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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牧師/長執會
北美各臺灣教會 牧師/長執會
北美教協神學研究會同窗

事由：通知 2017 年會及神學研究會
1. 神學研究會主題：變革與創新--宗教改革五百年，教會突破新契機
1517 年，馬丁路德在教會門上貼出九十五條論綱，探討當時教會內部的種種問題，加上印
刷術的普及，讓宗教改革思想得以迅速傳播至歐洲各地，形成一股新興力量，引發驚天動地
的宗教改革，從聖經詮釋、神學教義、聖樂格律到崇拜儀式，發展出教會嶄新風貌，當年宗
教改革主要口號是「ecclesia semper reformanda 教會要不斷地改革」
，這是一場永無止境的
改革運動及使命，2017 年是記念宗教改革五百年的重要日子，正是教會檢視過去和開創未
來的關鍵時機，簡而言之，改變與創新是宗教改革運動的精神核心，神學研究會將針對聖經
詮釋、信仰體驗、崇拜禮儀、聖樂變革作深入性的探討，回到聖經重新檢視今日教會的崇拜、
解經講道、信仰生活、聖樂等，發揚宗教改革的精神。
2. 師資介紹：
 Rev. Dr. John Lee, Academic Dean, The John Leland Center for
Theological Studies; M.Div., Gordon-Conwell Theological Seminary;
S.T.M., Yale Divinity School; Ph.D.(in philosophy of religion and
theology), Claremont Graduate University; Pastor, Rock Presbyterian
Church; ordained in PCUSA, Vice-President and Teacher of
Reformed Institute of Metropolitan Washington. 主講「宗教改革
對基督徒信仰的影響及未來趨勢」
 北美神學研究會特約講師周宏毅牧師，Graduate Theological Union 舊約博士，Firs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Fremont 主任牧師，多年擔任研習會主要講師，深獲學員
好評，主講「宗教改革對聖經詮釋的演變及未來趨勢」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推薦講師黃春生牧師，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中原大學宗教
研究所碩士，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濟南教會主任牧師，台灣神學院兼任講師，近
年在台灣推動處境查經班，牧會及教學經驗豐富，主講「宗教改革對教會牧養的實
踐與發展趨勢」
 陳志宐老師（台南神學院教會音樂系學士，西敏寺音樂學院音樂學院碩士，主修合
唱指揮，曾任普林斯頓神學院詩班助理指揮， Bella Bartok Choral Institute 客席指揮，
紐約福爾摩沙合唱團首任指揮，經常受邀至世界各國擔任研習會講師或演奏者，實
務及講課經驗豐富。林皙陽牧師（曾任台灣神學院圖書館主任，專精教會聖樂演變
歷史，現任長島台灣教會主任牧師）。賴李煦煦師母（台南神學院教會音樂系畢業，
曾任台南神學院音樂系助教、美國東部多所教會聖歌隊指揮，現任紐約福爾摩沙合
唱團音樂總監），三位老師共同帶領「宗教改革對敬拜聖樂的影響及未來趨勢」專題，
另有多場專題演講，節目精采可期，即日起開始接受報名，請轉寄給親朋好友！

北美教協年會配合北美神學研究會將在同一地點召開，不但節省經費 又達到進修效果，同
時又能與美國、加拿大、台灣各地的牧者長執切磋交流服事經驗，一舉數得。今年將在美國
馬里蘭州巴爾的摩（Baltimore）的巴城中華基督教會舉行，感謝沈德來牧師大力協助，他出
身台灣布農族牧師家庭，畢業於台灣神學院，美國波特蘭 Western Evangelical Seminary 基督
教教育碩士，曾任教於玉山神學院，造就不少優秀原住民牧者，1998 年起擔任巴城中華基
督教會主任牧師至今。
A. 神學研究會
日期：10 月 3 日 (週二) 下午 1:00 起開始報到，10 月 7 日 (週六)中午結束。
地點：巴城中華基督教會 1800 Cromwell Bridge Road, Parkville, MD 21234
旅館：Best Western Plus Towson Baltimore North Hotel & Suites
1100 Cromwell Bridge Rd, Towson, MD 21286
費用：神學研究會（含四夜十二餐）
報名住宿者$380（雙人房價格）， 若登記單人房，每晚加收 $50
無住宿者$180
B. 北美教協年會 ： 10 月 5 日 (週四) 下午 12 :30-2:00 pm
** 北美教協年費，請將支票直接交給財務組
C. 交誼旅遊：
美國東部經典四日遊 （華府、巴爾的摩、紐約等觀光景點）
10 月 7 日-10 月 10 日（含旅館住宿、晚餐、豪華冷氣巴士、司機小費、部分參觀門費）
每人費用 (以兩人房計) $395
** 旅遊結束預定 10 月 10 日晚上七點回到 Newark Liberty International Airport，回程機票請訂當天
晚上十點以後或隔天的班機
D. Early Bird Discount 優惠價格截止日期：2017 年 8 月 31 日（以郵戳為憑）
旅館給予大會特別優待，請留意優惠報名截止日期。
9 月 1 日以後或臨時報名者，每人酌收差額費用＄60 元（或每晚$15 元），敬請見諒！
E.教育委員會設有「師母補助獎學金」
，補助對象包括師母、女牧師、女傳道、女神學生及退休師
母，因每年獎助金額有限，以教會未提供補助者優先考慮，大會將斟酌實際需要予以補助，請在報
名表的獎學金一欄打勾，截止日期 2017 年 8 月 31 日（以郵戳為憑）
，恕不接受臨時申請。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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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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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ltimore/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hurgood Marshall Airport（代號：BWI）
有關機場接送，請聯絡沈德來牧師 410-207-1531 或許明遠牧師 714-204-9922
北美教協主席 : 黃博書長老
教育委員會 : 許明遠牧師
聯合敬邀

2017 神學研究會報名表
個人資料 (若夫婦報名，共同填寫一張即可)
姓名 Name

配偶姓名 Spouse Name

中文:

中文:

英文:

英文:

□男 Male □女 Female
email:

□男 Male □女 Female
email:

通訊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家 Home

手機 Mobile
服事職稱 （請打勾）

所屬教會或機構 Church / Organization Name

□牧師 □牧師娘 □傳道
□教師
□長老 □執事
□神學生 □平信徒
活動選項及費用 ＊優惠報名截止日期：8/31/2017 以前(郵戳為憑)，9 月 1 日以後或臨時報名者，加收$60 差額費用
參加神學研究會

□住宿(含講義、旅館、餐點)

$380 ×

人

□無住宿（含講義、餐點）

$180 ×

人

□九月一日以號報名者差額

$60 ×

人
費用 $ …………………………….

雙人房室友名字(中文/英文)

單人房費用（每晚加收＄50 元）
□10/3

費用 $ …………………………….

□10/4 □10/5 □10/6

□ 參加「美國東岸經典四日遊」
（含旅館、交通、小費、早晚餐以及部分門票，部分參觀門票自由參加）
$ 395 (以兩人房計算) ×

□ 支票號碼
** □ 申請師母獎學金補助

人

費用 $ …………………………….

□ 現金

合計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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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機場： □ BW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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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機場：□ BWI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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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AM

PM
）

AM

P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