言（二）

第十課 學校生活

第十一課 靈界認識（一）：
第十一課 社會生活
天使與魔鬼
第十二課 靈界認識（二）：
第十二課 升學與就業
天國與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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