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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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會及神學研究會 
 

主題：接枝橄欖—邁向「跨文化、多語言」轉型教會的探討 
               The Grafted Olive Tree--A Way Forward for a "Cross-Cultural/Multi-Lingual"     
               Church 
   

「跨文化、多語言」是當前先進社會發展的主要模式之一，北美各大都市早已成為多元化的

都市，台灣在引進新移民之後，自然形成多元文化的匯集，四處可聽到各地不同的語言，

「跨文化、多語言」的影響之一，就是對外來文化的接納與開放態度，逐漸取代過去閉鎖的

傳統觀念。海外台灣人教會移民北美四分之三個世紀之後，如今已邁入第三代，早期基督徒

熱心傳揚福音、建立教會，堅持台灣母語的敬拜，同時為了下一代的需要，同時開拓英語事

工，但這些年來的努力，或者觀念保守，或者新學乍練，或者未能掌握訣竅，造成今日兩代

之間的隔閡日深，教會仍有很長的一段路要走。此外，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總會近年大力推動

「都市原住民」的宣教與植堂事工，由於台灣經濟與社會環境變遷，年輕一代的原住民大量

移往都市定居，原住民教會在都市扎根、轉型的經驗，有其獨特的背景處境，儘管台灣及海

外教會的環境不全然相同，但從不同的經驗分享中，可提供對照性的學習經驗，因而摸索出

更紮實的牧養策略，將有助於原住民教會融入新的社區，並做好教會轉型的預備。 

 

今年大會主題訂為「接枝橄欖」，引自羅馬書第十一章，保羅用橄欖接枝的比喻，處理猶太

人移民與外邦人形成的「同根、共生」教會的挑戰，這種「跨文化、多語言」但「同根、共

生」的經驗與過程，或許可提供海外台灣移民教會一個思考的新起點。感謝神的恩典，為大

會預備堅強的師資陣容，已經邀請到的主要講員介紹如下： 

 

林祥源牧師，美國加州聖地牙哥主恩堂主任牧師，美國使者雜誌主編，除了在教會大力推動

植堂，更實際參與跨文化的宣教事工，林牧師將分享少數族裔教會如何在北美社會，開創

「另類教會」的可行性策略，林牧師亦經常受邀請在美國、加拿大、亞洲地區等主講各特會

及夏令會，同時在北美及歐洲數間神學院擔任講道學客座教授。Rev. Dr. Fred Tanizaki，

美國長老教會 Wintersburg Presbyterian Church牧師，在眾多移民教會中，日裔教會的背

景與台灣族裔的教會比較類似，日裔教會在北美的歷史超過一百二十年，他將分享日裔教會

在北美轉型為「跨文化、多語言」教會的經驗，盼望學員從 Rev. Tanizaki的分享與交流中，

得到新的啟發與靈感。莊孝盛牧師，台灣長老教會總會推薦的講員，他將分享鄉村教會在都

市化的衝擊下，成功轉型與突破的實際經驗與策略，周宏毅牧師是北美地區特約講員，多年

帶領講解聖經，他將從聖經中深度探討福音對文化、語言、種族的影響和衝擊，在新的福音



與舊有猶太人的思想傳統發生衝突的背後，挖掘其中蘊含的豐富神學意義，這也是今日教會

值得深入研究的神學議題。 

 

不可諱言，今日北美洲以台語為主的教會，很快將面臨老化和斷層的窘境，如何激發台灣移

民基督徒的第二代或第三代的認同與投入，將是不容迴避的大挑戰，誠摯邀請各位牧長及教

會同工一起思考並探討未來教會的轉型與挑戰，「跨文化、多語言」是一個可以嘗試的新方

向， 大會講員將分享他們的實際經驗或獨特精闢的見解，同時盼望參加學員也能分享您的

經驗與想法，在聖靈帶領與寶貴服事經驗分享的相互激盪下，期盼凝聚出可行的轉型策略，

為下一代教會奉獻心力，節目精彩可期，歡迎踴躍報名！ 

 
 

師資介紹： 
 

林祥源牧師 

香港出生及長大，1982年至 1990年間，曾擔任菲律賓聖經神

學院講師及靈惠基督教會駐堂牧師。1991年受美國加州聖地牙

哥主恩堂之邀聘，成為該會首任主任牧師。林牧師及其師母李

絢華女仕共同在該會負責牧養、教導、訓練及拓展工作至今已

有 21年之時間。林牧師先後畢業於香港海外神學院及美國 

Grand Rapids Baptist Seminary. 最後在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獲其教牧學博士學位。除教會工作外，

林牧師亦經常受邀請在美國、加拿大、亞洲地區等主講各特會

及夏令會。此外，林牧師亦同時在北美及歐洲數間神學院擔任講道學客座教授。 

 
 

Rev. Dr. Fred Tanizaki 
 

Master of Divinity -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1985 
Doctor of Ministry - Fuller Theological Seminary   2012 
Executive Pastor at Wintersburg Presbyterian Church   1996-
Present 
Moderator of Permanent Judicial Council of ECO So. 
California Presbytery 
 
He serve the people of Wintersburg as Executive Pastor, 
knowing that it was, is, and always will be by His amazing grace. He is a Harley dude, family 
CPA, husband, father, and grandfather. Married to wife Mary; 3 daughters; 5 grandchildren. 
 
 
 
 
 
 

 



莊孝盛牧師 
 

1958 年出生於一個基督教家庭，父母雙方出身於基督教世家，

外祖父也是牧師，1988 年與師母陳信惠從台南神院畢業，兩

人都被按立牧師，受派至竹塘教會牧養一間只有十多人的農

村教會，當時的教會因長年缺乏牧者牧養，所以破碎貧窮、

世俗化，上帝通過這間教會呼召他們 夫婦勵志於台灣鄉村宣

教，30 年來在這間教會孕育門徒，發展成為 365 天，7-11 的

教會，也是宣教導向的教會，莊牧師努力推展宣教外展事工，積極參與弱勢者的照

護，曾兼任喜樂保育院院長六年，現任喜樂保育院暨瑪喜樂基金會董事長、芥菜種

會董事、並曾經擔任 CWM 理事及財務長。 
 

莊牧師於 1982 年成功大學機械工程學系畢業後，1988 年獲得台南神學院道學碩士

(M. Div)，1994 年前往日內瓦 WCC Ecumenical Institute de Bossey 進修，1998 年獲得

美國 LPTS 路易威爾神學院神學碩士(Th. M)，2006 年獲得 LPTS 教牧博士(D Min)。

2000 年至今擔任台南神院宣教神學的兼任講師，並兼任台南神學院牧育長。 
 

周宏毅牧師--北美神學研究會特約講師 

台灣屏東人，現任美國加州 First United Methodist 

Church of Fremont主任牧師。 

在北美地區有將近二十年牧會經驗，經常應邀擔任講師。平

時喜愛研究聖經和神學、閱讀推理小說和漫畫、聆聽古典音

樂和收集唱片，當然他最愛的就是分享聖經的真理，報人認

識耶穌基督！ 
 

另有多場專題講座、聯誼等精彩節目，即日起接受報名，請轉寄給主內兄姊好友！ 
 

北美教協年會配合北美神學研究會在同一地點召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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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將在風光明

媚的加州聖地牙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舉行，歡迎參加！ 
 

A. 神學研究會 

日期：10 月 9 日 (週二) 下午 1:00 起開始報到，10 月 13 日 (週六)中午結束 
 

地點：聖地牙哥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4426 Harbison Ave., La Mesa, CA 91942 
 

旅館：Days Inn & Suites San Diego SDSU 
 7475 El Cajon Blvd, La Mesa, CA 91941 
 

費用：早鳥報名者得享優惠特價（Early Bird Special discount），8 月 31 日前截止  

              住宿者         $380（ 雙人房價格, per person） 

                                    $550 （單人房價格） 

                            無住宿者    $150 （含講義、午晚餐） 



  9 月 1 日以後報名者，依原價收費 

 住宿者         $440（ 雙人房價格, per person） 

                                    $600 （單人房價格） 

                            無住宿者    $180 （含講義、午晚餐） 
 

 

B. 北美教協年會 ： 10 月 11 日 (週四) 下午 12 :00-1:30 pm  

          ** 北美教協年費支票請直接交給財務組              
 

C. 交誼旅遊：（請特別注意旅遊報名說明） 

巴哈墨西哥郵輪—嘉年華幻想號（五天四夜） 

10 月 14 日-10 月 18 日（含住宿、三餐、24 小時餐飲供應、船上各項免費活動及表演 

節目，另外，小費及陸上旅遊則是自費） 
 

每人費用從$333.00-$393.00 不等 (以兩人房計)  ，按客艙的等級計費，詳情請參考旅遊介紹 

附件，有興趣參加的人，請直接與陽光旅遊周小姐聯絡及交費（公司電話 626-965-1168 轉 

分機 106，手機 805-689-0888，e-mail:yuan@sunshineholiday.com, Line ID: un531），優待價格

期間至 6 月 6 日截止，截止日期以後報名者，則按郵輪公司當天的價格收費 
 

** 郵輪預定 10 月 18 日（週四）上午七點抵達南加州 Long Beach 港口，回程機票請訂下午 1:00 PM 

      以後，從 LAX 出發的班機 
 

D. Early Bird Discount 優惠價格截止日期：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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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原價收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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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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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只參加神學研究會的人 

抵達及回程機票，請訂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Airport（代號：SAN） 
 

2.參加神學研究會與旅遊的人 

抵達機票，請訂 San Diego International Airport（代號：SAN） 

 回程機票，請訂 Los Ange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代號：LAX） 
 

有關機場接送事宜，請聯絡蔡尚男牧師 858-248-2352 或許明遠牧師 714-276-7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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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714-204-9922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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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                                     英文: 

□ 男 Male   □ 女 Female    

email: 
 
Line ID: 
 

配偶姓名 Spouse Name   

中文:                                 英文: 

□ 男 Male    □ 女 Female    

email: 
 
Line ID: 

通訊地址 Address 

 
 

電話 Phone 

 

手機 Mobile  

                                

家 Home     

 

所屬教會或機構 Church / Organization Name   

 
 
 

服事職稱 （請打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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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018 以前(郵戳為憑)，9月 1日以後或臨時報名者，按照原價費用   

□ 住宿       雙人房  $380  ×          人        單人房  $550  ×          人  （8/31 以前報名優惠特價） 

                         雙人房  $440  ×          人        單人房  $600  ×          人  （9/1 以後報名者） 

□ 無住宿（含講義、餐點）                $150  ×          人   （8/31 以前報名優惠特價） 

                                    $180  ×          人   （9/1 以後報名者） 

□ 我已報名參加墨西哥郵輪旅遊（OPTIONAL） 

 

       總共費用 $ …………………………….……………….              □  支票號碼                           □  現金           

                                                      

雙人房室友名字(中文/英文) 

 
 

室友聯絡電話：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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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A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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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 LA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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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