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洲臺灣教會協會教育委員會 
EDUCATION COMMITTEE OF TCCCNA 

  
受文者：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  

北美教協會員教會  長執會/同工會 

北美各臺灣教會  長執會/同工會 

北美教協神學研究會同窗 
                         

事由：通知 2016 年會及神學研究會 

1. 研究會主題： 

今日人們普遍對世界局勢感到「悶」：對政治「悶」、對經濟「悶」、對道德公義淪喪

「悶」、對教會發展「悶」；不知不覺當中，「悶」使人們對前途失去信心，也失去期待

的熱情。當人們被層層苦悶與虛假包圍時，上帝對這世代基督徒的期待與使命究竟為何？

對此，今年神學研究會主題訂為「悶世代的傳道、聽道、行道」，希望透過三位主要講

員的信息與教導，幫助教會及信徒掙脫「悶」世代的枷鎖，有效地在這世代中傳講、領

受、實踐聖經的真理。 
 

2. 師資介紹： 

今年的神學研究會有卓越的講師陣容。大會主要講師為任教於
Emmanuel College of Victoria University in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的舉世知名講道學權威 Dr. Paul Scott Wilson。 

Wilson 教授著作等身，曾任 Academy of Homiletics 會長，是著

名的「四頁講章」講道法創始人，這是牧長、長執、信徒親自

聆聽世界級大師的千載難逢良機，請萬勿錯過。大會另外兩位

講師，分別是由台灣基督老教會總會推薦的劉炳熹牧師，現任

東部中會議長及台東新港教會主任牧師，以及多次擔任北協神

研會舊約講師的周宏毅牧師，現任美國加州 Firs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Fremont 主任牧師；節目精彩可期！ 
 

北美教協年會配合北美神學研究會在同一地點召開已經成為傳統，不但節省經費 又達到

進修效果，一舉兩得。今年將在加拿大多倫多舉行，由多倫多台灣基督教會協會協辦，

活動地點為多倫多台恩基督教會。多倫多台灣教會協會成員包括：台恩基督教會、台灣

聯合教會、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A. 神學研究會 

日期 : 十月四日 (週二) 下午 1:00 報到至十月八日 (週六)午餐後結束。 

地點 : 多倫多台恩基督教會 841 Progress Av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費用 : 參加神學研究會（包含四夜十二餐） ：每人 $350 

（ ** 住宿費用以雙人房價格計算，單人房每晚加收 $60） 

參加神學研究會（無住宿者）：每人 $150 



住宿地點 : BEST WESTERN PLUS EXECUTIVE INN 

38 Estate Drive, Toronto, ON M1H 2Z1          Phone: (416) 430-0444 Ext.102 

 

B. 北美教協年會 ： 10 月 6 日 (週四) 晚上 7 pm 

          （** 北美教協年費，請將貴教會支票直接交給財務組）              
 

C. 觀光旅遊： 

            多倫多市區觀光及馬偕故鄉旅遊 (含交通及週六、週日兩晚住宿、餐飲自理)    

10 月 8 日 (週六下午) 參觀多倫多市區觀光景點 

10 月 9 日 (週日下午) 參觀馬偕博士故居及教會 

自由報名，有興趣者請在報名表上註明，需住宿者每人 $ 140，不住宿者 $50 
 

             加拿大東部經典三日遊 

10 月 10-13 日（含三晚住宿、3 午餐 3 晚餐、交通、小費、部分入門費） 

遊覽蒙特利爾的自然生態館, 聖約瑟夫大教堂, 奧林匹克公園,渥太華的加拿大文明博物館, 

加拿大戰爭博物館, 舊國會大廈, 魁北克古城區, 聖勞倫斯國家公園,乘坐千島遊船、京士

頓市政廳, 皇后大學, 皇家軍事學院……等名勝古蹟（請參附件） 

費用全程每人$395              
 

** 參加旅遊者，回程機票請訂十月十三日或往後的日期 
 

D. Early Bird Discount 優惠價格截止日期：2016 年 8 月 31 日（以郵戳為憑） 

為配合旅館作業，本會必須在一個月前登記住宿房間及人數，請注意截止日期。 

 9 月 1 日以後或臨時報名者，每人酌收手續費＄30 元，敬請合作！ 
 

E.教育委員會設有「師母補助獎學金」，補助對象以師母、女牧師、女傳道、神學生及退休師母，

且教會未提供補助者為優先考慮，名額有限，大會將斟酌個人經濟狀況及實際需要予以適當補

助，請在報名表上獎學金一欄打勾，截止日期 2016 年 8 月 31 日（以郵戳為憑），恕不接受臨

時申請。 
 

F.報名: 為避免跨國銀行的昂貴手續費用，大會只收美國發行的銀行支票或現金，支票抬頭請寫

TCCCNA，請將報名表連同支票寄到： 
Rev. Ming Yuan Hsu 

1721 Brookfield Ave., La Habra, CA 90631 
 

G. 機票訂購及接送：機票請訂 Toronto Pearson International Airport（YYZ），大會協助安排機場

接送。當日如有任何接送問題，請聯絡多倫多台灣教會協會主席柯約翰牧師 647-702-2950；

289-780-4479 或許明遠牧師 714-204-9922 
 
 

北美教協主席 : 林皙陽     

教育委員會 : 許明遠    聯合敬邀 
  

tel:647-702-2950
tel:289-780-4479
tel:714-204-9922


2016 神學研究會報名表 

 

個人資料  (若夫婦一起報名，請填寫一張即可) 

姓名 Name (中文 Chinese)   

1. 
2.  

(英文 English)                                           

1. 
2.        

性別 Gender 

□ 男 Male  □ 女 Female   
□ 男 Male  □ 女 Female   

通訊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家 Home     

                                

手機 Mobile  

 

所屬教會 Church Name     

 

服事職稱 （請打勾） 

□牧師/牧師娘   □傳道    □教師   □神學生 

□長老     □執事     □平信徒 

電子郵件 e-mail 

 

優惠報名截止日期：8/31/2016 (郵戳為憑) 

填表日期：                                                          

活動選項及費用 

參加神學研究會                  □住宿  $350            □不住宿  $150                     

                                                                                                                         費用 $ ……………………………. 

雙人房室友名字(中文/英文) 

 
 

      單人房費用（每晚加收＄60 元） 

    □10/4     □10/5    □10/6   □10/7 

        費用 $ …………………………….                                                           

□ 參加多倫多市區觀光及馬偕故鄉旅遊（含兩晚住宿）  

                住宿者每人 $140（單人房加收 $120）  不住宿者每人 $50                    費用 $ …………………………….    

      □  參加「加拿大東部經典三日遊」   $395                                       

                                                                                                                         費用 $ …………………………….    

                                                                                                                     

                                                                                                                         合計 $ …………………………….                                                                                                                

**  □ 申請師母獎學金補助           （以下空欄由教育委員會填寫 ，補助金額 $                       ） 

班機資料及交通接送 

去程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需要接送人數：                   抵達時間：               年             月           日     AM                PM 

抵達機場： □ YYZ        □ 其它機場（請註明機場代號或名稱：                                                     ） 

 

回程      航空公司：                                                                 班機代號： 

需要接送人數：                   出發時間：               年             月           日     AM                PM 

出發機場： □ YYZ        □ 其它機場（請註明機場代號或名稱：                                                     ） 
 

□ 請大會安排接送     □我會自行開車     □  我可以幫忙機場接送（可接送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