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辦單位：中華發光使命協會 

地址： 10485 台北市長春路 172 號 4 樓之 8 

電話：(02)2508-4945   傳真：(02)7702-1355 

網路報名：www.cm-shining.org 

E-mail：info.csmassociation@gmail.com 

 

 

  教會團契投入青少年事工的人力與經費，希望產生什麼結果？不管答案是什麼，培養出「使人做

門徒的門徒」應是你我最大的期待！ 

  你所帶的團契是否達到預期的目標？如何針對「慕道」、「信徒」、「門徒」、「領袖」階段的

青少年規劃聚會內容？本研習將幫助您檢視青少年牧養的體質，設計符合教會需求的聚會模式，以期

為神國造就後現代青少年門徒。 

 

▓ 課程內容 

  1.系統思考的青少年牧養理念。 

  2.團契聚會設計的理念與技巧。 

  3.耶穌門徒訓練的理念與模式。 

    4.青少年門徒訓練的帶領技巧。 

關於中華發光使命協會 

中華發光使命協會（簡稱「華光協會」）

為正式立案之社團法人，以宣揚上帝慈愛

生命、傳播基督救世福音、教導聖經純正

真理、成全聖徒美好品格為目的。近年來

在大陸、台灣及華人地區積極推動青少年

事工，促進教會健全發展與合一連結，歡

迎諮詢並成為華光之友。 



 

  

  每天生活中，我們都需要思考。好的思維方法是做好每一件事的起點，它能幫助我們選擇「做對

的事」，並且「把事做對」。 

 

  多數中、小型教會的資源十分有限，牧養青少年的過程中，往往面臨同工短缺、青少年靈性冷淡、

聚會沒有吸引力、福音外展效果不彰等困境，若欠缺思考能力或引導同工團隊反思的技巧，即使想改

變也會不知從何做起！ 

 

  本研習將幫助您澄清「異象」、「使命」、「核心價值」、「目標」和「策略」之間的關係，並提供一

套有效的策略思考的模式，突破現階段青少年事工的困境，並學習提升牧養的執行力。 

 

▓ 課程內容 

  1.引導團隊尋求青少年牧養的異象。 

  2.達成目標的策略思考與問題解決模式。 

  3.福音外展策略與銜接性團契設計。 

    4.有效提升執行力的團隊引導技巧。 

 

———————————    ———————————    ——————————— 

 
 

  輔導在平日聚會時，有時必須設計符合主題的教材，但「青少

年是誠實的聽眾，不是一個好聽眾」，若教學方式不能吸引他們的

興趣，他們就直接表現出無聊的樣子，甚至滑手機、低頭聊天……。 

 

  什麼是青少年的有效教學法？近年間教育團體所提倡的「學習共同體」、「翻轉教育」或「MAPS

教學法」等理念，如何應用於教會青少年團契中？教案要如何設計，才能引發青少年學習的興趣？期

待您在本單元的研習中體驗教學的創意，成為善於教導的青少年導師。 

 

▓ 課程內容 

  1.認識學習風格與青少年教學法。 

  2.「拼圖法」合作學習教學示範。 

  3.「圖像引導簡報法」教學示範。 

    4.相關創新教學與教案編寫的技巧。 

 



  今日華人教會常用「歸納法研經」（Inductive Bible 

Study）或類似理念帶領小組，透過觀察經文做出合理

的解釋，歸納神學意義後付諸應用；只是，當歸納式

的「理性思考」遇見以「經驗感官」入門的後現代青

少年，如何使他們樂在查經？ 

  為有效幫助青少年身歷其境地查考聖經，本研習結合動態反思（Active Reviewing Methods）的引

導技巧，運用右腦的創意、圖像、情感與想像力，透過互動式的經文觀察與反思，激發青少年探索聖

經的動力，樂於在生活中實踐真理。 

▓ 課程內容 

  1.認識後現代青少年的特質與教學理念。 

  2.學習「頭、心、手、足」的引導技巧，善於提出好問題。 

  3.動態式小組查經示範與解析。 

  4.創意資源分享與備課技巧。 

———————————    ———————————    ——————————— 

  聖經記載形形色色的人生百態，每個在聖經中

出現的人物，都是出自神智慧的安排，讓我們透過

觀察神與他們的互動來更多了解衪。有別於傳統歸

納式的提問模式，本研習提出「以人物為焦點的提

問技巧」，有效觀察並感受聖經人物的處境，反思個人與神的關係，並在生活中活出基督的樣式。 

  此提問法適用於敘事文（例如：四福音書、舊約歷史書）及論述文（例如：保羅書信、一般書信），

期待藉由簡單易學的提問結構，使你成為善於提問的高手，讓小組查經不再枯燥乏味！ 

▓ 課程內容 

  1.以人物為焦點的提問技巧。 

  2.敘事文的提問結構與實做演練。 

  3.論述文的提問結構與實做演練。 

  4.小組查經教案設計與解析。 

———————————    ———————————    ——————————— 

  反思可藉由寫作、戲劇、藝術、視覺、音樂、

小組討論、口語提問等方式來進行，它可以是集體

的，也可以是個人性的。為達到反思的功能，除了

採用上述方式外，若結合動態反思（Active 

Reviewing Methods）的引導技巧，必能激發成員的學習動機、提高反思的樂趣。 

  透過本研習，您將了解「如何在經驗學習中有效提問」、「動態反思的帶領技巧」等，並將其應用

於小組聚會及服務學習中，使您成為善於引導他人內省的青少年工作者。 

▓ 課程內容 

  1.經驗學習理念與提問技巧。 

  2.動態反思設計的理念與帶領技巧。 

  3.動態反思在小組聚會中的應用。 

  4.動態反思在服務學習中的應用。 



講師簡介  

洪中夫牧師//中華發光使命協會副秘書長，曾任飛颺青少年成長中心主任、亞洲體驗教育 

          學會理事、體驗教育引導員培訓講師、資深青少年工作者，著有： 

《玩出好品格─青少年體驗式學習的品格教育》、《玩出品格力─青少年體驗式學習的品格教育》 

《玩出好關係─提升青少年人際關係的體驗式教學》、《玩出反思力─101個活化教學的動態反思技巧》 

《讓信息 YOUNG 起來─應用實物詮釋聖經信息的技巧》、《問出好問題─讓青少年愛上查經的提問法》 

《讓查經動起來─動態式小組查經的引導技巧》、《腓立比書動起來－腓立比書動態式小組查經》 

《馬可福音動起來－馬可福音動態式小組查經》。 

潘惠貞傳道//中華發光使命協會宣教士，曾任基隆山海觀台福基督教會傳道、 

          資深青少年工作者、華光協會青少年事工培訓講師。 

各地區研習一覽表  

日期 課程名稱 上課地點 名額 

3/19（日） 

14:00~20:30 

讓聚會 young 起來 

─青少年牧養與聚會設計 

南埔長老教會 

花蓮縣吉安鄉東昌村東海 15 街 117 號 

(03)852-6145 

30 人 

3/25（六） 

8:30~16:00 

讓查經動起來 

─動態式小組查經的帶領技巧 

聖谷行道會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 67 號 1 樓 

(02)2211-1556 

25 人 

3/26（日） 

14:00~20:30 

讓聚會 young 起來 

─青少年牧養與聚會設計 

台北衛理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13 號 

(02)2771-2017 

40 人 

4/22（六） 

9:30~17:00 

創新教學 

─青少年教學創意與教案設計 

台北內湖信友堂 

台北市內湖區成功路四段 346 號 B1 

(02)8792-9734 

50 人 

4/23（日） 

14:00~20:30 

讓聚會 young 起來 

─青少年牧養與聚會設計 

新竹浸信會 

新竹市北大路 202 號 

(03)5236737 

40 人 

5/20（六） 

8:30~16:00 

玩出反思力 

─活化聚會的動態反思引導技巧 

聖谷行道會 

新北市新店區安民街 67 號 1 樓 

(02)2211-1556 

25 人 

5/21（日） 

14:00~20:30 

玩出反思力 

─活化聚會的動態反思引導技巧 

新竹浸信會 

新竹市北大路 202 號 

(03)5236737 

40 人 

5/27（六） 

9:30~17:00 

問出好問題 

─讓青少年愛上查經的提問法 

台北基督徒南京東路禮拜堂新安中心 

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 130 號 B1 

(02)2777-1646 

60 人 

5/28（日） 

14:00~20:30 

牧養有策略 

─突破牧養困境的策略思考與執行力 

台北衛理堂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一段 113 號 

(02)2771-2017 

40 人 



報名須知  

■參加對象 1.教會牧者、青少年團契輔導或大專以上之青少年工作者。 

       2.信主一年以上，清楚重生得救者。 

■課程費用 1.本研習取得專款補助，各類研習每梯次每人 300 元。 

       2.報名參加「青少年輔導必修的 3 門課」（讓聚會 young 起來、牧養有策略、 

        創新教學）者，可再免費參加其他一堂課程，同教會裡三人同行一人免費。 

        三人皆須先填寫報名表並繳交全額費用，最後一天上課時再辦理退款。 

       (※免費的第 4 門課不用繳費，但 3 人同行 1 人免費要先繳齊費用，待最後一天上完課 
          才會退第 3 人的費用哦！) 
 

■贈書優惠 

  為鼓勵教會參與，各類

研習課程單一教會出席人數

達 5 人，即贈送該教會下列

書籍，四本中任選兩本，共

計 50 套，送完為止。 

          《讓查經動起來─動態式小組查經的引導技巧》原價 350 元。 

  (四本任選兩本)  《腓立比書動起來 教師本》原價 300 元。 

          《問出好問題─讓青少年愛上查經的提問法》原價 250 元。 

          《馬可福音動起來 教師本》原價 600 元。 

■報名期限 即日起至課程前一週，額滿截止。  

■報名方式 如下。 

 

■注意事項  

 繳費後因故無法上課時： 

1.上課前一週內通知者恕無法退費，其餘退費者須酌扣手續費。 

2.可更改至其他梯次或延後下次課程再上。（請來信或來電通知） 

 填寫報名表但一週內無繳費者，恕不保留名額。 

■聯絡電話 (02)2508-4945 萬姐妹或陳姐妹 



中華發光使命協會 2017 上半年青少年團契輔導研習課程  報 名 表  

姓名：                               性別：□男  □女   

出生年月日：西元       年      月      日 

身分：□牧長 □傳道人 □教會青少契輔導  □學校團契輔導  □教師  □大專生  □其他         

聯絡電話：(o)                    (H)                   傳真：                   

手機：                      E-mail：                                                   

通訊地址：□□□□□                                                                   

所屬教會：                                        報名日期：             

★報名課程：                         

□ 3/19（日）讓聚會 young 起來─青少年牧養與聚會設計      南埔長老教會  

□ 3/25（六）讓查經動起來─動態式小組查經的帶領技巧       聖谷行道會 

□ 3/26（日）讓聚會 young 起來─青少年牧養與聚會設計      台北衛理堂 

□ 4/22（六）創新教學─青少年創意教學與教案設計           內湖信友堂 

□ 4/23（日）讓聚會 young 起來─青少年牧養與聚會設計      新竹浸信會 

□ 5/20（六）玩出反思力—活化聚會的動態反思引導技巧      聖谷行道會 

□ 5/21（日）玩出反思力—活化聚會的動態反思引導技巧      新竹浸信會 

□ 5/27（六）問出好問題─讓青少年愛上查經的提問法         南京堂新安中心 

□ 5/28（日）牧養有策略─突破牧養困境的策略思考與執行力   台北衛理堂 

★符合「青少年輔導必修的 3 門課」專案優惠者，請註明所選擇之《免費》研習課程。 

          課程日期-名稱：           (如:5/27-問出好問題) 

 ※優惠方案及繳費說明 ：所謂"必修三門課"是指皆報名「讓聚會 young 起來」、「創新教學」、 

            「牧養有策略」三門課，此優惠方案中，免費的第 4 門課不用繳費， 

       但 3 人同行 1 人免費要先繳齊費用，待最後一天上完課才會退第 3 人的費用哦！) 

★其他聯絡事項：(報名費用需開收據請先告知抬頭、統編) 

                                       

★為配合政府最近修訂的個資保護法並確保您的權益，請詳細閱讀下列【個資使用同意書】所載內容， 

 當您勾選下方「我同意」時，表示您同意所載之事項。 

【個資使用同意書】以上填寫之資料本人同意僅供中華發光使命協會 (以下簡稱華光協會) 辦理活動、寄送 

 活動相關資料(刊物) 及活動相關統計建檔、儲存、並同意用作內部分析、跟進關懷等用途。未經本人同意， 

 華光協會所蒐集的個資不得向華光協會以外第三者揭露或用於上述以外之用途。 

    □同意     □不同意 

  中華發光使命協會 

  10485 台北市長春路 172 號 4 樓之 8  聯絡電話：(02)2508-4945  傳真：(02)7702-1355 

  e-mail：info.csmassociation@gmail.com       網址：www.cm-shining.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