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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基，原本就應當是相輔相成。

平衡，是生命中重要的機制。人生中任何
必需的資源，從空氣陽光水到三餐飲食，無一
不須要平衡。生命資源的攝取、保存、運用，
都不能忤逆共通的原則。屬靈的生命，更是毫
不例外。小自信徒個體，大至基督的身體，都
不可能缺乏從上帝而來的平衡。聖經藉著使徒
保羅的勸勉，仍然歷久彌堅：
「我憑著所賜我的
恩、對你們各人說、不要看自己過於所當看的．
要照著 神所分給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

我們禱告、渴慕、並期待上帝幫助眾教會
的信徒們，融合聖經與聖靈所帶來無限量的能
力，成為具有感染力的見證人（參徒一 8）。

中道。」（羅十二 3《和合本》）

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
（弗四 11-13《和合本》
）

這個真理，其實早已蘊含在舊約聖經的啟
示之中，是上帝命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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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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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聖經的啟示，以及聖靈的工作，誠然無比
重要。然而，我們至終的目標無他，只能是效
法基督，滿有基督的身量與美善。我們如此共
期，互勉。
敬頌
主恩滿溢

所以，大會將明年主題定為 「滿有基督身
量」，盼望上帝按照應許建造教會：「他所賜的
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和教師、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 直
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的

因此，今年的大會主題定為「聖經與聖
靈」。我深信，這是上帝對這個世代教會的心
意。在過去的數十年中，普世教會，無論傳統
或新興教會，皆被一一喚醒，有了更多經歷聖
靈工作的活潑與生命，但這些醫治、更新、內
住同在的經歷，絕對不可取代對聖經上帝話語
的渴慕、查考、與實踐。 聖靈的工作與聖經的

同為僕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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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2012 Program Quick View 課程速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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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0 AM - 9:00 AM

報

9:00 AM-10:30 AM

主題信息 Keynote I

Workshop I

(10:45 AM-12 noon)

Bible 聖經信息

到 Registration

Workshop II

(早點招待 Continental Breakfast)

Dr. Willem VanGemeren

(1:00 PM-2:15 PM)

范甘麥倫博士

Workshop III

(2:30 PM-3:45 PM)

Bible 聖經信息

Bible 聖經信息

認識神的領導╱鍾李英

從舊約認識聖靈╱謝挺

聖言與聖靈：盟約更新的應許╱呂紹昌

竭力進入那安息╱朱軍

◎從聖經看聖靈的本質與工作╱謝禧明

◎新約的文學欣賞╱陳嘉式

◎聖經：從書 至活命的書╱莊瑞陽

◎靈意讀經法(一)╱許輝世

◎靈意讀經法(二)╱許輝世

從傳道書的用字反思作者的用意╱方家毅

領袖人物—約書亞╱林恂惠

默想神話語的靈修╱蘇文隆

A spiritual person makes judgments 聖經中的聖靈充滿和滿有聖靈╱陳愛光

從使徒行傳認識聖靈╱吳維和

about all things╱李昱平 Frederick Lee
Family 家庭事工

Family 家庭事工

Family 家庭事工

危機處理的方針╱蔡茂昌

婚姻衝突與調停╱劉哲沛

◎只要“抱抱”，不要“暴暴”╱顏宏惠

夕陽餘暉，多燦爛╱胡慧玲

情感智慧的操練╱郭恩愛

如何幫助孩子激發潛能╱孫幼菊

和好的使命╱熊聖華
Theology 神學課題

Theology 神學課題

Theology 神學課題

教會與聖靈：成全真實的救恩╱張靜

認識伊斯蘭教╱陳敏欽

普世基督教動態 (亞、非、拉丁美洲) ╱

婦女神學探討╱尹正光

方言知多少？╱陳炳中

生命的起源╱陳佑生

靈恩運動與今日教會發展╱董家驊

◎聖靈的工作，教會的見證╱卯思興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thics 信仰與倫理

◎主耶穌與十誡╱陳輝茂牧師

基督教倫理生活觀╱郭東緒

後現代知識份子的挑戰和出路╱李輔仁

基督徒與性╱劉奇川

如何面對教會衝突╱張磊、顧國興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職場宣教與門徒培育╱龔秋滿

職場事奉╱劉志信

歌隨靈動—敬拜禱告祭壇╱陳逸豪

建造品格的兒童事工╱吳玲玲、董錦蓉

教會的臨終關顧事工╱劉仁欽

屬靈恩賜的發現、發展與運用╱蔡嘉師

代代相傳的門徒訓練╱

建立健康的團契和小組╱曲平、黃恩培

選擇面對現實╱劉筱文

聖靈與敬拜╱莊澤豐

教會團隊佈道策略╱林曾靜、林奇輝

譚卓本、謝信生、陳嘉正
一步一步的建立健康的教會╱郝逸先

柯立天 Richard Cook

閱讀越有益╱曾慶南、莊光梓

實用聖經講道╱彭怡珍
敬拜中歌唱者的角色與實務╱鍾榮凱

※ Panel Discussion

2:30PM-4:00PM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世代傳承：1 到 1.5 之間

4:00 PM-5:30 PM

主題信息 Keynote II

Dr. Willem VanGemeren 范甘麥倫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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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ABC 2012 主題信息 Keynote

聖經與聖靈 The Word and the Holy Spirit
I.

II.

III.

Introduction

The Word of God

Psalm 33
(I)

The Word of God in Creation

(II)

The Word of God in the salvation of His people

(III) The ap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al power of God’s Word by the Spirit of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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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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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tor-only Session 傳道牧師專屬時段 “與大師面對面”
P-101

中 200

 The Word of God is Literature: Psalm 33

范甘麥倫博士 Professor Willem A. VanGemeren

主題講員與牧者傳道對談，解答聖經與聖靈之相關提問。
Bible 聖經信息
B-101

西 W1

Westminster
鍾李英 ying.lijones@gmail.com
第一長老教會
本課程以約書亞記為例，顯明在進迦南得應許地的過程中，神如何領導，以及約書亞如何由

認識神的領導

怯弱成長為成熟的領袖，進而可實踐此認識。
B-102

西 W2

竭力進入那安息

正道福音神學院

朱軍 jzjudy@yahoo.com

"有一安息日的安息，為神的子民存留。因為那進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工，正如神歇了
他的工一樣。所以我們務必竭力進入那安息”（來 4：9-11）
。
B-103

西 W3

◎聖經：從書

至活命的書

台福總會

莊瑞陽 jjychuang@yahoo.com

全本聖經是上帝的話語，是人類明白上帝旨意的寶貴來源。盼望每一個人把握明白聖經的奧
妙，領受上帝給我們的大大賜福。
B-104

西 W4

從傳道書的用字反思作者的用意

正道福音神學院

方家毅 chaiifang@yahoo.com

1.創造的字 2.字的字意、引言、前後文、結構與用意 3.雙重字意與不同角度 4.鑰字的陰性
與陽性 5.以經文與字的前後文論限制與邏輯處理。
B-105

西 W5

A spiritual person makes judgments
about all things

基諾長老教會

李昱平 Frederick Lee
frederichlee@hotmail.com

We are going to allow the scripture to talk to us by reading out of, instead of reading into, the
scripture and discover what we have been missing in the past.
Family 家庭事工
F-101

北 N2

共譜盼望的樂章--危機處理的方針

康谷華人基督教會

蔡茂昌 doubleshare@gmail.com

當你經歷苦難時，當如何以正確的態度來面對危機的衝擊，使苦難成為化裝的祝福。
F-102

北 N3

夕陽餘暉，多燦爛

真愛家庭協會

胡慧玲 allisonhl@gmail.com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是許多長者的感嘆；其實這個階段，正是人生黃金年代的開始！
我們將以積極的眼光及合神心意的角度，來看夕陽餘暉、多麼燦爛美麗！
Theology 神學話題
T-101

南 S1

教會與聖靈：成全真實的救恩

洛杉磯台福教會

張靜 jeanchangberlin@gmail.com

透過探討基督信仰中何謂"教會"，和當中"聖靈"的作為，以明瞭"我信聖靈，我信聖而公之教
會"對成全基督徒生命的意義。
T-102

南 S2

婦女神學之探討：從聖經詮釋學的角度 正道福音神學院

尹正光 jcyin2000@yahoo.com

從聖經詮釋學角度探討婦女神學的發展、特色與主張，特別針對神的名字、性別、形象、隱
喻、屬性、工作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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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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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愛恩台福教會

陳祐生 dreexcel@yahoo.com

Theology 神學話題
T-103

南 S3

生命的起源

從分子生物學的角度，去探索生命的起源；將讓我們不得不承認，生命的出現、就是一個奇跡。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101

中

◎主耶穌和十誡

202

基督徒得救以後，常常以為已經進入神的恩典之中，不需再拘泥於舊約律法的教導。其實在耶

台福總會

陳輝茂

穌四福音的教導，都跟舊約十誡的教導習習相關。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101

東 E1

職場宣教與門徒培育

羅省喜瑞都教會

龔秋滿 cmkung@gmail.com

基督徒如何在職場作鹽作光?教會影響力如何延展至社會?教會如何培育職場宣教士?本講座介
紹怎樣藉著教會的門徒培育，在職場發揮宣教功能。
M-102

東 E2

建造品格的兒童事工

正道福音神學院

吳玲玲 linawuus@yahoo.com
董錦蓉 jessicacjtung@yahoo.com

將基督徒教育原則-聖經為根基、基督為中心、聖靈為動力，生命為主題，應用在兒童事工上。
提供多樣教學方式，亦適合家長。
M-103

東 E3

代代相傳的門徒訓練

正道福音神學院

譚卓本 arthur.ctam@gmail.com;
謝信生 johnsonhsieh67@hotmail.com
陳嘉正 chia_cheng.chen@verizon.net

你知道什麼是真正的門徒訓練嗎?三位有經驗的門訓帶領者，要告訴你如何進行有效的門訓，
以完成主的大使命，歡迎參加。
M-104

東 E4

一步一步的建立健康的教會

正道福音神學院

郝逸先 yihsienh@yahoo.com

健康的門徒是有天國價值觀、身心靈被神醫治，在家庭教會工作都經歷 神祝福的人．本專題
探討如何建立一批健康的門徒，然後建立健康的教會。
M-105

中
201

實用聖經講道

聖喜台福教會

彭怡珍 janepeng@les.edu

學習用神的話激勵人成長並明白真理。此課介紹如何傳講合乎經文的信息，及避免容易出現的
問題，適用於各場合的聖經教導服事。

M-106

北 N1

敬拜中歌唱者的角色與實務

正道福音神學院

鍾榮凱 kchung@mac.com

如何在敬拜中盡情地歌唱，或是在領唱中突破瓶頸？課程中將教導歌唱者在敬拜中的角色，以
及實務的技巧與操練。

-5-

專題課程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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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聖經信息
B-201

西 W1

課程名稱

教會/機構

從舊約認識聖靈

講員
正道福音神學院

課程簡介
謝挺 Chloesun@les.edu

從希伯來舊約聖經（五經，先知，聖卷）看神的靈如何工作與彰顯, 以及與新約聖靈的對照。
B-202

西 W2

◎從聖經看聖靈的本質與工作

好牧者長老教會

謝禧明 Ahtcrm@gmail.com

基督徒認識聖靈不單要從知識上認識，更重要的是經歷聖靈的大能。從聖經了解聖靈的本質
與工作才能學習如何與聖靈同工，順服聖靈引導進而活在聖靈中。
B-203

西 W3

◎靈意讀經法(一)

台福總會

許輝世 josuehsu@yahoo.com

「天路歷程」作者本仁約翰，是善用靈意讀經法的代表人物。讓我們一起來探討靈意讀經的
方法、優點，以及應注意的事項。
B-204

西 W4

領袖人物—約書亞

正道福音神學院

林恂惠 a92008lin@yahoo.com.tw

在摩西的薰陶與調教下，約書亞成為一位優秀的領袖。現以約書亞與摩西生平事蹟的相似處
為基礎，來探討約書亞的領袖特質。從中學習成為一個屬靈的領袖，帶領教會走向神所立的
標竿。
B-205

西 W5

聖經中的聖靈充滿和滿有聖靈

正道福音神學院

陳愛光 ekron@les.edu

聖靈充滿是一個具爭議性的題目，我們會從新約聖經中直接提到｢聖靈充滿｣或｢滿有聖靈｣的
經文來探討。
Family 家庭事工
F-201

北 N1

婚姻衝突與調停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劉哲沛 harryliu528@gmail.com

夫妻衝突的下一站必然是「離婚」嗎？在分手的過程中-分房、分居、分財產、分債務、保護
孩子、牽涉或不牽涉法律、進行協商或輔導…調停提供了一個安全港灣，使風雨飄搖中的婚
姻之船暫時駛入。
F-202

北 N2

使生命更成熟--情感智慧的操練

康谷華人教會

郭恩愛 littlecolt@msn.com

如何在生活中實踐信仰，並在信仰中活出見証。以成熟的生命來建造你的家，以榜樣來影響
你所愛的人。
F-203

北 N3

和好的使命

格蘭岱爾羅省教會

熊聖華 shermanhsiung@gmail.com

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最難的是自己，其次是家人。從聖經與心理來學習：與自己和好、與家
人和好、與神和好。
Theology 神學話題
T-201

南 S1

認識伊斯蘭教

台福總會

陳敏欽 pchen@efcga.org

回教信仰如何論到啟示，基督教的聖經，和三一神論?如何看待基督道成肉身，保羅其人及其
神學?簡述回教和基督教的差異。
T-202

南 S2

方言知多少？

愛恩台福教會

陳炳中 bcsl01@gmail.com

方言的恩賜到底是什麼？方言有不同種？ 今天仍然有方言的恩賜嗎？ 我們應該追求嗎？
歡迎您和我們一起來看聖經怎麼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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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Worksh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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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203

南 S3

靈恩運動與今日教會發展

教會/機構
洛杉磯台福教會

講員

課程簡介

董家驊 jhdoong@gmail.com

(1)20 世紀的靈恩運動的歷史 (2)我們該如何面對這運動？ (3)神在這運動中作什麼？ (4)這運
動帶給今日教會什麼樣的機會、危機、挑戰和改變？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201

中
200

基督教倫理生活觀

喜信長老教會

郭東緒 thomastskuo@yahoo.com

受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清楚簡單的倫理觀念變成相對的生活態度，而且慢慢為社會所接受。到
底我們手中的聖經對今日所爭執的倫理觀念如何定義? 我們一起來思考聖經如何說，律法與恩
典、愛與正義、饒恕；家庭關係、同性問題，生命價值…等等問題。

E-202

中
201

基督徒與性

CCNTV

劉奇川 kclaumd@gmail.com

性是影響人行為的重要動力，過度渲染和避諱不談是兩個常見的極端。我們以持平的心態來探
討，希望能在基督徒的成聖的過程中有所幫助。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201

東 E1

職場事奉

基督神學院

劉志信 frankc.liu@gmail.com

「職場事奉」比「職場宣教」更寬廣，本專題包括：職場工作就是呼召、職場鹽和光、職場即
禾場、職場教會，與職場事奉專職。
M-202

東E2

教會的臨終關顧事工

聖迦谷羅省教會傳愛中心

劉仁欽 samuel.liu@fecsgv.org

教會面對臨終的處境,如何提供傷慟者安慰與關懷？教會需要裝備信徒成為關懷天使，在苦難
中幫助人找到盼望與愛。
M-203

東 E3

建立健康的團契和小組

正道福音神學院

曲平 esther-qp@hotmail.com
黃恩培 oliverhuangcn@gmail.com

幫助有心建立或帶領學生團契（小组），但缺少實務經驗，不知道如何着手的小組輔導去建
立或者帶領團契或小组。
M-204

東 E4

聖靈與敬拜

柑縣台福教會

莊澤豐 Chuang316@gmail.com

教會需要有恩賜，又有聖靈膏抹，才能帶領人實際進入敬拜。要花時間在主腳前，對聖靈帶領
敏銳，教會才不致成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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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Workshop III 簡介

2:30 PM-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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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ible 聖經信息
B-301

西 W1

聖言與聖靈：盟約更新的應許

正道福音神學院

呂紹昌 jlu@les.edu

將從聖經的探討（賽 59:21；民 11:24-30 等）起，來探討聖經與聖靈在上帝盟約更新的應許、
實踐上的重要性。
B-302

西 W3

◎新約的文學欣賞

南灣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陳嘉式 tankashek@gmail.com

1. 空間的意義: 〈無花果樹栽在葡萄園裡，路 13:6-9〉
2. 傳道者的謀略:〈腓利門書〉
B-303

西 W2

◎靈意讀經法(二)

台福總會

許輝世 josuehsu@yahoo.com

講員將分享他在個人靈修、個別談道、小組查經，善用靈意讀經法，甚得亮光，而体會屬靈
更豐盛的意義。願與大家分享，一同研討。
B-304

西 W4

默想神話語的靈修

正道福音神學院

蘇文隆 wilfredsu@les.edu

為什麼明知靈修重要，許多人卻仍是應付了事？本課程幫助你學會領受神話與的甘甜，享受
有規律的靈修生活。
B-305

西 W5

從使徒行傳認識聖靈

正道福音神學院

吳維和 wuweiho@gmail.com

解析使徒行傳中聖靈的位格與作為：聖靈如何使人生命翻轉，造就人才面對挑戰，帶出宣教
使命與策略等。更認識聖靈，更能讓聖靈使用我們成就神的旨意。
Family 家庭事工
F-301

北 N2

◎只要“抱抱”，不要“暴暴”

真愛家庭協會

顏宏惠 yen@familykeepers.org

「家暴」不只是「家務事」
，更是婚姻家庭的殺手和社會問題，每一個人都需要學習如何去愛，
方能攜手建造長長久久、互相尊重的親密關係。
F-302

北 N3

如何幫助孩子激發潛能

聖迦谷羅省教會

孫幼菊 conniesunli@gmail.com

我們的孩子是上帝精心創造的；作為父母，我們的責任是引導孩子、完成上帝精心創造他的
目的。
Theology 神學話題
T-301

南 S1

普世基督教動態 (亞、非、拉丁美洲) 正道福音神學院

柯立天 rcook@les.edu

世界宗教景觀以及基督教會過去 50 年有極大變化，基督教快速增長引發關注探討。本課介紹
一些主題研究：五旬節派、社會參與和貧窮，傳福音與政治，獨立基督教運動，普世神學。
T-302

南 S2

◎聖靈的工作，教會的見證

蒙市信義會基督堂

卯思興 Szuhsingm222@gmail.com

聖靈的工作，乃完成天父所計劃並託付聖子所作的工作。透過聖靈的工作，我們認識上帝，
學習如何信靠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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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Workshop III 簡介

2:30 PM-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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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301

南 S3

後現代知識份子的挑戰和出路

台福總會

李輔仁 albanylee@efcga.org

在科舉結束後的現代社會，還有所謂的“知識份子”嗎？在只有專家，沒有知識份子
的時代，基督徒可以在其專業領域內，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
E-302

中 200

如何面對教會衝突

正道福音神學院

張磊 zhanglei357357@gmail.com
顧國興 gugreen@yahoo.com

放眼當今教會，時常看到當衝突產生時，由於缺乏對聖經真理的把握，加上人性的軟
弱，致使衝突擴大，以至於教會受傷害、主名遭虧損。本課嘗試依照聖經原則來預防
及面對教會衝突。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歌隨靈動-敬拜禱告祭壇

M-301

北 N1

M-302

使用電腦科技敬拜智能軟體，在全地建立敬拜禱告祭壇，從個人、家庭、職場、小組
到教會在沒有音樂家的情形時，仍然能夠自由深入地敬拜禱告!
東 E1 屬靈恩賜的發現、發展與運用
正道福音神學院
蔡嘉師 gchoi1@socal.rr.com

M-303

東 E2

有情天音樂世界

陳逸豪 heaventunes@yahoo.com

神在每個時代賜給祂的工人有權柄、能力和恩賜去完成祂的工。本講座帶每位聽眾作
屬靈恩賜測驗，並根據聖經原則教導如何尋求發展各人的恩賜。
新生命靈糧堂
劉筱文 liuchristina43@yahoo.com
選擇面對現實
幸福快樂，在乎你的抉擇！自古以來，男男女女在追尋幸福快樂 —— 卻往往找錯地
方或用錯方法。

M-304

東 E3

教會團隊佈道策略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林曾靜 cwtclin@gmail.com,
林奇輝 linandrew2@hotmail.com

以福音團隊佈道為方向，提供有效策略，使整個教會信徒動起來，同心傳承實踐大使
命，達到信徒靈命操練更新，教會增長的目的。
M-305

東 E4

閱讀越有益

台福傳播中心

曾慶南、莊光梓 efccc@efccc.org

本課程將介紹四本精彩的屬靈書籍，並在眾多書籍中，按靈程階段列舉好書，讓大家
透過閱讀，靈命成長。
Panel Discussion ( 2:30 PM-4:00 PM) ※英華雙語
林志堅 peter.lim@ambassadornet.org
林信良 seanlin3388@yahoo.com
林慈敏 amylin@les.edu
Generations to Generations
董家驊 jhdoong@gmail.com
Do you feel the tensions among your church because of generational clash? Will you make best effort to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This panel provides a chance of healthy dialogue to help church facing the challenges
ahead.

代代相傳:從 1 到 1.5 之間
中 201

正道神學院、
洛福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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