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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廣淵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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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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葉榮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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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Irvine 愛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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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主席的話
萬國的救恩

主題講員介紹
基督徒教育與宣教

呂紹昌 牧師

周淑慧牧師
Rev. Susan Chou

ABC 大會籌備委員會
主席

富勒神學院教牧博士
「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大會」進入
了第三年，我在主裏感恩不住。像這類
性質的聚會，仍然吸引了龐大數目的弟
兄姐妹，頂著南加州炙熱的九月秋老虎
來參加營會，我心中很感動。這是主自
己的工作，在眾人心中感動與帶領，看
重神的話語與教會生活的實踐。
今年的主題是『萬國的救恩』。九
月份，也是各個暑期短宣隊平安回來，
報告神的大能工作，悅納各地的聖工。
眾人聚集見證感恩，誠然是一件美事。
主日學教育與宣教的關係密切，也是很
自然的事。主耶穌不就吩咐說：『你們
要去，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
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
的，都教訓他們遵守，我就常與你們同
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太 28：19-20）。
這是命令，更是應許，並且是我們的回
應與委身於傳揚的事奉。
許多人意識到，身為主的門徒，在
傳揚福音之上，我們有責任關懷與事奉
社區，在我們的鄰舍中作主的見證，如
先知彌迦所言：『世人哪、耶和華已指
示你何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甚麼呢。
只要你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你的 神同行。』（彌 6:8）為此，
同工們將明年教育大會的主題定為『行
公義、好憐憫』。除了今年豐富的的屬
靈喜宴，我們繼續相約明年的聚集。
願上帝繼續造就我們，在基督耶穌
裏堅定我們心中的渴慕，口中的言語，
手中的工作，生活上的見證，教外的名
聲，教會中的事奉，全人全家的祝福！

曾任柑縣台福教會主任牧師
現任豐盛生命中心總主任及正道福音神學院兼任教師
周牧師於 2002 年在東歐創建豐盛神學院，迄今在歐陸
已有 6 處分校。

主要用你

劉富理牧師
Rev. Felik Liu
富勒神學院博士
曾任洛杉磯台福教會主任牧師，自 1989 年擔任正道福
音學院(前台福神學院)首任院長迄今。
劉院長秉持『為主圖謀大事，搶救百萬靈魂』的負擔，多
年來帶領台福教會同工在北美及海外推動植堂宣教。服事
注重靈命更新，門徒造就，個人談道及全人醫治。

ABC 籌備委員會
主席:

呂紹昌牧師

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務長

副主席:

莊瑞陽長老

台福總會主日學事工 負責人

執行秘書：

陳善純傳道

正道培育中心 主任

委員
陳敏欽牧師

台福總會 總幹事

陳慶霖長老

台福總會 研究發展

莊澤豐牧師

愛恩台福 代理主任牧師

林信良長老

台福傳播中心 主任

蘇文隆牧師

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授

劉仁欽牧師

聖迦谷羅省基督教會傳愛關懷中心 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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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C 2009 Program Quick View 課程速覽
主題信息(I) 基督徒教育與宣教

9:00 AM-10:30 AM
Workshop I

(10:45 AM-12:00 noon)

Workshop II

(1:00 PM-2:15 PM)

講員/周淑慧牧師 Rev. Susan Chou
Workshop III

(2:30 PM-3:45 PM)

Bible 聖經信息

Bible 聖經信息

Bible 聖經信息

聖經啟示文學解經/ 鍾李英

《箴言》之「敬畏神」/ 慎勇

◎先知的角色與精神/ 卯思興

Y 世代創意查經/ 鄭兆偉，陳子強

姐妹講道可以嗎?/ 吳維和

英雄事奉的再思/ 秦民輝

約伯記的 Y 世代意義/ 汪瀅

關聯法聖經教學/ 趙保羅

舊約教學淺見/ 劉翼翹

從創世記三十八章看猶大/ 戴元涔

從聖經看領導/ 洪理

異象－從摩西到約書亞 / 張宣信

誰是神的兒女？/ 門大綸

聖地綜覽介紹—走訪耶斯列平原/ 曾修剛 救恩的基礎 / 黃鴻興
◎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恩/ 許輝世

歸納法查經簡介/ 侯香璿
◎從腓利門書看關係的建立/ 蘇文隆

Family 家庭事工

Family 家庭事工

精彩的兒童教育/ 李秀玲、馬芳芳

成為傳遞生命的關懷者—以臨終關懷 投資生命彼此祝福－如何長期照顧家
為例/ 劉仁欽
中長輩/ 蘇文安

擁抱生命的樂章─真理帶來自由/
蘇柔允、徐雅芬

Family 家庭事工

夫妻差異的認識與調適/ 林國亮

中年策略：逆中取勝/ 熊聖華

做你孩子的生命教練/ 陳安娜

天堂在我家/ 李志榮

Theology 神學課題

Theology 神學課題

Theology 神學課題

基督徒的屬靈成長模式/ 陳頌慈

認識異端：基督徒科學會/ 陳敏欽

屬靈的轉化-由屬靈操練開始/ 劉小玢

罪與救恩/ 陳愛光

深淵與深淵響應/ 蔡茂昌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thics 信仰與倫理

走出沉溺、解開捆綁/ 伍許禎砡、金磊

同性戀是罪嗎？/ 陳炳中

◎公義的和平/ 陳輝茂

◎如何在人際關係中自我成長/

突破財務困境的聖經原則/ 陳信言

合成生物科學前瞻－禍兮福兮/ 謝建國

從聖經看人際衝突管理/ 劉港木

教會「愛與衝突處理」的藍圖/ 劉哲沛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如何幫助人明白及教導「得救的確據」/

教會在職場/ 李虹

建立宣教使命的教會/ 邱志健

教會癌症關懷事工/ 楊王惠真

禱告的更新─如何推動教會的禱告會/

陳鋕清、晏奎文

生命彩排－領導效能訓練/ 關則敏 、張信芬
領導者如何面對現今的挑戰/ 胡明智、李龍泰
後繼有人—新領袖的產生/ 胡文善、盧傑

盛文、楊平

福音門訓策略 探秘教會增長/ 林曾靜、 省錢大作戰！運用免費軟體，全球絢
莊澤豐
年輕人，你在哪裡？/ 董家驊
林奇輝、張雪玉 麗服事/ 張皓晶
心理健康多面觀/ 彭雅各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陳善純、陽蕊萌 ALPHA 啟發課程教戰手冊/ 李基藏
教與學的心靈對話/ 張信芬、劉曉麗
青少年事工的思考和探索/ 陳翔、佘明恩
中文輸入有撇步/ 吳少康
主日學事工座談會

主日學事工座談會

成人主日學 Q&A

兒童主日學 Q&A

4:00 PM-5:30 PM

主題信息(II) 主要用你

講員/劉富理牧師 Rev. Felix Liu

有◎標記者為台語課程，無特別記號者為華語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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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I 簡介
課號
教室
Bible 聖經信息

課程名稱

B101

115

聖經啟示文學解經

B102

118

Y 世代創意查經

B103

119A

約伯記的 Y 世代意義

B104

119C

從創世記三十兪章看猶大

鍾李英 ying.lijones@verizon.net
鄭兆偉、陳子強 logosfrank@gamail.com
汪瀅 jessieyingwang2003@yahoo.com

10:45 AM-12:00 Noon

教會/機構
正道福音神學院
正道福音神學院
正道福音神學院
正道福音神學院

戴元涔 adamu.tai@verizon.net

B105

119E

誰是神的兒女？
門大綸 dalen.men@sbcglobal.net

正道福音神學院

課程簡介
末世臨近，聖經啟示文學成為關注，本課程將給您一把鑰匘
來解讀其中光怪陸離的象徵世界，認識神的心意。
如何利用創意吸引青少年喜歡查經，我們將設計一個 Y 世代
的查經法，透過討論，集思廣益一些新的查經方法。
上帝不是賞善罰惡嗎？為何義人會受苦？約伯三友所說的話
難道不對嗎？本課程將探討約伯記在現今的應用。
為什麼創世紀 38 章夾在約瑟的故事（37 章至 50 章）的中
間？猶大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他人生的轉捩點為何？
歡迎你來探索。
藉著約翰一書認識神，更知道一個屬神的兒女應該有的品
性特質。

Family 家庭事工
F101

119B

F102

129B

F103

120

精彩的兒童教育
李秀玲 shiaulinle@gmail.com
馬芳芳 ma_sally@hotmail.com

正道福音神學院

擁抱生命的樂章─真理帶來自由
蘇柔允 zoehsiau@yahoo.com
徐雅芬 tim8melody@gmail.com

做你孩子的生命教練
陳安娜 deanna.go@fotf.org

正道福音神學院
愛家協會(Focus
on the Family)
華語部主任

Theology 神學話題
T101
129C
基督徒的屬靈成長模式

伍許禎 jennyhsuwu@yahoo.com
金磊 jinlei81@hotmail.com

E102

109A

如何在人際關係中自我成長(台語)

E103

109D

生命彩排--領導效能訓練

E104

109G

領導者如何面對現今的挑戰

E105

109H

“後繼有人” — 新領袖的產生

陳鋕清 psalms231@yahoo.com
晏奎文 blessyen@pacbell.net
關則敏 jasmtl@gmail.com

結合基督教靈修神學和現代服事成長階段之理念，提出一
套基督徒的屬靈成長模式，幫助信徒辨認神在自己生命中
的作為。

正道福音神學院

介紹何為沉溺行爲，沉溺者可能面對的挑戰，及戒除的條件與
方式，另外也將探討身為輔助同工的角色與態度。

正道福音神學院

快速變化的時代中，什麼是對自己最重要的呢？自我成長
是否是你我習慣中最重要的習慣呢？

正道福音神學院

本課程以保羅為典範，分析如何塑造出具有生命力及領導
效能的屬靈領袖。

正道福音神學院

二十一世紀社會對教會的挑戰是什麼?更要儘早以聖經的
真理領導信徒，學習耶穌基督領導的模式，為因應之道。

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會的薪火相傳必須後繼有人。本專題將以聖經的基礎討
論教會新領袖產生的理念及有效的實踐。

正道福音神學院

人人都說得救好，只是多人不明瞭。要明白得救的真實意
義嗎?請來 ABC 大會。

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會增長成功例案- CWT 團隊佈道門訓大優勢的策略與實
施探秘教會增長。

正道福音神學院

滿意自己服事的崗位嗎？是否得心應手？還是「力」猶未
盡？請來重新數算神的恩典與禮物，盡心做恩賜的好管家！

正道福音神學院

更了解各方面都在發育的青少年, 事工的困難、挑戰, 並
扎實的培育他們做主門徒。

正道福音神學院

教你如何用漢語拼音法在電腦上快速輸入中文。介紹目前
市面上最好的免費中文軟體，保證不虛此行。

張信芬 hsinfenchang@hotmail.com
胡明智 hu.mingc@gmail.com
李龍泰 pooh-0913@hanmail.net
胡文善 whu_91361@yahoo.com
盧傑 hsvlu@yahoo.com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如何幫助人明白及教導"得救的
M101
115B
確據"
盛文 hsvsheng@yahoo.com
楊平 jpyang3240@gmail.com

M102

200

福音門訓策略，探秘教會增長

201

作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林曾静、林奇輝、張雪玉
cwtclin@gmail.com

M103

陳善純 sandra@les.edu
楊蕊萌 Sandra.y.les@gmail.com

M104

203

青少年事工的思耂和探索
陳翔 mikexiangchen@yahoo.com
佘明恩 evolyhtac@hotmail.com

M105

202

中文輸入有撇步
吳少康 shawkang@gmail.com

當人說：
「請你跟我這樣做」時，誰需要先做？當人說：
「愛
人如己」時，我們要先愛自己還是他人？讓我們來探討何
為「似是而非」
，何為「絕對真理」
。
這是物質豐富的時代，但很多家庭「窮得只剩下錢」
。沒
有任何成功能彌補婚姻家庭的失敗，每個問題青年的背後
往往有一個問題家庭。在孩子的心靈栽種美好的信念，將
會培育一個有美好品格的人。

聖迦谷羅省教會
陳頌慈 joycec2@yahoo.com

Ethics 信仰與倫理
走出沉溺、解開捆綁
E101
129D

您希望讓孩子的教育問題不再是父母的重擔，而是全家人
的祝福嗎? 歡迎來我們的工作坊聽我們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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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課程 II 簡介
課號
教室
Bible 聖經信息
B201

115B

課程名稱
《箴言》之「敬畏神」
慎勇 markyongshen@yahoo.com

B202

109A

姐妹講道可以嗎?
吳維和 weihowu@les.edu

B203

109D

關聯法聖經教學
趙保羅 Paul.zhao@fecsgv.org

B204

200

1:00 PM-2:15 PM

教會/機構

課程簡介

格蘭岱爾羅省教會
牧師

《箴言》採用警句風格來表達每個主題的真理，其中最突出的
主題就是「智慧」
，敬畏耶和華是得著「智慧」的首要原則。
請來一起認識「敬畏神」的含義，活出「敬畏神」的豐盛生命。

正道福音神學院
新約教授
聖迦谷羅省教會
國語堂助理牧師

從聖經看領導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洪理 li_a_hung@yahoo.com

B205

109G

聖地综覽介紹—走訪耶斯列平原
聖迦谷羅省教會
曾修剛 Tzeng3927@aol.com

B206

109H

從出埃及記看神的救恩(台語)

姊妹講道可以嗎?聖經對此問題提供的答案為何?我們將從新
約經文作探討。
「關聯法」教學是將聖經內容與歷史背景、講員個人的生命、
聽眾的需要，乃至當前的世代相關聯。使聖經教育不只是理論
研究，而能帶給信徒活潑的生命。本課程將以詩篇 73 作示範。
整本聖經充滿各樣的領導模式與教訓。本課將從釋經學角度，
以提摩太後書為例，學習發掘聖經的領導真理與原則，並應用
在事奉與生活中，完成神在個人身上的託付。
你知道耶斯列平原是末日決戰哈米吉多頓的所在地嗎？你熟
悉伯珊城與掃羅王及基列雅比人的故事嗎？本課程帶你臥遊
耶斯列平原，透過認識以色列的史地環境來學習聖經教訓。

台福教會退休牧師

以出埃及記為鑰匘，一起來開啟上帝早就為人類所預備救恩的
寶藏，並體會其長闊高深之奧祕，且加以實際應用，分享廣傳。

聖迦谷羅省教會
傳愛中心
主任/牧師

教導關懷事工之內涵與重要性，如何應用於醫院探訪、家
暴處理、婚姻危機、癌友、長者等對象，並以臨終關懷為
例，提供實際的方法與資源。

正道福音神學院
輔導學教授

一對夫妻不論如何相愛與委身，他們彼此間的差異難免會帶來
衝突，甚至是一再重複發生的衝突。本專題探討化解之道。

北美傳神協會
總幹事

如何透過「家庭祭壇」
，讓全家享受在地如在天的家庭生活，
將神所應許的祝福代代相傳。

台福總會
總幹事/牧師

「尊敬」與「錯誤」不可相提並論。上帝是生命、真理和
愛的宇宙性原理嗎?罪、病痛、受苦、死亡是幻覺嗎? 心靈
手術的教導正確嗎? 我們不是針對生活型態，乃是針對信
仰內容向異端做出回應。

正道福音神學院
系統神學教授

福音是好消息，能解決人生命中的一個大問題，就是罪。
罪是什麼？罪和它的結果如何在我們的生活中出現？耶穌
基督的救恩怎樣解決罪的問題？請細聽分解。

愛恩台福教會
傳道

加州 8 號提案，是這幾年來的熱門話題。 如果同性戀是受基
因影響，我們還能說同性戀是罪嗎？在與非基督徒對話時，要
如何讓不信聖經的人認同你的價值觀呢？請一起來探討！

許輝世 josuehsu@yahoo.com

Family 家庭事工
F201

119A

成為傳遞生命的關懷者—以臨終
關懷為例

118

夫妻差異的認識與調適

119B

天堂在我家

劉仁欽 Samuel.liu@fecsgv.org

F202

林國亮 kling@les.edu

F203

李志榮 usapom@gmail.com

Theology 神學話題
認識異端：基督徒科學會
T201
201
陳敏欽 peter.chen@efcga.org

T202

120

罪與救恩
陳愛光 ekron@les.edu

Ethics 信仰與倫理
同性戀是罪嗎？
E201
115
陳炳中 BCSL01@gmail.com

E202

119E

突破財務困境的聖經原則

119C

從聖經看人際衝突管理

東安台福教會
陳信言 peter.chen.aci@gmail.com

E203

劉港木 livingstone.liu@gmail.com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教會在職場
M201
129B

愛鄰台福基督教會
主任牧師

普世豐盛生命中心

工作的使命是榮耀神，將才能天份貢獻於不斷成長的事業，讓
工作成為敬拜，職場成為服事神、祝福人的地方。職場基督徒
應將神的國帶進社會，發揮影響力，引導人類的文明。

角聲癌症協會
企劃主任

提供癌友關懷訓練課程，如何伴隨癌友和家屬走過憂傷路，並
介紹社區癌症資訊、治療與福利資源。

李虹 marthalee123456@yahoo.com

M202

129C

教會癌症關懷事工

202

省錢大作戰！運用免費軟體，全球
絢麗服事

楊王惠真 lucy@cchc.org

M203

聖達台福教會

張皓晶 efchh1988@gmail.com

M204

129D

ALPHA 啟發課程教戰手冊
李基藏 philipctlee@yahoo.com

目前的經濟蕭條，是否使你陷入財務困境? 請相信上帝有答
案！聖經中有實用又有效的原則，可以引導我們突破困境，並
使這過程成為我們再一次經歷祂無所不能之大能的屬靈旅程。
教會中最令人心痛與複雜的就是人際關係的衝突與撕
裂，聖經中也有許多衝突的案例，如何來處理不同層次地
衝突，並靠主得勝，是本課程希望達成的目標。

洛杉磯台福教會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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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型教會、宣教士還在煩惱進入網路多媒體時代，想科
技化卻因預算有限，異象難以推廣嗎？本課程教您智慧運
用「免費資源」
，讓服事更加閃亮。簡單易學，完全免費！
(純示範教學，學員不需帶電腦。)
這是集佈道與門徒造就於一的課程。洛福自 2004 年至今，
年年舉辦。它使用啟發式的方法，引導慕道者認識基要真
理，與單向式佈道不同。無論大小型教會，都可以舉辦。

專題課程 III 簡介
課號
教室
Bible 聖經信息
B301

129B

課程名稱
先知的角色與精神 (台語)
卯思興 Szmao@verizon.net

B302

129C

英雄事奉的再思
秦民輝 joseph.chun@fecarcadia.org

B303

129D

舊約教學淺見
劉翼翹 ycjliu2000@yahoo.com

B304

202

異象~~從摩西到約書亞
張宣信 itpc2000@yahoo.com

B305

120

救恩的基礎
黃鴻興 hingwong@les.edu

B306

203

2:30 PM-3:45 PM

教會/機構

正道福音神學院
實踐神學教授

先知書是舊約聖經中引人注目的傳記，其運動與思想對以
色列民族的歷史發展和後代思想影響深遠。值得深入研究
探討。
卓然有成之事奉果效，誰不欣羨？參孫神武，智勇雙全，
戰蹟彪炳，一時無兩，何竟下場慘烈，對事奉神的人 (傳
道人) 有何啟迪？又有何鑒誡？
舊約書卷往往令主日學老師與學生都怯步。本課程將介紹一
些教導舊約內容、人物、史地、神學與預言的方式，幫助引
發學員興趣，建立讀經習慣，堅定基督信仰。
基督徒常為「如何察驗上帝的旨意」而掙扎，也常懷疑「神真
會使用平庸的我嗎?」讓我們從摩西與約書亞的經歷來認識上
帝的心意，看祂如何藉著異象呼召我們與祂同工同行。
傳揚救恩要先掌握救恩的內容、經歷和傳遞的方法。本講座
會深入解釋新約中救恩的內容(稱義、重生、與神和好等) ，
引導大家享受救恩全備的祝福，並裝備我們去傳揚這真理。
讀經時你有找不出重點的困惑嗎?會因為資料太雜列不出
大綱嗎?你是否對神的話語有熱忱，對教導有負擔，卻苦
於不懂如何挖掘經文的寶藏?本課程將幫助你開啟全新的
眼光來看聖經!!
藉著研究腓利門書，讓我們一起學習如何在個人、家庭、
教會、職場上建立好的人際關係，既學解經，又學關係，
何樂不為！

真愛家庭協會
副會長

當父母逐漸年邁需要長期照顧，為人子女當如何預備自
己，使自己和家人在漫長而艱辛的照顧過程中，不但有孝
又有敬，且能學習重要的人生功課，並留下溫馨的回憶。

格蘭岱爾羅省教會
牧師

中年面對著：生理、心理、婚姻、家庭、工作、服事與時代的
轉變。客觀而論，實在不利。倚靠神的恩典，採取合宜的策略，
不僅能靠主站穩，更能靠主得勝，去開展黃金的歲月。

聖雅台福傳道

提供你幾個屬靈操練的秘訣，幫助你天天享受親近神，生
命被神觸摸。用被神轉化的生命，影響與你息息相關的家
庭、職場、教會，甚至社會。作光與鹽，正如耶穌的吩咐。

卂橡城基督教會
牧師

深淵與深淵響應；神按著自己的樣式造人，人從心靈深處的
呼喊，渴盼造物主的回應。你認識神並經歷祂嗎？

台福總會
總幹事特別助理/
牧師

如何跟隨耶穌走上八義和平大道( cf. 大中至正 )？登山寶
訓的方針如何落實 JP(Just Peacemaking )？Know Jesus :
Know Peace ( JC for JP, 詩 85:10; 太 5:9~10 )；現今墮落世
界如何應用 JP 十種原則？

聖達台福教會
主任牧師

隨著基因工程和電腦科技的快速發展，合成生物科學順勢
而起，如同雙刃利劍，帶來新的社會效益與風險。當尖端
科技被應用來改造自然、重塑生命，這是福或禍？基督信
仰將扮演什麼角色？

萬縣台美基督長老
教會 牧師
亞凱迪亞羅省教會
主任牧師
洛杉磯國語浸信會
爾灣台灣基督長老
教會牧師
正道福音神學院
新約教授

歸納法查經簡介
愛恩台福基督教會
侯香璿 free_worshipper@hotmail.com

B307

200

從腓利門書看關係的建立(台語)
蘇文隆 wilfredsu@les.edu

課程簡介

Family 家庭事工
F301

119C

投資生命彼此祝福-----如何長期
照顧家中長輩
蘇文安 su@familykeepers.org

F303

119E

中年策略：逆中取勝
熊聖華 shermanhsiung@gmail.com

Theology 神學話題
T301

119B

屬靈的轉化-由屬靈操練開始
劉小玢 chinleec@gmail.com

T302

201

深淵與深淵響應
蔡茂昌 doubleshare@gmail.com

Ethics 信仰與倫理
E301

119A

八義的和平 (台語)
陳輝茂 jpchen@efcga.org

E302

118

合成生物科學前瞻－禍兮福兮
謝建國 ckshieh@yahoo.com

E303

115

教會「愛與衝突處理」的藍圖
劉哲沛 harryliu528@yahoo.com

Law & Mediation
Offices of Harry J. Liu

你知道耶穌對教會如何處理衝突的程序藍圖與具體的步驟
嗎? 你知道如何幫助信徒回應每一個衝突嗎? 除了程序藍
圖，亦將介紹教會化解衝突的聖經原則與實質藍圖。

Ministry 教會事工研習
M301

109A

建立宣教使命的教會
邱志健 Chiu_jonathan@yahoo.com

M302

115B

禱告的更新─如何推動教會的禱告會
莊澤豐 chuang@efcirvine.org

M303

109H

年輕人，你在哪裡？
董家驊 davidd@efcla.org

M304

109D

心理健康多面觀
彭雅各 jameshpeng@gmail.com

M305

109G

國際關懷協會
總幹事/牧師

本課程將帶領學員認識宣教是教會的使命，並探討如何建
立有宣教異象與行動的教會。

愛恩台福教會牧師

從祈禱支取神能力，乃教會復興要訣。讓我們一起學習如何
帶領會眾進入有活力的祈禱，使禱告會不再沉悶呆板。

洛杉磯台福教會青
年事工傳道

教會平均年齡逐年增加？過去學生事工的方法不再適用？年
輕人常說他們不被了解，這是真的嗎？歡迎你加入這個探索
和尋找今日年輕人世界的旅程，開始重建教會的青年祭壇。

長老會聖蓋卖中會
委員/牧師

心理健康在屬靈生命的成長中有時被忽略了，我們該注意
的有那些？當如何照料自己，關心他人，為得那平衡及豐
盛的生命。

喜瑞都羅省教會

你渴望摸到他/她的心嗎？讓我們一同探討「對話式教學」
所產生的「生命交流」及「生命的改變」
。

教與學的心靈對話
張信 hsinfenchang@hotmail.com
劉曉麗 liiii9@yaho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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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日學事工座談會
筆
記
欄
︰

座談會主持人:
林信良長老

台福傳播中心主任

主日學事工座談會焦點將放在對主日學的存在與角
色的討論上，著重於如何創建及維持主日學的系統。希
望能刺激大家的思考和行動，爲眾教會主日學教育的全
面發展提供一些幫助。
成人主日學

10:45AM – 12:00PM

講員:
廖茂爵 聖迦谷羅省教會國語堂傳道
朱易 華人基督徒教育事工

廖茂爵傳道傳道將分享教會主日學如何才有清楚的目標，如何建立事
工目標，如何找出達成目標的有效策略，以及策略就緒後，如何找出
執行方案。

朱易將報告有關教會主日學師資培訓的調查報告，並提出有關主日
學師資培訓的設想。

兒童主日學

1:00 PM – 2:15 PM

講員:
Connie Sun 聖迦谷羅省教會兒童事工主任
Runa Lin 前洛福兒童事工長老
Connie Sun 主任將分享如何透過兒童教會、主日學、暑期聖經學
校、退修會及其它活動，教導孩子學習聖經、主耶穌以及上帝。並
如何為兒童事工確立異象及尋找一個「醒目」的標語。

Runa Lin 長老則將分享她是如何將學校的概念真正落實在主日學學
校的系統建設上，使得兒童主日學有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硬體環境，
不會因學生人數增長，主日學同工的交接而受到影響。

Q & A 時間 歡迎踴躍提問與討論。

願我們都能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和知識上有長進（彼後三
18）
。祝福你、也祝福你在主日學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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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信息 (I)大綱︰基督徒教育與宣教
講員︰周淑慧牧師
一、 基督徒教育之目標 ─ ─
1. 認識基督
長大成大
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

(弗四 13)

2. 連結於元首基督 ─
靠他聯絡得合式 ─
彼此相助 ─
愛中建立自己 ─
二、 了解神在今日世界
1. 全球化的世界
2. 全球化的救恩
3. 全球化的宣教
三、 宣教教育在家庭、教會
1. 教育的能力
2. 家庭與教會之文化
3. 引進聖靈的工作
四、 宣教行動在家庭與教會
1. 參與宣教奉獻
2. 為宣教士禱告
3. 參加短宣、長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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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題信息 (II)大綱︰主要用你
講員︰劉富理牧師
聖經：詩篇 67:1-3;馬可 11:1-11
大綱：

一、讓主使用是恩典

二、讓主使用是榮耀

三、讓主使用當樂意

-8-

ABC 2007~2010 主題一覽表
ABC 2007 《神采飛揚的─家 Healthy Family Healthy Church》
主題信息：

主日學與教會增長 / 林道亮牧師
Sunday School and Church Growth / Rev. Dr. Timothy Lin
主日學與教會健康 / 呂紹昌牧師
Sunday School and Church Health / Rev. Dr. Jeffrey Lu

ABC 2008 《歡喜行主路 Teach Us Thy Way》-詩篇 Psalm 25:4
主題信息：

當代基督徒事奉心意的更新 / 唐崇懷牧師
Perspective Renewal in Christian Ministry / Rev. Dr. Joseph Tong
當代基督徒事奉心態的更新 / 唐崇懷牧師
Attitude Renewal in Christian Ministry / by Rev. Dr. Joseph Tong

ABC 2009 《萬國的救恩 Thy Way and Thy Salvation》-詩篇 Psalm 67:2
主題信息：

基督徒教育與宣教 / 周淑慧牧師
Christian Education and Mission / Rev. Dr. Susan Chou
主要用你 / 劉富理牧師
The Lord Uses You / Rev. Dr. Felix Liu

ABC 2010 《行公義、好憐憫 Acting justly and Loving mercy》-彌迦書 Micah 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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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屬靈裝備資訊
 ABC 網站 www.AccessBibleConvention.org
– 網站內容包括每年大會之課程錄音及 Power Point 檔。
– 大會結束約一個月後，報名學員所屬教會將獲贈課程錄音 CD 一張，請學員逕自向所屬教
會索取，並自行複製。
 台福總會主日學師資支援
– 提供眾教會資深師資與課程的交流支援和資源共享。
洽詢電話︰626-572-6630 # 113
 正道福音神學院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 提供道碩、神碩、基督教研究碩士科以及教牧博士科等。
入學申請洽詢電話︰626-571-5110 # 140

www.les.edu

 正道培育中心 Logos Training Institute
– 平信徒的裝備所，傳道人的加油站。每季開課，並有 DVD 團體教學及網路教學。
入學申請洽詢電話︰626-571-5110 # 159，160 http://lti.les.edu
台福基督教會總會 www.efcga.org TEL︰626-572-6630
ABC 北美華人基督徒教育 www.AccessBibleConvention.org
e-mail︰efc@efcga.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