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美洲臺灣基督教會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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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會及神學研究會 
 
 

大會主題： 

Got Gospel? 
-- 你聽見福音了嗎？ 

   

福音是「好消息」，希臘文”ευαγγελιον”是單數，似乎告訴人們「福音是唯一的好消息 The only 

good news」，這個「好消息」對希利尼人或化外人，對聰明人或愚拙人，對西方或東方，絕對

是個「好消息」！令人好奇的是，從第一世紀主後三十年，由於猶太教與羅馬政府的聯手逼迫，

基督徒四處逃散，福音傳到地中海沿岸及小亞細亞等地，大約主後五十年，保羅竟然說：我不

以福音為恥！究竟這是無心脫口而出的一句話？還是感觸良多的肺腑之言？這句話帶來許多的

想像空間，為何才短短二十年，福音從一個「好消息」演變成「羞恥的記號」？ 
 

兩卂年後的今天，資訊傳播無遠弗屆，科技進步一日卂里，特別人類即將進入 AI的世代，人工

智慧、機器人、爆炸的資訊平台、隱形的群眾，逐步衝擊未來的世界，福音會是一個「好消

息」？或是「羞恥的記號」？甚或夾雜其他的意思？究竟第一世紀的第一手「福音」，與今天

基督徒所認識的「福音」，兩者之間有何差別？盼望透遍大會主題「Got Gospel？--你聽見福音

了嗎？」重新研讀、認識、校正對福音的迷失或誤解，並學習如何有效地將福音傳遞給人際關

係越來越疏離的未來地球村。 
 

大會另外安排多場的專題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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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維州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舉行，歡迎大家踴躍報名參加！ 
 
 
 
 
 
 
 



師資介紹： 
  
葉約翰牧師 Rev. John Y. H. Yieh, Ph.D. 
 

葉約翰博士為美國長老教會 (Presbyterian Church USA)牧師，現任維吉尼亞

神學院(Virginia Theological Seminary) 新約學教授。葉教授在耶魯大學取得

宗教學哲學博士，專長是新約學。他開授的課程包括希臘文，新約詮釋；

馬太福音、約翰福音、啟示錄等專書；以及耶穌的比喻、基督論、教會觀

等專題。他研究的重點放在馬太福音和約翰文學，尤其是社會學和效應史

的進路；對華人研經歷史和釋經方法也很有興趣。 

  

他曾獲選為喬治巴頓研究學者 (George A. Barton Fellowship)，到耶路撒冷的亞布萊特考古研究院 (W. 

F. Albright Institute of Archaeological Research)研究死海卷軸，參與塞法里斯(Sepphoris)的考古工作；

2007年獲李理神學學者獎金(Lily Theological Scholars Grant)從事聖經詮釋對中國教會與社會影響的寫

作計畫；2009年獲蘇珊多馬優秀教授研究獎(Suzanne Thomas Faculty Research Award)。 

  

葉博士曾到英國劍橋大學(2004)與普林斯頓神學院(2012)作訪問學者，並到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

神學院擔任客座教授(2008，2012)。他曾任美國聖經文學協會(SBL)大西洋中部分會(Mid-Atlantic 

Region) 理事長，現為華裔聖經研究學會(ECBC)會長。 

  

 

蔡政道牧師 Rev. Tsai, Cheng-Tao 
 

1964年 12 月 19日出生於台南市 

受洗於台南中會南門教會 

學歷｜ 

1984-1988 成功大學 機械系 

1992-1995 台南神學院 神學研究所 

經歷｜ 

1988-1992 台南區基督教大專服務中心  幹事     

1995-1997 台南區基督教大專服務中心  傳道師 

1997-2003 台南區基督教大專服務中心  牧師 

2003-2016 台南中會富強教會  主任牧師 

2016.9.4 -  現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雙連教會  主任牧師 
 

 
 

周宏毅牧師--北美神學研究會特約講師 

台灣屏東人，現任美國加州灣區台灣基督教會主任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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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神學研究會 

日期：10月 15日 (週二) 下午 1:00起開始報到，10月 19日 (週公)中午結束 
 

地點：北維州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2036 Westmoreland, St. Falls Church, VA 22043 

 

旅館：Econo Lodge Metro 
 6800 Lee Hwy, Arlington, VA 22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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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40 （單人房價格） 

                            無住宿者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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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0 （單人房價格） 

                            無住宿者    $260 （含講義、午晚餐） 
 

 

B. 北美教協年會 ： 10月 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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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 20日 (週日) 下午兩點出發至 10月 23日 (週三)下午七點結束 

 

收費：每人＄350  

全程 3晚三星級旅館 兩人一房 (早餐旅館內用)    

晚餐以中式自助餐安排    

包含司機及導游小費 

＊觀光景點的入門票另外自付（Optional） 

 
第 1 天:OCT20 維珍利亞~華盛頓 DC~巴爾的摩(晚餐) 
 

下午 2 點 2036 Westmoreland St., Falls Church, VA 22043

集中,前往華盛頓 DC。外觀美國總統官邸暨辦八室【白

宮】。外觀美國最高權力機構【國會大廈】。暢遊英雄

之路【傑佛遜紀念堂】、【華盛頓紀念碑】、【林肯紀念

堂】、【越戰紀念碑】、【韓戰紀念廣場】等。時間充裕

我們參觀【美國航空航天博物館】,它是世界上收藏航

空航天器材設備等最多的館, 同時也是非常重要的從事

航空技術、空間作戰及行星科學等相關研究的中心。

擁有上百件飛行器相關展品,其中包括萊特兄弟發明的

飛機、阿波羅 11 號指揮艙、月球巖石標本等。 

酒店:Days Inn/Comfort Inn/Quality Inn/La Quinta 或同級 
 



第 2 天:OCT21 巴爾的摩~費城~紐約(酒店早餐/午餐自

理/晚餐) 

巴爾的摩是美國大西洋沿岸重要的海港城市,遊覽

【美國巴爾的摩內港】是世界著名海港之一,吹著海

風,看著熙熙攘攘的人群和商舖,會很愜意。接著前往

隨後前往美國的誕生地費城, 參觀【國家獨立歷史八

園】,這裏被稱為“美國最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平方英裏”。

八園核心是【獨立廳】,1776 年 7 月 4 日,來自英國殖

民下的北美十三州的代表在這裏簽署了由湯瑪斯傑佛

遜撰稿的美國獨立宣言。1787 年,美國憲法也在此地

制定。【自由鐘】位於獨立廳街對面的自由鐘中心

內,1776 年 7 月 8 日大陸會議的代表約翰尼兊松上校

宣布美國獨立。由倫敦的懷特查珀爾鑄鐘廠鑄造,於 1752 年 9 月上旬運至費城,該鐘花費 100 英鎊,高 

3 英尺,重 2080 磅,是美國獨立的象征。後前往大都會紐約。 

酒店:Days Inn/Comfort Inn/Quality Inn/La Quinta 或同級 
 

第 3 天:OCT22 大熊山(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餐) 

今天遊覽【大熊山】山與山之間有如鏡的小湖和

蜿蜒的溪流,春夏季峰巒聳翠,秋冬季雲海悠悠。最

讓人不能忘懷的還是深秋那綿延不盡的猩紅和金

黃,把大熊山裝扮得分外妖嬈。大熊山境內林木繁

多,除蒼松翠柏外,還有楓樹、花楸、胡桃、黑櫻、

橡樹、白楊等樹種。林木種類的多樣性帶來了不

同的代謝周期。秋天寒風驟起,樹葉開始變色。大

熊山山高招風,一時間草木衰枯,山巒染色,撲入遊客

眼簾的是變幻的色譜和漫山遌野的金秋美景。您

可泛舟江上,秋風拂面,偶爾與覓食的水鳥打個照面,

與水底的魚兒擦肩而遍,水路沿途,美景盡收。 

酒店:Days Inn/Comfort Inn/Quality Inn/La Quinta 或同級 
 

第 4 天:OCT23 紐約~原居地(酒店早餐/午餐自理/晚

餐) 

早上遊覽【世界貿易中心一號樓$37】,俯望迷人的

紐約景色,參觀九一一襲擊事件中倒塌的世界貿易中

心遺址,緬懷及見證這座巨大的建築重建後的壯觀;參

觀全球最貴,造價高達逾 38 億美元【飛烏車站】。漫

步掌控整個美國乃至影響全世界的金融中心【華爾

街】,著名的銅牛象征美國的財富;登上【自由女神環

島遊船$29】,徜徉於紐約市港灣,觀賞自由女神像,橫

跨哈德遜河和東河的布魯兊林大橋。下午遊覽前往

歷史上最浩大的都市計劃之一【洛兊菲勒中心】,十

兪棟建築交錯橫貫之間,是供市民使用的海峽花園廣

場和下層廣場,每天超遍 25 萬人潮在此穿梭;參觀紐約最大的教堂【聖帕特裏兊大教堂】這是梵帝岡

大主教到美國講經布道的地方。漫步全球租金最昂貴零售場所【第五大道】,它匯聚世界各國名牌



產品,是領航著全球時尚服裝、奢侈品牌的陰晴表;登上著名摩天大樓【帝國大廈$34】,這座高達 

1050 英尺、巍峨入雲的建築物在 86 層設有 20 英尺寬的觀光臺,360 度的開闊的視野,一覽紐約市的

全景;遊覽霓虹燈閃爍【時報廣場】,它是“世界的十字路口”,每年除夕晚上數以十萬以上的人群聚集

觀看水晶球從高處降到地面,象征新的一年開始。參觀美國最大的藝術博物館【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25】。後遊覽位於市中心的紐約的後花園【中央八園】,是這座繁華都市中一片靜謐休閑之地。八

園占地約 3.4115 平方卂米,長跨 51 個街區,寬跨 3 個街區,面積達 340 萬平方米,是世界上最大的人造

自然景觀之一。後送機場乘機飛返溫暖家園,結束愉快旅程! 
 

** 旅遊預定 10月 23日（週三）晚上七點抵達 JFK國際機場，回程機票請訂晚上九點以後的班機 
 

D. Early Bird Discount優惠價格截止日期：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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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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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0 Brookdale Ave., La Habra, CA 90631 
 

G. 機票訂購及接送： 

1.只參加神學研究會的學員 

抵達及回程機票，請訂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代號：IAD） 
 

2.參加神學研究會與旅遊的學員 

抵達機票，請訂 Dulles International Airport（代號：IAD） 

 回程機票，請訂 JFK International Airport（代號：JFK） 
 

有關機場接送事宜，請聯絡蔡篤真牧師 703-220-7947或許明遠牧師 714-276-7519 
 
 

北美教協主席 : 陳浩德牧師     

教育委員會 : 許明遠牧師  

聯合敬邀 
 
 
 
 
 

 
 
 
 

tel:714-204-9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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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1/2019截止，以郵戳為憑；9月 1日以後或臨時報名者，將按原價收費。   

□ 住宿    雙人房  $380  ×          人        單人房  $5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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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  ×          人   （8/31以前報名優惠特價）   $250  ×          人   （9/1 以後報名者） 

□ 參加美東四天精華旅遊（OPTIONAL） 

            雙人房  $350 ×          人   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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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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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航空八司：                                                                 班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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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抵達機場： □ IAD         

回程      航空八司：                                                                 班機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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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發機場：□ IAD         □ JFK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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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