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紹昌牧師

ABC 大會主席 / 正道福音神學院舊約副教授

主內親愛的弟兄姐妹，

也不離開你後裔的後裔的口，從現在直到永
遠；這是耶和華說的。"」（賽五十九21《新譯
本》）

隨著華人（華、粵、台語）教會在北美的
成長、茁壯、擴張、甚至進入高齡現象，深信
我們都認定「傳承屬靈資產」的重要性。

過去的數十年中，關於聖靈的工作獲得普
世許多教會與信徒的重視。期間雖然也產生不
少激進與偏頗的思想與實踐，但對正統卻死氣
沉沉的（主流）教會，確實也注入一股新生機。
這些年來，聖靈所得到的重視可能超過聖經，
教會崇拜活動中與週間團契小組裡面，談論或
討論聖靈的醫治、更新、內住同在，可能遠遠

保羅當年就是存著感恩，對年輕的提摩太
如此的期盼：
「我記得你心裡無偽的信心，這信
心原先是在你外祖母羅以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裡
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為了這緣故，我提
醒你，要把 神藉著我按手給你的恩賜，像火
一樣再挑旺起來。」（提後一 5～6《新譯本》）

多過查考聖經。如今，隨著靈恩運動的趨於平
淡，對聖靈工作的熱切似乎隨著消退。聖靈的
工作與聖經的根基原本應當是相輔相成的，

感謝上帝，今年的大會多了不少關於年輕
世代以及兒童的信息與工作坊。懇求上帝使
用，造就我們眾人。

我們繼續渴慕上帝在祂的教會與所愛的信
徒當中動善工。

我深信，參加這個「基督徒教育大會」的
弟兄姐妹，都蒙受了屬靈傳承的福氣，今天也
秉著這樣的祝福在此地與眾人分享。不僅今天
如此，盼望日日年年都如此。
明年，我們的大會主題將是「聖經與聖
靈」
。我們所領受的經文是上帝給每一個世代的
應許：「耶和華說："至於我，我與他們所立的
約是這樣：我加在你們身上的靈和我放在你口
裡的話，必不離開你的口，不離開你後裔的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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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為基督使者的
呂紹昌
正道福音神學院

ABC 2011 Program Quick View 課程速覽
8:15 AM - 9:00 AM

報

9:00 AM-10:30 AM

主題信息 Keynote I

Workshop I (10:45 AM-12 noon)

到 Registration

(早點招待 Continental Breakfast)
永恆的傳承

陳濟民牧師 Rev. Che-Bin Tan

Workshop II (1:00 PM-2:15 PM)

Workshop III (2:30 PM-3:45 PM)

Heritage of Faith 信仰傳承特別講座

Heritage of Faith 信仰傳承特別講座

Heritage of Faith 信仰傳承特別講座

◎信仰傳承在劉氏家族╱劉富佐

◎祭壇與呼召╱謝禧明、信中、信光牧師父子

傳承的重建╱蔡維仁牧師

三代的生活及事奉╱蘇文隆牧師

◎「傳承屬靈資產」面面觀╱許輝世牧師

Bible 聖經信息

Bible 聖經信息

Bible 聖經信息

從聖經大架構認識末世盼望╱鍾李英

Choosing a good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

宏觀讀經法╱潘秋松牧師

義人受苦之謎(詩 119：65-72) ╱孫震、林安濤

╱Levi Hwang 黃清科牧師 上帝的親手筆╱林淑美牧師

從馬太福音看主耶穌的僕人式領導╱趙誌諄牧師

◎警鐘敲響--獻上眾聖徒的禱告╱許健全牧師

天父的心--使孤兒的靈得自由╱劉港木牧師

聖經軟體工具的認識與應用╱馬林、吳仙對

◎約伯的成功與失敗╱莊守平

◎會幕、敬拜、服事╱黃敏郎牧師

如何帶領生動的小組查經╱吳承昌、楊千儀

※神的心、神的工╱蔡嘉師

Family 家庭事工

Family 家庭事工

Family 家庭事工

女人難為? ╱曲平、李凱華

經歷創傷，得著醫治╱郭恩愛

婦女哈拿的轉機╱陳周庭華

建立中年的鐵三角╱黃培遠、胡文善

生涯工程師－－住哪?!╱熊聖華牧師

婚姻中的兩類衝突╱洪黃麗薰

Theology 神學課題

Theology 神學課題

Theology 神學課題

"產業"的傳承："產業"是什麼?╱張靜

宗派與教會╱陳愛光牧師

祭祖再思－基督徒的孝親╱郭東緒牧師

約 1:1-18 中的基督論╱林恂惠

從聖經看當代婦女神學╱張育慧

歷史上不同宣教模式的再思╱顏明誠牧師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thics 信仰與倫理

基督徒價值觀的重整╱郝逸先、譚曉紅

公義與公平╱李輔仁牧師

◎主耶穌與十誡╱陳輝茂牧師

傳道人的薪資福利╱林琪雪

出污泥，染或不染?╱李開穠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生命教練╱陳正榮牧師

◎ 誰來接棒? ╱黃德利牧師

愛網重新--教會關懷者與關懷事工之建立╱劉仁欽牧師

視、聽、網在福音教育上的應用╱朱青鳥、殷綠婷 改變動力與教會╱佘亞弘

福音天軍降寶島─返台宣道經驗談╱莊澤豐牧師

屬靈恩賜的發掘及應用╱宋煥鑫、宋武紅

另一種傳道人－－平信徒傳道╱鄭恩仁

教會行政同工的要訣╱趙純誠

如何塑造健康的個性心理品質╱郭家暢、修鵬飛

從心理治療角度舒緩疼痛╱陳麗先

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的教會╱胡忠倫牧師

牧養黃金年華者╱戴元涔、門大綸

福音傳承生生不息╱蘇森源牧師

※屬靈基業接力賽:人到、口到、心到╱許娟娟

21 世紀最新潮的團契模式╱許聖揚

全新的你：助人脫離傷害、癖好與惡習╱劉筱文

健康的領導力╱林曾静、林奇輝

宣教，華人教會的機會╱李順長牧師

彼此和諧的服事╱馬寧、劉先中

Children’s Ministry

2:30PM-5:30PM

※ 英華雙語
如何牧養關懷兒主學生與家長╱Ruth Liu
特殊兒與教會兒主事工╱Agnes Tan
兒童主日學校的行政管理╱Tim Wu

4:00 PM-5:30 PM

主題信息 Keynote II

留甚麼給下一代

陳敏欽牧師 Rev. Peter Chen

◎標記為台語課程，為英語課程，※為華英雙語，其餘為華語課程。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

使基督徒品格因裝備而增質，讓眾教會事工藉交流而添力

To equip and inspire Christians for character formation and local church minis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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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2011 主題信息 (I)

永恆的傳承
講員︰陳濟民牧師 Rev. Che-Bin Tan
陳濟民牧師 前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英國曼澈斯特大學哲學博士，主修新
約。曾在星加坡、香港、美國各地神學院任教，並有多年牧會經驗。退休
後從事寫作、教學、及講台事奉。著有: 新約神學精華、認識解經原理、
未來之鑰、哥林多後書註釋、保羅神學十堂課、十架牧養學等。

經文︰提後 1: 3 – 8
I.

承繼家族的敬虔

提後 1: 3, 5

歷世歷代的事奉
又活又真的信心

II.

承繼師傅的忠心

提後 1: 8

守護福音的精髓
付出生命的代價

III.

仰頼救主的靈力

提後 1: 7 – 8

勝過人性的軟弱
勝過死亡的勢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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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2011 主題信息 (II)

留甚麼給下一代
講員︰陳敏欽牧師 Rev. Peter Chen
陳敏欽牧師 先後在印州安德森神學院和伊州三一神學院進修神學，獲教牧學
博士學位。有多年北美牧會經驗，並兼任正道福音神學院實習教育講師。現任台
福基督教會總會總幹事。著有「肯定別人的價值」、「回應呼召的人生」等書。

經文:創 48︰1~22
I.

信仰生活的傳承(V.1~7)

II.

傳統價值的表達(V.8~13)

III.

驚奇經歷的訴說(V.14~20)

IV.

以終為始的生活(V.2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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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I 簡介 10:45 AM-12:00 Noon
◎標記為台語課程，為英語課程，※為華英雙語，其餘為華語課程。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

課號

教室

課程名稱

教會/機構

講員

課程簡介

Heritage of Faith 信仰傳承特別講座
HF-101

北 N1

◎信仰傳承在劉氏家族

東安台福教會

劉富佐 danielfcliu@gmail.com

從道士到接受基督教信仰，此信仰已經傳承到第五代，此信仰見証了祂是又真又活的神。
Bible 聖經信息
鍾李英 ying.lijones@gmail.com

西 W1

從聖經大架構認識末世盼望

B102

西 W2

本課程將從聖經首尾對稱的結構，探究神永世不變的心意，成為向人傳講的末世盼望；也有助於對聖
經整體信息的掌握。
孫震 zsun77@gmail.com
義人受苦之謎---詩篇 119：65-72 的詮釋 正道福音神學院
林安濤 antaolin@yahoo.com
從日本地震核災到美國中西部龍捲風，我們如何面對災難，特別是義人受苦之謎，讓我們從聖經(詩 119)
學習，八理不在人心而在神的智慧。

B103

西 W3

從馬太福音看主耶穌的僕人式領導

B101

正道福音神學院

正道福音神學院

趙誌諄 titochao@hotmail.com

馬太筆下的耶穌是大衛王的後裔，受膏的神子；不僅介紹衪是一位僕人，也教導衪的門徒效法衪的榜
樣。有許多可引用於今日的教牧領導。
B104

B105

馬林，吳仙對
linmaktec@hotmail.com

西 W4

聖經軟體工具的認識與應用

西 W5

介紹常見聖經軟件，比較它們的特點，並特別介紹免費軟件 e-Sword 的功能，以及如何使用在查經、
原文研經、主日學備課和靈修中。
吳承昌 jpower07@yahoo.com ;
正道福音神學院
如何帶領生動的小組查經
楊千儀 chienyi0925@gmail.com
神的話是帶有能力、真實與生動的生命之泉。但為何小組查經有時卻讓人想睡覺與失去興趣呢？帶領
生動的小組查經有訣竅，是每位帶領神話語之人必備的寶劍，能讓神的話生動浮現眼前！

正道福音神學院

Family 家庭事工
F101

北 N2

F102

北 N3

曲平 Esther_qp@hotmail.com
李凱華 Lo_lily127@yahoo.com
在 21 世紀的今天，女性應當如何正視自己的身份、地位與角色？並且在神的愛與保守中做個天生麗質
及愛主愛人的女性。
黃培遠 gloriaphuang@yahoo.com
正道福音神學院
建立中年的鐵三角
胡文善 whu_91361@yahoo.com
有人說：世界是中年人撐起來的。中年人在家庭、職場、或教會都擔負沉重責任，也面對著各樣挑戰。
一起探討如何根據中年族群的特別需要，作有效牧養。

女人難為?

正道福音神學院

"產業"的傳承："產業"是什麼？

正道福音神學院

Theology 神學話題
T101

南 S1

張靜 jeanchangberlin@gmail.com

"產業"的意義究竟是什麼？應許？恩惠？責任？現世或來世？有形或無形？個別領受或群體承擔？在
神的話語中來發現答案吧。
T-102

南 S2

約 1:1-18 中的基督論

正道福音神學院

林恂惠 a92008lin@yahoo.com.tw

在約 1:1-18 這所謂約翰福音的序論中，我們要就「道成肉身」、「得榮的子」、「神的屬性—生命、
光、恩典、真理」三方面來探討本段的基督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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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I 簡介 10:45 AM-12:00 Noon
◎標記為台語課程，為英語課程，※為華英雙語，其餘為華語課程。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

課號

教室

課程名稱

教會/機構

講員

課程簡介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101

南 S3

郝逸先 yihsienh@yahoo.com
譚曉紅 tina.xh@hotmail.com
價值觀影響思想，思想主導行為。錯誤的價值觀，造成生命成長的停滯。重整基督徒的價值觀，是教會
增長非常重要的一環，你想知道如何著手嗎？

基督徒價值觀的重整

正道福音神學院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101

東 E1

生命教練

新生命靈糧堂

陳正榮 dunameichen@msn.com

基督徒教練指導是一種藝術，練習如何引導一個人或是一個群體，從他們現在的所在成長，帶領他們有
更大的能力去完成神放在他們心中的夢想與渴望。
M102

東 E2

視、聽、網 在福音教育上的應用

正道福音神學院

朱青鳥，殷綠婷 dadcoyan@yahoo.com

現代科技與媒體讓世界近在咫尺。人們上網的時間超遍了與身邊人溝通。基督徒如何應對高速變化的世
界﹐使用媒體和網路把福音傳到地極呢﹖
M103

東 E3

屬靈恩賜的發掘及應用

正道福音神學院

宋煥鑫 hhsoong@gmail.com
宋武紅 songwuhong@gmail.com

如何發掘自己的屬靈恩賜並在神呼召你的崗位上按恩賜事奉?如何裝備弟兄姊妹去達成從 神領受的異
象與使命?邀你從神的話語中尋找答案。
M104

東 E4

如何塑造健康的個性心理品質

正道福音神學院

郭家暢 kuocharley@gmail.com
修鵬飛 Pengfei.xiu@gmail.com

透遍圣經人物的剖析，看個性心理品質對于成敗的重大作用，分析得失原因，處理好三重關系，在實踐
中檢驗和應用。
M105

中 200

牧養黃金年華者

正道福音神學院

戴元涔 adamtaifecc@gmail.com
門大綸 dalen.men@sbcglobal.net

當嬰兒潮逐漸進入黃金年華，教會該如何有效牧養？本講座依據聖經原則和實際經驗，從主日敬拜，門
徒訓練，團契生活，特殊關懷四方面來探討對年長信徒的牧養事工。
M106

中 201

21 世纪最新潮的團契模式

正道福音神學院

許聖揚 solomon_x1@hotmail.com

21 世紀青年族群的特徵：流動性大，受後現代主義影響深，重經歷…傳統團契方式難以滿足需要。網絡
團契的運作，可以取而代之成為新潮流。
M107

中 202

健康的領導力

正道福音神學院

林曾静 cwtclin@gmail.com
林奇輝 linandrew2@hotmail.com

在眩目領袖的背後，常常暗藏內在的波濤洶湧，從內在驅動導致危險的領袖模式，使領袖悲劇性挫敗。
本課認識個人驅動，重整內在生命，再造健康領導力
M108

西 W6

彼此和諧的服事

正道福音神學院

馬寧 maning0111@gmail.com
劉先中 stevenliu7777@gmail.com

服事遍程中難免有衝突，如果對彼此的個性和屬靈習性多些理解，必能增進溝通，也能彼此和諧服事，
彰顯神的榮耀，減少肢體衝突、分裂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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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II 簡介 1:00 PM-2:15 PM
◎標記為台語課程，為英語課程，※為華英雙語，其餘為華語課程。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

課號

教室

課程名稱

教會/機構

講員

課程簡介

Heritage of Faith 信仰傳承特別講座
謝禧明，謝信中，謝信光牧師父子
ahtcrm@hotmail.com ;j_hsieh@yahoo.c
om
神的僕人在祭壇前遇見神，正是使命感的開始，更是生命的動力。能領悟神救恩的奇妙，經歷心意「更
新變化」，洞察神心意的美善與奧秘的人，是神所喜悅的。

HF-201

北 N1

◎祭壇與呼召

台灣教會更新協會/
亞伯蘭長老教會

HF-202

中 201

三代的生活及事奉

正道福音神學院

蘇文隆 wilfredsu@les.edu

以 DVD 及 PPT 為主軸，以見證及分享為範例，來說明基督化家庭是可能的，傳家之寶如何代代相傳，
屬靈事奉如何具體實施。
Bible 聖經信息
B-201

北 N1

Choosing a good English Bible translation

和平台福教會

Levi Hwang 黃清科
levickh@yahoo.com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translation philosophies which undergird various translations and the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of each philosophy, the believer can profitably use different translations to gain greater
trust in God's Word, to understand God's Word better, and in turn to live a life which pleases Him.
B-202

西 W2

◎警鐘敲響----獻上眾聖徒的禱告

南灣台福教會

許健全 isaachsu@socal.rr.com

本課程將從主的教導，如何透遍禱告與主和眾肢體合一連結，面對屬靈爭戰、末日的需要、挑戰和服
事，學習儆醒禱告，喚醒眾聖徒同心預備迎接主再來。
B-203

西 W3

◎約伯的成功與失敗

巴西慕義長老教會

莊守 lioutyuan@yahoo.com

約伯是一個被神稱為「完全」的人，為什麼他卻經歷家毀人亡的苦難？在常人難以忍受的苦難中，約
伯的靈性經歷高低起伏，這對今日基督徒又有什麼提醒和學習？
B-204

西 W4

※神的心、神的工
(God's Work, God's Will)

聖經信息協會

蔡嘉師 gchoi1@socal.rr.com

尼希米記為被擄和歸回重建留下寶貴的史實記錄，也對現今世代的教會行政管理與福音機構建立，提
供許多寶貴的屬靈借鏡。 請一起來學習。
Family 家庭事工
F-201

北 N2

經歷創傷，得著醫治

康谷華人教會

郭恩愛 littlecolt@msn.com

從苦難的議題，探索心靈創傷的因由，並藉由基督信仰的幫助，來幫助經歷創傷的人，走出心靈的幽
谷，得到身心靈的醫治。
F-202

北 N3

生涯工程師－住哪？！

格蘭岱爾羅省教會

熊聖華 shermanhsiung@gmail.com

常聽「住哪」的問候。華人有「孟母三遷」，使徒的第一個問題就是「住哪」(約 1:38)。這堂課將從物
質/心理、個人/群體、今生/永恆…來規劃未來生涯。
Theology 神學話題
T-201

南 S1

宗派與教會

正道福音神學院

陳愛光 ekron@les.edu

目前基督教這麼多的宗派是怎樣來的？宗派現象是好是壞？宗派有什麼主要類別？
T-202

南 S2

從聖經看當代婦女神學

New Life Christian Church

從聖經中不同女性的故事來探討在現代處境中的婦女神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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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育慧 yaweh331@gmail.com

專題課程 II 簡介 1:00 PM-2:15 PM
◎標記為台語課程，為英語課程，※為華英雙語，其餘為華語課程。 專題與時段如有變更，以大會當日公告為準。

課號
教室
課程名稱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201

南 S3

公義與公平

教會/機構

講員

課程簡介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李輔仁 albanylee@efcga.org

正道福音神學院

林琪雪 rachel@les.edu

究竟有沒有所謂的“正義”之戰？

E202

西 W6

傳道人的薪資福利

探討聖經中，給傳道人薪資的教導，並且提供實際牧師薪資調查的資料，還有實際可行的建議。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201

東 E1

◎誰來接棒?

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聯合會

黃德利 huangd81@yahoo.com

從南加州台灣人長老教會第二代事工的經驗，探討信仰與事工的傳承。

M202

東E2

改變動力與教會

普世豐盛神學院

佘亞弘 dean@ourgets.org

教會面對發展與各種事工，改變已是常態，好的改變動力，才能促成優質的改變。本專題將淺介改變動
力與運用，幫助教會發展。
M203

東 E3

另一種傳道人-平信徒傳道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鄭恩仁 minister@efcga.org

週休 2 日你做什麼？郊遊？睡覺？看電視？逛街？還是不知道？人生遇見主，生命得改變；退休的人生
仌可為主做大事。轉換跑道，作主器皿，成為下半場贏家！請來加入事奉的行列。
M204

東 E4

從心理治療角度舒緩疼痛

FEC-SGV/ Chinatown Service
Center 華埠服務中心

陳麗先 nikchan@aol.com

你有週期性的頭痛、背痛、肩痛及各種痛症嗎？遌尋中西醫，止痛藥、物理治療仌不得舒緩嗎？請來聽
聽疼痛和心理情緒的關係，學習另類緩和疼痛。
M205

中 200

福音傳承生生不息

恩惠長老教會

蘇森源 senyuansu@gmail.com

耶穌選召十二門徒，雖然有人背变祂，但大多忠心並參與主所頒佈的大使命，建立具生命力的教會，我
們也當如此傳承福音。
M-206

中 202

全新的你：助人脫離傷害、
爾灣新生命靈糧堂
癖好與惡習

劉筱文 liuchristina43@yahoo.com

「全新的你」能幫助您認識並經歷神醫治大能。透遍以聖經為依據的兪項原則, 您的人際關係以及與神
的關係會得到恢復和堅固。
M-207

西 W5

宣教，華人教會的機會

飛揚協會

李順長 Gordon91765@gmail.com

華人教會黃金 50 年，把福音傳回耶路撒冷，神對華人教會的命定，培訓下一代傳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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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III 簡介

2:30 PM-3:45 PM

有◎標記者為台語課程，無特別記號者為華語課程。

課號

教室

課程名稱

教會/機構

講員

課程簡介

Heritage of Faith 信仰傳承特別講座
SF-301

北 N1

傳承的重建

好牧者長老教會

蔡維仁 alfie_t@hotmail.com

為何世代信徒領受美好信仰傳承，卻不見得都能活出豐盛生命？第一代信徒又該如何建立合神心意的信
仰傳承？
SF-302

中 201

◎探討『傳承屬靈資產』的面面觀 !

台福基督教會

許輝世 josuehsu@yahoo.com

我們領受上帝所賜「屬靈資產」；傳承下去，人人得福；双之，人人遭禍。處於這複雜的 E 世代，一同
來探討如何瞭解、面對、並兊服『傳承屬靈資產』的諸問題
Bible 聖經信息
B-301

西 W1

宏觀讀經法

美國麥種傳道會

潘秋松 akowcm@gmail.com

講員集三十餘年經驗，致力從宏觀的角度研讀聖經，將以實例講述如何閱讀聖經的大故事，讓您的讀
經不再見樹不見林
B-302

西 W2

上帝的親手筆

愛恩台福教會

林淑美 blueco31@yahoo.com

上帝親手寫了三件事:目的是使人知道對錯,不犯罪,警告上帝的審判將來臨,和表明上帝的愛與赦免。
B-303

西 W3

天父的心--使孤兒的靈得自由

愛鄰台福教會

劉港木 livingstone.liu@gmail.com

有些基督徒因為對權柄的誤解，帶來生命的流浪窮苦和孤立憤怒，進而活在爭競嫉妒與比較的光景中。
惟有天父奢華的愛，才能使他們從孤兒的靈之綑綁得著自由。(路 15)
B-304

西 W4

◎會幕、敬拜、服事

東安台福教會

黃敏郎 minrebeccajh@hotmail.com

舊約中以色列人於會幕中的敬拜與服事是充滿敬虔與聖潔，在新約及現代的基督徒，我們如何能從會
幕中的敬拜與服事來學習活出討神喜悅的生命。
Family 家庭事工
F-301

北 N2

婦女哈拿的轉機

柑縣台福教會

陳周庭華 tinacchen@aol.com

當不能生育的哈拿遭受從環境來的撞擊時, 除了哭泣、不吃飯、 心裡愁苦, 她還能作什麼呢? 又, 到
底發生了什麼事, 使得她竟然能唱起膾炙人口的「哈拿詩歌」呢?
F-302

北 N3

婚姻中的兩類衝突

國際真愛家庭協會

洪黄丽薰 lishunhong@gmail.com

幸福的婚姻不是沒有衝突，而是有能力解決衝突；婚姻生活中有兩類的衝突：一种是永久性的衝突；
一种是可以解決的衝突；夫妻如何在這兩類衝突中來調適和解決呢。
Theology 神學話題
T-301

南 S1

祭祖再思－基督徒的孝親

喜信基督長老教會

郭東緒 thomastskuo@yahoo.com

祭祖問題是許多慕道朋友的心結。真的信了基督教以後，就不再與我們的先人有承傳關係嗎？精靈、
鬼魂與祖宗有何關係？基督徒該如何記念先人？如何處理祖先牌位？一起來思耂。
T-302

南 S2

歷史上不同宣教模式的再思

柑縣台福教會

顏明誠 g.yen@verizon.net

本課程將按不同時代的教會和社會環境，選擇關鍵性的人物或事件，藉著描述不同時期的宣教模式，
從其中汲取寶貴的教訓，幫助我們今天傳福音更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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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III 簡介

2:30 PM-3:45 PM

有◎標記者為台語課程，無特別記號者為華語課程。

課號
教室
課程名稱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301

南 S3

教會/機構

講員

◎主耶穌與十誡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課程簡介

陳輝茂 jpchen@efcga.org

21 世紀的基督徒還要守十誡嗎？主基督的山上寶訓對十誡有何特殊教導？山上寶訓的真諦是甚麼？守
十誡是得永生的條件嗎？主耶穌對個人的誡命有何教導？
E-302

西 W

出污泥，染或不染？

正道福音神學院

李開穠 georgiac@les.edu

職場是才幹、利潤、名聲、壓力、困惑的大雜燴，本課將引用真實個案討論應對之道，從聖經及神學觀
點看如何在萬變中脫穎而出。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301 東 E1 愛網重新--教會關懷者與關懷事工之建立

聖迦谷羅省教會

劉仁欽 samuel.liu@fecsgv.org

大使命與大誡命是教會健康成長的雙翼，但我們是否只重撒網(宣教)而忽略了補網(關懷)?本專題將介紹
如何在教會培訓及推動關懷人才與事工。
M-302

東 E2

柑縣台福教會

福音天軍降寶島─返台宣道經驗談

莊澤豐 chuang316@gmail.com

本課將成為祝福你一生，實現你宣道美夢的豐盛課程。將介紹全方位宣道的機會及作法，提供實用的宣
道教材，分享宣道事奉的得力祕訣，解答宣道戰場的甘苦疑難。
M-303

東 E3

教會行政同工的要訣

羅省華人播道會

趙純誠 dorcas@les.edu

在教會長期委身的行政同工應有何裝備? 教會的一般文化行政如何運作? 那種素質合適擔任教會行政
事工?
M-304

東 E4

如何建立一個健康的教會

愛恩台福教會

胡忠倫 allenhu1997@yahoo.com

本課程將與北美小中型教會牧者、同工一起双省思耂教會牧養突破之道，重新尋求異象，組織現有資源，
擬訂各項具體成長策略，完成短期、中期目標。

屬靈基業接力賽：人到、口到、心到
M-306

西 W6

Counting the Race: Presence, Proclamation and
Persuasion

恩惠台福教會

許娟娟 camomof4@yahoo.com

教會事工屬靈傳承如接力交棒，是基督徒群體持續不息的生命賽場。本專題以「人到、口到、心到」
(Presence, Proclamation & Persuasion) 三步曲來探討如何傳承屬靈基業，使教會轉化更新， 福音代代有
人傳。
Children's Ministry Workshop ( 2:30 PM-5:30 PM) ※英華雙語
CM-1
(2:30-3:45)

如何關心及牧養兒主的學生和家長

中 200

福兒童事工部主任。夢想普天下的兒童能到教會來，接受福音的種子。

CM-2
(2:30-3:45)

特殊兒與教會兒童主日學

中 202

教會本身也藉此成長：與特殊兒和他們的家人，互為肢體，一起更認識神也更像基督。

CM-3
(4:00-5:30)

兒童主日學校的行政管理

中 200

管理等等

洛杉機台福

劉妤萍 Ruth Liu

jkckjk@hotmail.com

探討如何關心兒童主日學學生的靈命成長及如何牧養兒童和家長。主講者為學前特殊教育碩士，現職洛
談妮 Agnes Tan

agnespv@gmail.com

教會有必要通遍對特殊兒和他們家人的關懷，在社區中成為一盞明燈，將永恆的希望帶給渴求的人。而
愛恩台福

吳則脩 Tim Wu

proverbs101@sbcglobal.net

學校的行政管理，包括主日的兒童主日學的管理，如何進行有效行政管理，如何制定校規，及制定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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