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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春季班 招生日期：2月 17日~3月 2日  上課日期：3月 8日起陸續開課   

 

樂理 

 識譜與視唱初階  五線譜構成符號所代表的

意義、基本音感、節奏感的建立。藉由實際的

視唱練習、肢體律動、及理性認知，在最短的

時間內，幫助無樂理基礎者能用五線譜視唱。

(上課請攜帶錄音設備) 

報名資格：無基礎但希望學習看五線譜者 

每週三晚上 7:30~8:50 孫愛莉老師 

靈糧山莊 219教室 名額 20人 

 

 

聲樂 

 歌唱法初階  循序漸進地將歌唱基本技巧逐

一說明，並實際練習，幫助學員認識發聲器

官，並練習正確的呼吸、共鳴、咬字等歌唱技

巧。(請著輕便服裝，可攜帶錄音設備) 

報名資格：熱愛歌唱願每天固定練習者 

每週一晚上 7:30~8:50 蔡依純老師 

宣教大樓 10樓教室 名額 15人 

 

 歌唱法中階  讓歌唱概念落實到歌曲的應用

上；讓每一首喜歡的歌，都可以透過訓練煥然

一新。精緻小班教學，讓你的歌唱問題，都得

到老師細心的解答。 

(請穿輕便服裝，可攜帶錄音設備) 

報名資格：上過「歌唱法初階」或具備相同程

度者 

每週六晚上 7:30~8:50 蔡依純老師 

宣教大樓 12樓副堂 名額 10人 

 

 

打擊 

 爵士鼓初階  爵士鼓是非常活潑有趣的樂

器，能夠產生豐富的節奏與音色變化！這套初

階課程將一步一步以輕鬆活潑的方式，帶領您

實際體會手腳併用的擊鼓樂趣，讓您實現以爵

士鼓敬拜讚美神的夢想！(請自備鼓棒) 

報名資格：只要您對爵士鼓敬拜有興趣即可報

名 

每週六上午 11:00~12:20 洪德耀老師 

宣教大樓 1203A教室 名額 21人 
 

 打擊 

 爵士鼓中階  如果您會打鼓又很想加入敬

拜團服事神，心中卻擔心技巧不足而不敢行

動！讓我們來幫助您建立所需要的技巧與敬

拜團運作的觀念，讓您預備好自己進入美好

的敬拜服事！(請自備鼓棒) 

報名資格：上過「爵士鼓初階」或具備相同

程度者 

每週四晚上 7:00~8:20 陳永生老師 

宣教大樓 1203A教室 名額 8人 

 

 非洲手鼓中階  您想要提昇非洲手鼓的敬

拜技巧嗎？這套課程不只幫助您在技巧上提

昇，也特別著重在敬拜、讚美、禱告、爭戰、

自由敬拜中的操練，讓您更多發揮非洲鼓的

功能與特色！(請自備樂器) 

報名資格：上過「非洲手鼓初階」或具備基

本演奏技巧者 

每週四晚上 8:30~9:50 陳永生老師 

宣教大樓 1203A教室 名額 15人 

 

 木箱鼓初階  您是否心中充滿節奏想要表

達，卻礙於沒有爵士鼓而無法敲打出來呢？

木箱鼓是非常適合您的選擇！可以獨自在家

使用，也適合跟朋友們一起合奏，更適合運

用在小組敬拜以及敬拜團當中！它攜帶方

便，能夠讓您隨時隨處享受以木箱鼓敬拜神

的喜樂喔！(請自備樂器) 

報名資格：只要您對木箱鼓敬拜有興趣即可

報名 

每週六上午 9:30~10:50 洪德耀老師 

宣教大樓 1203A教室 名額 15人 

 

 

 

歡迎報名團隊，加入服事的行列 

敬拜團樂手及助唱、雅歌詩班、雅

音詩班、佈道團(湧流詩班、詠聲詩

班)、管弦樂團、字幕播放、聖餐預

備。 

~~請填寫報名表與敬拜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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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盤 

 司琴初階 II  這是曾經學習彈奏簡易詩歌

者的進深課程，透過對和弦更多的認識與運

用，學習更豐富的彈奏技巧，可自彈自唱，

以詩歌敬拜讚美神。 

報名資格：上過「司琴初階 I」或曾經學習歌

曲彈奏者 

A每週四下午 3:30~4:50 

宣教大樓 1203B 
莊璧嘉老師 

B每週四晚上 7:00~8:20 

宣教大樓 1203B 

(二擇一) 名額各班 12人 

 

 小組司琴 II  這是特別為現任或儲備小組

司琴而預備的課程。藉由各類型詩歌彈奏的

學習，提昇原有彈奏技巧，並加強詩歌銜接

以及禱告、自由敬拜的即興彈奏能力，以期

在詩歌敬拜中，能更為流暢的彈奏，與主領

有更美好的配搭。 

報名資格：上過「小組司琴 I」、具小奏鳴曲

程度或相同程度者、現任小組司琴或儲備司

琴 

每週一晚上 7:30~8:50 劉敏慈老師 

宣教大樓 1203A教室 名額 10人 

 

 崇拜司琴 II  將崇拜司琴 I學習到的現代司

琴法則，應用至常用的詩歌彈奏，從中學習

更多細節與段落處理的方式，並延伸一些進

階的伴奏手法和概念，成為一位更能自由彈

奏並且享受用音樂服事的樂手。 

報名資格：上過「崇拜司琴 I」，現任崇拜司

琴者 

每週三晚上 7:30~8:50 李匯晴老師 

宣教大樓 1203B教室 名額 6人 

 

 合成器的認識與運用 II  這是「合成器 I」

的延續課程，課程內容涵蓋：如何彈奏配搭

性質的第二台合成器、音色如何擴充與彈

奏、效果器的認識與使用、簡易的配器與編

曲等，內容豐富精彩可期!歡迎牧者或敬拜主

領推薦報名。 

報名資格：上過「合成器 I」、敬拜團現任或

儲備司琴者 

每週一晚上 7:30~8:50 周德威老師 

宣教大樓 B1練團室 名額 6人 
 

 吉他 

 木吉他初階  用木吉他來彈奏詩歌是你長

久以來的夢想嗎？這個初階課程將幫助你輕

鬆掌握基本彈奏技巧及樂理，使你享受以木

吉他彈奏詩歌的樂趣。(請自備民謠吉他) 

報名資格：上過「識譜與視唱初階」或具備

相同程度者 

每週一晚上 7:00~8:20 吳振宇老師 

宣教大樓 4樓副堂 名額 15人 

 

 木吉他中階  木吉他是很適合在小組敬拜

中使用的樂器，如果你已經具備基本的彈奏

能力，這套課程將幫助你在彈奏技巧、和弦

變化上有更進一步的學習，使你在小組敬拜

服事上更加勝任愉快！(請自備民謠吉他) 

報名資格：上過「木吉他初階」或具備相同

程度者，期望以詩歌伴奏來服事者 

每週一晚上 8:30~9:50 吳振宇老師 

宣教大樓 4樓副堂 名額 10人 

 

 電吉他初階  你對電吉他獨特且多變的音

色深感興趣嗎？電吉他初階要帶領你認識這

項迷人的樂器，使你了解並掌握電吉他的基

本技巧與應用。(請自備樂器) 

報名資格：已有「木吉他初階」基礎者或對

和弦、節奏有基本了解、能彈音階者 

每週一晚上 7:00~8:20 黃正安老師 

宣教大樓 1203B教室 名額 8人 

4/5不停課，4/12,19,26停課，5/31結束 

 

 電吉他中階  電吉他的效果器能使電吉他

發出許多令人驚嘆的音色變化，中階課程將

使您的技巧結合效果器的運用有更大的發

揮，並且了解如何和敬拜團一起配搭。(請自

備樂器) 

報名資格：上過「電吉他初階」或具備相同

程度者 

每週一晚上 8:30~9:50 黃正安老師 

宣教大樓 1203B教室 名額 6人 

4/5不停課，4/12,19,26停課，5/31結束 
 

台北靈糧堂敬拜部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11樓 

Tel：2362-3022#8576  Fax：2369-5512  Email：worship@breadoflife.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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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 Bass 初階  Bass 不僅是敬拜團中低音聲

部的靈魂，更是節奏組的重要元素。電 Bass

初階將帶領您從基礎彈奏能力到樂理、音

階、節奏型態、詩歌伴奏技巧等內容，引導

您成為一位稱職的敬拜團 Bass 手 ! (請自備

樂器) 

報名資格：上過「識譜與視唱初階」或具備

相同程度者，期望以詩歌伴奏來服事者 

每週二晚上 7:00~8:20 黎致宇老師 

宣教大樓 1203B教室 名額 8人 

 

 電 Bass 中階  Bass 的過門音怎麼彈？要怎

麼抓歌記譜？要怎麼更上一層樓？你可以

的！在訓練的過程中老師將陪伴你一起突

破 ! 除了演奏能力及各式技巧外，在多樣化

的敬拜曲風中，貝斯手的角色已有重大改

變，分析編曲的能力讓 Bass手不再只是樂手

喔 ! (請自備樂器) 

報名資格：上過「電 Bass初階」或具備相同

程度者，期望參與敬拜服事 

每週二晚上 8:30~9:50 黎致宇老師 

宣教大樓 1203B教室 名額 6人 

 

 

肢體敬拜 

 肢體敬拜中階  運用肢體創作的能力，以神

的話語、聖靈的啟示與引導，詮釋詩歌頌詞，

學習藉由操練與創作，以肢體呈現豐富多元

的信息。本課程亦教導在敬拜中旌旗及鈴鼓

的功能與運用。 

報名資格：上過「肢體敬拜初階」或具備舞

蹈基礎，對肢體敬拜有負擔者 

每週一晚上 7:30~8:50 余瑞萍老師 

愛鄰樓 B1舞蹈教室 名額 12人 

3/29 開課 

 

 肢體敬拜初階---靈修式全人肢體敬拜  

以建立全人敬拜生活模式為靈命建造根基；

透過讀經禱告敬拜的操練，恢復神榮美的形

像及創造力、生命得更新。此課程將有肢體

開發訓練，培育個人原創性特質。*歡迎親子

一起上課。 

報名資格：願意學習建立全人敬拜生活模式

者,年齡 12歲以上無性別限制 

每週一晚上 7:00~8:20 鄭千杏老師 

愛鄰樓 4樓 名額 12人 
 

  

 肢體敬拜中階---會幕式全人肢體敬拜  

以會幕式的禱告敬拜，透過默想神的話語，

在聖靈的啟示與引導中，領受啟示性肢體語

彙，向神獻上真實的敬拜。此課程將教導如

何使用杖、紗，詮釋表述會幕中器具預表的

真理。 

報名資格：願意學習建立全人敬拜生活模式

者,年齡 12歲以上無性別限制 

每週一晚上 8:30~9:50 鄭千杏老師 

愛鄰樓 4樓 名額 12人 

 

 

其他課程 

 敬拜團Vocal和聲配唱初階  這是特別為敬

拜團助唱所設計的課程，內容有基礎和聲原

理與撰寫、如何根據人聲編制設計具層次感

的和聲配搭，以期能以多樣化的和聲色彩與

聲部線條，更豐富呈現詩歌的信息與情感。

每堂課也將配合進度安排實際的和聲配唱練

習，是敬拜團助唱提升和聲配唱能力的大好

機會，歡迎主領、助唱同工踴躍報名。 

報名資格：敬拜團主領、助唱同工 

每週三晚上 7:30~9:25 陳州邦老師 

宣教大樓 13樓 名額 10人 

7堂課/上課日期：3/10、17、31、4/7、21、

28、5/12 
 

 

 

歡迎報名團隊，加入服事的行列 

敬拜團樂手及助唱 

雅歌詩班、雅音詩班 

佈道團(湧流詩班、詠聲詩班) 

管弦樂團 

字幕播放、聖餐預備 

~~請填寫報名表與敬拜部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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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課程目的  

1. 對已參與主崇敬拜團、牧區、小組…等各

類敬拜事奉者，提供相關訓練，提升其服

事技巧及生命。 

2. 對有興趣參與敬拜事奉，但恩賜尚未成熟

者，提供基礎訓練，發掘並成全之。 

 

 招生對象  

有敬拜事奉心志之台北靈糧堂、分堂及友堂

會友，且穩定參加本堂、分堂及友堂主日崇

拜者。 

 

 上課時間  

本期課程自3月8開課，共上課十次。 / 清明

節(4/5)、勞動節(5/1)停課，課程順延結束。 

 

 收費標準  

1. 本堂、分堂會友課程成本3000元 

(需小組長簽名) 

2. 本堂敬拜團成員優惠實收1500元 

(需主領簽名) 

3. 友堂會友課程成本4000元 (需牧者簽名) 

 

 獎勵辦法  
出席80%之堂數，並經由老師認定合格，予

以發放結業證書，出席100%之堂數，於結業

證書上標註全勤以茲鼓勵。 

  轉班、退費辦法  

1. 除初階課程外，大部分課程第一堂上課經

由老師測驗程度，若有程度不符者，可轉

班或退課程成本。 

2. 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開課前退課程成

本；第一堂課後，退 2000 元(友堂 3000

元)；第二堂課後，退 1000 元(友堂 2000

元)；第三堂課後概不退費。 

3. 非因個人因素無法上課者，全額退費。 

 

 報名方式  

1. 請於2月17日~3月2日，每週二至週五

09:00~17:00，至宣教大樓敬拜部辦公室報

名。(自2月24日起接受友堂報名)  

2. 2月17日起亦可以郵政劃撥辦理報名，請

先以電話確認名額後，完成劃撥手續。(不

接受電話報名)  

劃撥帳號01582918，戶名：靈糧雜誌社。

劃撥單請註明姓名及報名課程。 

劃撥後請將劃撥收據影本，連同報名單傳

真至本中心，並以電話確認完成報名。 

3. 因有學員退出而產生缺額時，按候補順位

通知已登記候補者，請於 2日內繳費完成

報名。 

4. 報名手續以完成繳費才算報名完成。 

 

 

     *標誌必填                ~~ 報 名 單 ~~ 
 

*姓名：      *性別：    E_mail：               

*手機：       電話：      *年齡15~25歲 25~40歲 40歲以上 

*教會：      *牧區：       敬拜團：         

*報名課程：      *老師：       報名日期：    /    /     

小 
組 
、 
牧 
者 
推 
薦 

本人推薦報名者參加2021春季班課程 

小組長/牧者簽名：     小組長/牧者電話：       

本人推薦本團成員參加2021春季班課程 

主領簽名：      主領電話：      

□已繳費，收據編號      

台北靈糧堂敬拜部  台北市和平東路二段24號11樓 

Tel：2362-3022#8576  Fax：2369-5512  Email：worship@breadoflife.taipe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