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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基督長老教會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年會 邀請書 
 

主內敬愛的牧長與同工平安： 
 

全國台灣人長老教會聯合會(NTPC)向所屬各教會請安。 
 

  2016 年第 42 屆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年會即將於 6 月 9-10 日假南加州 Murrieta 召開。

感謝上帝！今年年會的主題是：【新世代的成長】。我們邀請到蔡慈倫牧師、洪健棣牧師、蔡

篤真牧師帶給我們非常精彩的專題。在 Palm Room, Calvary Chapel Conference Center 舉行，住宿

在 Best Western Plus Lake Elsinore Inn & Suites, 31781 Casino Dr, Lake Elsinore, CA，請切勿錯過。

為了推展事工之發展，執行委員會邀請所有事工委員會組長，提前一天 6 月 8-9 日舉行聯席事

工研討會，竭誠歡迎關心 NTPC 事工之牧長會友有志者都一起來參加。 
 

緊接 NTPC 年會之後，我們將參加西南區 TPC 聯合家庭靈修會 6 月 10-12 日，地點就在

Calvary Chapel Conference Center, 39405 Murrieta Hot Springs Road, Murrieta, CA 92563 主題：【移

民教會的轉變與前瞻】，邀請到普林斯頓神學院博士，台灣神學院歷史學教授鄭仰恩牧師擔任

講員。敬請鼓勵會友同工們踴躍參加。 
 

年會 9 日下午兩點報到，兩點半開場白，三點將由蔡慈倫牧師專講：『新世代中宣講上

帝永不變的真理--新講道法研習』，晚間將由傳教師會帶領教會事工與同工生活之分享，10 日

上午將由洪健棣牧師專講：『擁抱壓力：成長的必要選擇』、蔡篤真牧師專講：『擁抱曠野：

成長的必要選擇』。下午 NTPC 年會，年會中亦將聽取各部門與地區 TPC 的工作報告。 
 
請各教會、各地區負責人書面報告於 5 月 15 日以前送交書記黃景彬牧師，以便付印於大

會手冊。E-mail：sevenrhapsody@gmail.com。敬請各教會將今年度之 NTPC 年費寄給會計陳香津

長老，地址：1199 Pacific Hwy, #301, San Diego, CA 92101。電話 502-802-4431 ，E-mail: 
chen.theresa1@gmail.com。 
 

委員選舉是由各區 TPC 考慮性別、年齡以及牧師與平信徒等的平衡，來推薦人選於年會

召開的一個月前給提名委員會。該區若無推薦人選，提名委員將從與會人員中提名，決定後推

薦給大會選出。2016 應改選之代表：中原區(3 年任)、美南區(3 年任)、西南區(2 年任) 一名、(1
年任)一名。請這三區 TPC 主席召開委員會，提出人選給提名委員會蔡篤真牧師。Email：
andltsai@gmail.com 電話：408-799-7599。 
 

https://www.orbitz.com/Lake-Elsinore-Hotels-Best-Western-Plus-Lake-Elsinore-Inn-Suites.h1738455.Hotel-Information


根據本聯合會的章程第三章，組織。第二條，大會代表。第一項，教會之大會代表。每

教會均應派其傳教師與平信徒一名參會為大會代表。第二項，其他之大會代表。中會在籍台灣

人傳教者，各區大會台灣人教會聯合會主席，全國台灣人婦女聯合會主席和執行委員一名，全

國台灣人教會青少年聯合會主席和執行委員一名，及總會各委員會的台灣人委員均可參加大會

成為大會代表。第三項，執行委員是大會之當然代表。 
 
凡是美國長老教會屬下的台灣人教會就是 NTPC 當然會員教會，以及屬下中會在籍的牧

師就是 NTPC 的牧師。不需要有申請繳費成為會員的手續，也不會自動消失會員資格。請各教

會推派代表並支付全額旅費與酌情補助其他有關人員出席參會，以行使受交託職權。也請諸位

牧長多多鼓勵信徒自由報名參加，一齊受造就、並熟悉 NTPC 的事工。弱小教會或經費有困難

者，歡迎來信申請獎學金。 
 
今年年會會議將由 NTPC 經常費負擔，參加年會，以及會前事工研討會不另收報名費，

但需自付旅費及住宿費。報名表 (每人一份)，請勾選參加 NTPC 年會、會前事工研討會、西南區

TPC 聯合家庭靈修會，及住宿、需要接機之班機等資訊，一併寄至報名處。報名表歡迎用 email
先行寄出。(凡是屬於西南區之教會牧長會友，TPC 靈修會部份請直接向所屬教會報名，此報名

單請勾選，靈修會已向教會報名) 
                                                                           耑此通知並祝 
主恩永偕               

                          主席：李和美 
                          書記：黃景彬 

(PCUSA 亞裔教會支援辦公室代發) 
 
NTPC 執行委員會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不得超過六年。)  
主    席：李和美長老 (美南區-休士頓)        2016 年屆滿 
書    記：黃景彬牧師 (東北區-台美團契)    2018 年屆滿                   
財    務：陳香津長老 (中原區-路城)             2016 年屆滿 
委    員：張愛惠女士 (NTPW-南加州)           NTPW 會長 
                 潘宗瑜牧師 (南加州)                        2017 年屆滿(因搬離南加州，將補選) 
                 許明遠牧師 (南加州-柑縣)              南加州 TPC 會長  
                 簡旭岳長老 (西北區-西雅圖)         2017 年屆滿 
                 蔡瑞心執事 (美南區-奧斯汀)         NTPYAC 會長 
 
事工委員會組長：（註：請組長邀組員，6 月 8 日晚間開會） 

婦女事工：張愛惠女士 
禮典法規：蔡篤真牧師  洪耀東長老 
傳道事工：洪健棣牧師 
神學教育：辛偉修牧師 
歷史事工：陳清芳牧師 
教育事工：李昱平牧師 

             社青事工：蔡瑞心執事 
 
NTPC 提名委員會 (任期一年，連選得連任一次，召集人由委員互選)   
委員：謝慶賢長老(東北區)  林金龍長老(美南區) 何美子姊妹(西北區) 

蔡佳君牧師(中原區)  蔡篤真牧師(西南區) 



美國基督長老教會 2016 NTPC 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年會 
2016 年 6 月 8-10 日 

主題：新世代的成長 
會場 PALM Room Calvary Chapel Conference Center, 39405 Murrieta Hot Springs Road, Murrieta, CA 92563 

6 月 8 日 (三) 9 日(四) 10 日 (五) 
7:30  早 安 早 餐 
8:30 
9:00 

  住宿與事工研討會 
新世代事工研議 
EM 與華語事工 

B 洪健棣牧師專講 
  『擁抱壓力： 

    成長的必要選擇』 
10:00 Best Western Plus Lake 休 息 一 下 

10:30 
 
 

 Elsinore Inn & Suites 
31781 Casino Dr 
Lake Elsinore, CA 

全國 NTPC 事工 
與分區事工 
突破與成長 

C 蔡篤真牧師專講 

  『擁抱曠野： 

    成長的必要選擇』 
12:00 (離 NTPC 會場 16 分鐘車程) 午 餐   

 2:00 
 3:00 
 3:30 

 

報到 
開會禮拜：繼往開來 

執行委員會與 
事工委員會聯席研討 

Palm Room 報到  NTPC 開場白 
A   蔡慈倫牧師專講 
 『新世代中宣講上帝永不變 

   的真理--新講道法研習』 

2:00  NTPC 年會 
         
         事工討論與分工 
 

5:00 小 組 時 間 小 組 時 間 5:00  閉會禮拜 
6:00 晚 餐 晚 餐 前往禮拜堂報到 TPC 靈修會 

7:00 
 

各委員會事工研議 
 

相見歡 
各教會事工分享 

7:00 晚 餐 
         西南區 TPC     

8:30    小 組 時 間    分組分享時間            聯合家庭靈修會 
9:30 晚 安            6 月 10-12 日 

  TPC 聯合家庭靈修會主題【移民教會的轉變與前瞻】 講員：台灣神學院教授鄭仰恩牧師     

2016 06 美國長老教會  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 NTPC 年會 報名表 
中英文姓名   性別    男      女 

教會   教會職稱 

住址     

Email  手機 電話 

請勾選參加項目 囗 6 月 8-9 日事工研討會  囗 6 月 9-10 日年會  囗 6 月 10-12 日靈修會 
請勾選住宿日期 
 

囗 6 月 8 日  
     住宿費由 NTPC 負責 

囗 6 月 9 日囗 1 人房$80 
                      囗 2 人房$40  

囗西南區教會者請直接 
   向所屬教會報名靈修會 

2016 06 10-12 參加 TPC 聯合靈修會 (非西南區會員在此報名) 收集統籌向西南區報名 
TPC 聯合靈修會 
2016 6 月 10-12 日 

5 月 2 日前優惠 
囗雙人房 $220 

5 月 2 日起 
囗雙人房 $250 

San Diego 旅遊費 
囗 12 日半日遊$100 

報名費 
囗四人房 $190 
囗六人房 $160 

囗四人房 $220 
囗六人房 $190 

囗 13 日一日遊$150 
     (含當日住宿) 

室友安排 囗請幫我安排室友     囗我的室友：  

報名費總額 TPC 報名費$                         +  年會住宿費$         +旅遊費 $             = 總額$ 

飛機班次 8 or 9 日請搭 到達班機                   Airline Flight#                      抵達      :       日期     /   

至 San Diego (SAN)機場 離開班機                   Airline Flight#                      離開      :       日期     / 
**班機請安排集中在中午最慢一點以前到達，以便統整搭車前往(車程一小時)，否則請自行設法到會場 
**請儘早報名   支票請寫 payable to NTPC 連同報名表請寄至 PCUSA 總會 Asian Congregational Support   
     100 Witherspoon St. #3003A, Louisville, KY 40202 諮詢: 1-425-894-0107 Email: AsianPCUSA@gmail.com 

https://www.orbitz.com/Lake-Elsinore-Hotels-Best-Western-Plus-Lake-Elsinore-Inn-Suites.h1738455.Hotel-Information
mailto:AsianPCUSA@gmail.com


美國基督長老教會 2016 NTPC 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年會 
2016 年 6 月 9-10 日 

主題：新世代的成長 

「新世代中宣講上帝永不變的真理--新講道法研習」課程簡介 

  北美講道學在 1970年代進入了一個講道的新紀元。今日，學者們稱它為「新講道學」(New 

Homiletics)，並將 Fred Craddock視為帶動此一新紀元的始祖。Craddock 在 1971年出版的《如同一個

沒有權威的人》 (As One Without Authority) 一書中，特別關切的課題是講道者與聽眾的關係，並主

張「聽眾在講道的旅程(trip)中應該有參與的權利」，不只是被放置在目的地而已。在一片對權威開始

提出質疑的後現代化的處境中，Craddock提倡一種比較不帶權威性的「歸納式講道」(inductive 

preaching) 宣講福音，以吸引聽眾的興趣，並讓聽眾參與。本課程將帶領牧者再思今日教會講道的更

新之必要性，了解「新講道學」的特色，並進一步透過新講道法「四頁講章」(Four-Page Sermon)之研

習，幫助牧者把神學與理論實際運用在準備講章上。 

講員簡介     蔡慈倫(Tzu-Lun Tsai)牧師 tzulun.tsai@gmail.com 
美國哲吾大學(Drew University)哲學博士(Ph.D.)，主修講道學，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神學碩士 (Th. M.)，台

灣神學院道學碩士 (M.Div.)。現任台灣神學院講道學副教授，曾任台灣神學院教務長、道學碩士組主

任、台灣基督長老教會淡水教會教育傳道、台北中央長老教會牧師。著有《當代基督教講道學》(台北：

校園出版社，2011)。 

「擁抱曠野：成長的必要選擇」課程簡介 

         生活在聖經世界，接觸曠野的機遇相當頻繁。地理的曠野代表著缺乏食物、飲水、生命，是危險死

亡之地。人的一生不僅在外出旅行才會遇見曠野，日常的生活、工作、人際、或靈性也到處充滿著類似

曠野的現象和危機。確實有許多人在地理、人生、和靈性的曠野中不幸挫敗甚至喪命。 
        另一方面，聖經和教會靈修前輩卻把握住曠野的獨特機會清除生命中囤積的垃圾，未癒的傷痛，隱

伏的恐懼、自卑、驕傲、慾望等，與上帝重新建立關係，確認自我存在的使命及目的。 
        希望這段時間能夠一起探討聖經和教會靈修前輩們曠野的操練與祝福，讓我們也能珍惜固定的「曠

野時間」，重新發現自我，更深認識、經歷上帝，成功地駕馭慾望抗拒內外誘惑，讓自我生命能充分美

好地發揮上帝創造的計畫。 

講員簡介     蔡篤真(Andrew Tsai)牧師 andltsai@gmail.com 
現任 Hawaii 台灣基督長老教會牧師。曾在台灣聖經公會、台灣神學院、基督教芥菜種會、加州聖荷西台

美基督長老教會等服事。畢業於台灣神學院道學碩士後曾在美國普林斯頓神學院、哲吾大學研究所、舊

金山神學院等進修聖經學及靈修神學。專業訓練：美國長老教會「提渡牧師」(Interim Pastor)。 

「擁抱壓力：成長的必要選擇」課程簡介 

    壓力是我們現代人揮之不去的夢魘，許多時候更是對牧者更帶來肉體上和精神上無以言喻的痛。壓

力 (stress) 不是來自感覺壓力 (feeling pressured) 所帶來的症狀 (symptoms)，也不全然是來自工

作、時間，甚至來自心裏的害怕與掛慮。其實，許多時候，壓力是來自我們如何看待這個世界，或說，

因外在環境對自我價值觀 (core value、world view) 的衝擊。 

    基督徒，特別是牧者，如何面對壓力? 如何不被壓力擊倒，如何從壓力的衝擊中成長?  反而能化

為成長的必要選擇? 當我們的價值觀與使命和現實生活 (教會和社會) 引起衝突時，我們如何面對?  

讓我們從聖經幾個人物的經歷來省思並調整我們的價值觀，邁向成長。  

講員簡介    洪健棣(Chien Di Hung)牧師 cdhungtw@gmail.com 
現任華府台灣基督長老教會主任牧師。曾在新竹大專學生中心、香山教會、台灣神學院、亞特蘭大台語

長老教會服事，畢業於台灣神學院 (道學碩士)、美國哲吾 (Drew) 大學 (Ph.D. 主修心理學與宗教)，

並接受 Pastoral Counseling 基礎訓練 (哥倫比亞神學院與 Emory University Candler School of 

Theology合作的 Th.D. 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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