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第八屆黃奇光牧師「真理之光」研經培靈會 
 

救恩的目的 
了解「救恩的目的」，使您在生命的追尋有更清楚的方向！ 

這精湛的信息，是您不可錯過的屬靈饗宴！ 

經文：彼得前書二章 1-12 節 
 

 

講員：黃奇光 博士 (Dr. Daniel K. Wong) 

★ 美國 The Master’s University 釋經學資深教授 

★ 美國洛杉磯加略山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 曾任美國加州中華歸主神學院院長 

★ 連續六年榮獲美國 Who’s Who Among America’s  

Teachers (2002-2007)優秀教師表揚 

黃博士秉持聖經的專業素養，懷抱對華人新世代的

負擔，盼望透過研讀聖經造就基督徒的靈命。 

 活動場次、時間、報名 

 
台北場 高雄場 

時間 
5/23(週六) 

上午 9:00-下午 17:00 

（上午 8:30 報到） 

5/26(週二) 晚上 18:30～21:30 

5/27(週三) 晚上 18:30～21:30 

（晚上 18:00 報到） 

地點 雙連長老教會 

（台北市中山北路二段 111 號 10 樓） 

高雄七賢路禮拜堂 

（高雄市新興區七賢一路 467 號） 

報名 

詳情請參閱中國主日學協會網站 www.cssa.org.tw 

報名請由以下網址點選「線上報名」或掃描 QR code直接進入  

https://www.cssa.org.tw/lot8/ 填寫報名資料； 

歡迎來電洽詢（02）25711144 分機 147林姐妹，或分機 135潘姐妹 
備註： 1.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水杯，恕不提供紙杯。 

 2.台北場提供代訂中午便當服務，每份 100元；費用於現場報到時繳交。 

線上報名 QR code 

 

日本東京場 

5/30(週六)上午 9:00-下午 17:00 於日本東京基督教浸信會新橋教會舉行（地址：東京都中央区日本橋横山町

3-13 日工薬会館ビル 4 階）。報名請傳真至+81-3-62648414 或電郵至 newbridge2003@gmail.com 

費用：自由奉獻，但仍需先報名，敬請 5/5 前完成報名。 

奉獻請利用郵政劃撥帳號 50167595， 

戶名：中國主日學協會，並註明為「2020 真理之光」奉獻。 

敬請踴躍報名參加！座位有限，額滿即截止！  

http://www.cssa.org.tw/
https://www.cssa.org.tw/lot8/


回到聖經‧與神同行 

2020黃奇光牧師「真理之光」研經培靈會 

分題 

報名須知 

 報名表請至「中國主日學協會」網站 www.cssa.org.tw 下載，或電話索取：(02)2571-1144 轉

147 林姐妹，或洽分機 135 潘姐妹。 

 網路報名  請至網址 https://www.cssa.org.tw/lot8/，填寫報名資料。 

 傳真報名  請填妥本頁下方報名表，註明參加場次及代訂便當份數（限台北場），傳真至

(02)2571-1408；並以電話或電郵 cssa.sundayschool@gmail.com 確認，即完成報名。 

 日本東京場報名 請傳真至+81-3-62648414 或電郵至 newbridge2003@gmail.com 

備註：1. 為響應環保，請學員自備環保水杯，恕不提供紙杯。 

       2. 台北場提供代訂中午便當服務，每份 100 元；報名時註明數量，費用於現場報到時繳交。 

主辦單位：中國主日學協會、台北雙連長老教會、高雄七賢路禮拜堂 

協辦單位：遠東福音會、浸信會懷恩堂、高雄浸信會、國際讀經會台灣總會、台灣得人工作坊協會、

「心之頌」聖樂團、日本東京基督教浸信會新橋教會 

--------------------------------------------------------------------- 

2020 黃奇光牧師「真理之光」研經培靈會 報名表 

教會名稱： 主要聯絡人： 

聯絡電話或電郵： 

教會地址： 

參加場次：□ 5/23台北場        □ 5/26和 5/27 高雄場  

（請自行增添表格頁數）  填好請傳真至(02)2571-1408，或電郵至 cssa.sundayschool@gmail.com 

序號 姓名 電郵地址 手機/市話 
便當份數 

(限台北場) 

1     

2     

3     

4     

5     

 

1. 要使信徒透過渴慕神的道成長 

2. 要使信徒在獻祭祈禱中崇拜神 

3. 要使信徒在生活中宣揚神 

4. 應用：要避開私慾和有好品行 

5. 歸納 

詳情請參閱中國主日學協會網站 

www.cssa.org.tw  

 

https://www.cssa.org.tw/lot8/
http://www.cssa.org.tw/


 2020「真理之光」研經培靈會＿台北場程序 

 日期：5/23 週六  地點：台北雙連長老教會 

時間 課程／活動 

08:40-09:00 學員報到  

09:00-09:05 大會報告 

09:05-10:30 

第一節 

詩歌敬拜（會衆）/歡迎/禱  告 

信息一：要使信徒透過渴慕神的道成長  

（經文：彼得前書二章 1–3節） 

回應詩歌 

10:30-10:45 合照／報告／休息／茶點 

10:45-12:30 

第二節 

獻詩 

收奉獻 /奉獻禱告 

信息二：要使信徒在獻祭祈禱中崇拜神 

（經文：彼得前書二章 4–8節） 

回應詩歌 

12:30-13:55 報告／午餐／午休 

13:55-15:05 

第三節 

詩歌敬拜（會衆） 

信息三：要使信徒在生活中宣揚神 

（經文: 彼得前書二章 9–10節） 

回應詩歌 

15:05-15:20 大會報告、休息及茶點 

15:20-16:30 

第四節 

獻詩 

信息四：要避開私慾和有好品行 

（經文: 彼得前書二章 11–12節） 

回應詩歌 

16:30-16:50 系列歸納／祝福＆閉會禱告／簽書會 

 

  



2020「真理之光」研經培靈會＿高雄場程序 地點：高雄七賢路禮拜堂 

第一天 5/26(週二) 

時 間 課程／活動 

18:00-18:30 學員報到 

18:30-18:35 宣佈開始／入座／大會報告 

18:35-19:50 

第一節 

詩歌敬拜／歡迎／禱告 

信息一：要使信徒透過渴慕神的道成長 

（經文：彼得前書二章 1–3節） 

回應詩歌 

19:50-20:00 合照／報告／休息 

20:00-21:35 

第二節 

獻詩 

收奉獻/奉獻禱告 

信息二：要使信徒在獻祭祈禱中崇拜神 

（經文：彼得前書二章 4–8節） 

回應詩歌 

21:35-21:40 祝福禱告／報告（明天帶講義來） 

第二天 5/27(週三) 

時 間 課程／活動 

18:00-18:30 
學員報到  

請入座／大會報告 

18:30-19:45 

第三節 

詩歌敬拜（會衆）／禱告 

信息三：要使信徒在生活中宣揚神 

（經文: 彼得前書二章 9–10節） 

回應詩歌 

19:50-20:00 大會報告／休息／買書 

20:00-21:10 

第四節 

獻詩 

信息四：要避開私慾和有好品行 

（經文: 彼得前書二章 11–12節） 

回應詩歌 

21:10-21:30 系列歸納／祝福／閉會禱告 

 



 

 

為【2020 第八屆「真理之光」研經培靈會】奉獻 

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 

姓    名               □先生    □女士 

生    日 西元             年        月         日 

E-Mail  

聯絡地址  

聯絡電話  手機 : 

奉獻方式 

□ 信用卡        請填妥下方「信用卡授權書」回傳：02-25374069 

□ 郵局劃撥專戶  戶名：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帳號：50167595 

□ 銀行匯款  銀行 : 彰化銀行中山北路分行 

             戶名 :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帳號：5081-01-15216300 

□ 支票      抬頭： 財團法人基督教中國主日學協會 

             掛號寄至：10448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05 號 

□ 美金支票  抬頭：China Sunday School Association 

       No.105, Sec.2, Zhongshan N. Rd., 

       Zhongshan Dist., Taipei 10448, Taiwan R.O.C. 

收據抬頭 （未填寫即開捐款人姓名） 

【信用卡授權書】 

信用卡號  有效期限（西元）      月     年 

發卡銀行 _____________________ □VISA □ MasterCard □ 聯合信用卡 □ AE □ JCB 

持卡人姓名 
（請用正楷書寫） 持卡人簽名         

（與信用卡簽名一致） 

奉獻金額  信用卡末三碼（簽名面） 

收據抬頭 
（未填寫即開捐款人姓名） 

 

收據寄發 

地址 
 

附註 

1. 您的奉獻我們會開立奉獻收據以掛號寄發給您，敬請填妥以上資料。 

2. 填妥「信用卡授權書」請傳真至 02-2537-4069，並來電確認，請撥打 

   02-25711144#141、142，或寄至 10448 台北市中山區中山北路二段 105 號 

中國主日學協會 收。 

3. 使用郵局劃撥或銀行匯款者，敬請填妥上方相關資料後傳真或郵寄至本協會。 

4. 信用卡有效期限到期，請重新填寫「信用卡授權書」。 

5. 更改地址請傳真 02-25374069 或 e-mail：mail@cssa.org.tw 告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