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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明璋老師
三十多年前的第一屆華福會，唐崇榮牧師曾經對與會的牧長和弟兄姊妹說

在

●

本刊為贈閱，
可來信索取，
如變更地址或
取消煩請賜告，
謝謝！

●

為環保盡心，
呼籲個人讀者
改訂電郵版。

過類似這樣的話：「什麼是基督教的復興？當我們說佛教或儒教在中國很

復興，是指佛教徒、儒生在他們的廟宇或殿堂中誦經很大聲？禱告很大聲麼？絕
對不是，而它應該是指佛教和儒教成為中國人的價值觀、人倫關係、政治社會文
化關係等的基礎。如果復興的現象是這樣，那我們要如何看待今天華人教會的
種種現象？以及真正的復興是什麼？」他的這段話，筆者至少重複聽了五十遍以
上，且謹記於心，影響我一生的事奉方向。
因為這緣故，我也深受趙天恩牧師所提出「中國福音化」和「中國文化基督
化」的吸引：中國教會要復興，不僅基督徒人口要大量成長，如同在羅馬帝國時
代的基督教會，基督徒人口至少要達到15-20%，且當時希羅文化也漸漸地走向
基督化。

 本期內容 
CMI 研討會介紹

對於廿世紀中國教會的復興，沒有人會否認它是一件大神蹟，而且持續到廿
一世紀今天，其盛況和意義甚至可以和西洋初代教會的復興相比擬。中國教會從

1949年約八十萬的基督徒人口，到今天已增長至五千萬到一億（雖然對人數說法
不一），中國基督教已經是普世的大教會，中國基督徒約占新教徒總人口1/10，
這是不爭的事實。全中國人口約十四億，無論信徒人數是五千萬或一億，相較於
初代教會的信徒比例，中國信徒人數至少還要有一至二倍的成長幅度，也就是
「中國福音化」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至於「中國文化基督化」，筆者欣見年輕一代的大陸家庭教會領袖和基督徒

 2012年研討會「屬靈復興

運動在中國」
牧長心聲

 異象──上帝旨意與大陸

禾場的急需
莫忘神州

 宣教士代禱

知識份子（如本次來台參與研討會的王怡牧師），他們尤能關注英美的宗教底蘊

CMI 活動預告

（清教徒的信仰傳統），師法這兩國過去三、四百年來屬靈復興運動及作為悠久

 屬靈復興運動在中國

普世宣教之國的典範，盼望中國能在本世紀大國崛起中，也成為偉大的普世宣教
大國。
中國基督教的復興，絕對不是像某些人士所說的「純粹是基督教的第五次
入華，而且完全是本土的基督教」，雖然我們可以說基督教在中國已經不再是洋

──研討會

教，但我們仍然認為，無論家庭教會如何具本土性，

中國時局和國家主義的關係；今日家庭教會是昔日復興

她仍然是普世教會復興的一部分，也與1949年以前

運動的延續；復興運動對中國教會利弊的探討。

中國教會的復興密切相關。同時我們相信，中國無論
是從農村教會到城市民工教會、從基層百姓到學生
工作，以及知識份子事工的復興，皆方興未艾。展望
她如何融入普世教會以及普世宣教的洪流，都是值
得我們深入關切的課題。

會有深厚的清教徒傳統以及在地化的經驗。劉錦昌牧師
深厚的學養和屬靈心胸，令筆者敬服，劉牧師深諳教會
歷史和神學（尤其對改革宗和天主教的屬靈傳統），極
其了解國台語教會，他中年以後選擇到新竹聖經書院服

我們這些在海外的基督徒，也何其榮幸，生活在

務，致力於台灣教會的屬靈復興的實踐和研究，他這方

這個美好和關鍵的時機，可以與神同工，參與在這一

面的貢獻已經引起一些大陸教會的興趣和重視。因此，

波聖靈正在帶動中國教會崛起的偉大風潮中，可以和

劉牧師是「從台灣教會看屬靈復興」講題的不二人選，

普世眾教會齊心努力，將福音傳回耶路撒冷。而且我

透過劉牧師對「台灣國台語教會的屬靈傳統和信仰實踐

們相信，海外各地教會是上帝從火中抽出來的柴，她

的優缺點」的觀察，可為台海兩岸的教會，提供一條有

們過去的復興經驗與一些屬靈遺產，都將成為未來中

價值的路。

國教會寶貴的祝福。如何整合大陸本土的復興以及海
外的屬靈資源，完成「中國福音化」和「中國文化基
督化」的異象與使命？透過本次研討會，希望能全面
性探究分析「屬靈復興運動在中國」這一連串課題。

歷史告訴我們，無論中國教會的誕生（包括海外
教會），都是普世宣教運動歷史的一部分，而促成普
世宣教運動最主要的力量，就是英國約翰衛斯理所
推動的復興運動（或稱奮興運動），以及美國兩次的
大覺醒運動（The Great Awakening）。麥安迪牧師
（Andrew McCafferty）主講「從美洲大覺醒運動看
屬靈復興」，有助於我們認識這段歷史。麥老師精通
教會歷史和改革宗神學、新約和希臘文，擁有廿年在
台教授上述科目的經驗，同時為了深入委身中國教
會，近幾年更擔任改革宗宏恩堂牧師。中國福音會一
直希望將西方寶貴的信仰遺產，能轉化為中國教會的
經驗和財富，因此透過本次研討會，認識西方教會的
寶貴屬靈經歷，顯得意義不同。
筆者也在這次研討會發表專文「1949年以前的
中國教會復興運動」，嘗試將中國教會的建立以及

1900年以後的復興運動，放置在普世教會復興運動
的脈絡中，主要探討的內容為：宣教士在中國教會復
興所扮演的角色，到

財 務 報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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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結欠

部分，由本會台灣
區會常務董事于迦
勒牧師主持，將和
在場的所有講員與

蔡迦勒

牧長兄姐一起座
談，針對研討會主

編按：本文出自一位相當受大陸家庭教會敬重的長者，他在各地教
會培訓年輕人數十載，也從事文字工作，本文是他在青年領袖培
訓時，針對大陸教會面對未來趨勢所做的分析摘要。

題的回應、討論、
問答。根據過去的
經驗，每到這項時
間，大家的交流都

「沒

有異象，民就放肆；惟遵守律法的，便為有福。」箴廿九18

是欲罷不能、精彩
萬分。

一、十二億失喪靈魂急待拯救。聖經說：「神不願有一人沉淪，乃願人人都
悔改。」
（參彼後三9）耶穌升天時給我們的大使命：「往普天下去傳福音，使萬民作我的門

面對全世界共

徒。」中國有近十四億人口，還十二多億人未信基督，占全世界未信者的40%，是全球最

產政權、第三世界

大的福音工廠，急待我們用各種方式，去傳揚基督十架救恩的完備福音，引他們歸向上

和伊斯蘭地區獨裁

帝，信靠基督。呼籲全世界基督徒為中國宗教立法禱告，為那些不准傳福音、不准信上帝

政權的陸續瓦解，

和無法做明智抉擇者代禱，使當今執政掌權者明白：只有立法保障宗教信仰自由，維護

中國教會需要面對

宗教合法權益，嚴厲打擊邪教活動，才能真正獲得民心擁戴。宗教信仰是有利於國家安

的課題很明顯和上

定團結，有利於人心道德的改善，並可補充法律不足之處。只有真實的按憲法立法保障

世紀不同，如何持

宗教信仰自由後，各民族、各階層才能在有法可依的情況下，享受真正的宗教信仰自由。

續這股復興之火，

上帝就是愛，基督更是拯救人類進到永恆的救主。只有讓人們自由信靠基督，重生得救，

研討會下午的內容聚焦在現今大陸家庭教會的屬

正如第四世紀的教

民族和國家才能蒙上帝祝福。

靈復興。我們最難得的是，邀請到四川成都秋雨之福

會公開化。無論從

教會的牧師王怡主講「1949年以後的中國教會屬靈復

（提前二4）中國人
二、引導信徒成為門徒。經上說：「神願萬人得救，明白真道。」

「中國福音化」和

興」，王怡是才子、中國第一流的憲政學者和影評，他

五十年來在無神論、階級鬥爭為主的環境裡生活。人們的心靈空虛，愚妄無從，有的貧病

「文化基督化」的

代表新一代家庭教會和城市教會的領袖，兼重信仰的內

角度來看，中國教

交加，就去求拜蛇、狐狸、石頭等，甚至拜毛澤東、周恩來的像。1979年，教堂一開門，

在面、公共面、社會面和文化面。過去我們常有機會聽

會復興之火不只需

到海外或老一輩牧長的講法（帶有極其濃厚中國情來談

為求醫治而來教會；有的是因被鬼附，為求將鬼趕出而來教會；有的是為求平安而來教

要延續而且要深化

中國教會的復興，充滿了感性），這次我們終於可以聽

會；有的是求事業順利、開工廠順境、生意利市而來教會；有的是求脫貧致富、保佑發財

廣化，要走的路甚

到大陸新一代的牧者（同時也是學者）的反省和前瞻。

而來教會；也有為子女升學、求職來教會；有的為生計求濟助而來教會；有的求打工賺

長。無論面對五千

王怡牧師還不到四十歲，信主不到十年，已是深獲全國

錢而來教會；有的青年想在教會中找個好對象而來教會；有的是想學外語好留洋而來教

萬以上的基督徒

城市家庭教會敬重的領袖，他對中國教會前景的精彩論

會；有的盼能改變惡習而來教會；有的夫妻盼對方改惡從善、家庭和睦而來教會；有的是

需要，或全中國人

述，值得聆聽。

喜好詩歌音樂而來教會；有的在憂傷勞苦中，為求得安慰而來教會；有的在絕望中求盼

口的福音需要，我

望轉機而來教會；有的是感嘆人生道路迷惘、虛空，為尋找出路而來教會；有的是跟班

們常常只能嘆氣：

來；有的是被勸勉強來的；有的是傳統信的；有的是糊里糊塗來教會。

研討會上午三堂的回應講員是現任中華福音神學
院周功和院長。周院長和中國福音會的創辦人趙天恩牧
師是知交，他的學養和對中國福音事工的委身，不需我
們贅言，他在百忙之中願意作回應講員，這是神賜給我
們意外的祝福。

從歷史看中國屬靈復興



台灣教會是全球最大的華人教會區，尤其台灣長老

研究會最後

現今中國的屬靈復興

另外，我們也安排中國福音會美國區會研究員兼台
灣區會研究中心專案經理陳漁老師主講「中國城市家庭
教會復興之個案探討」，陳老師夫婦多年跟隨趙牧師獻
身大陸福音事工，現居中國。

人們一擁而上信上帝，但他們起初的動機大部分是：因自己或親人患病求菩薩不靈，是

要收的莊稼多，但
是工人少。我們期

還有比較好一點的理由，他們聽說耶穌是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祂的教訓可造就自

待：或許藉這次小

己有偉大人格而來教會；還有些人認為「人必須有宗教信仰、有精神寄託」才來教會；有

規模卻兼具宏觀微

的認為所有宗教，還是基督教比較好，會和睦相愛、彼此幫助；有些為國家民族尋找出路
來教會。

華人奮興佈道家的興

針對這兩堂的回應講員，我們認為非陳鐳牧師莫

觀探討的研討會，

起；保守派到靈恩派

屬。陳牧師過去曾和趙天恩牧師一起同工，對大陸過去

有助於我們找到長

的復興；復興運動與

的復興以及現況，頗瞭如指掌。

期甚至一生的事奉

也有少數人在社會上爭不到名，奪不到利，卻看到教會中的人如此老實、謙卑、忍
讓，便混入教會，利用手段爭名奪利，出出風頭等。

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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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自稱為神做工的傳道人、牧師和長老、執

年浩劫」。如今科學發達，卻為人們引來了核毀滅的恐

國政治環境的真相，

事，也未曾明白神的真道，令來信者聽不到基督的完

懼，更無法解決人的良心和道德問題。九一一恐怖事件

求證中國家庭教會發

備福音、得不到生命的資訊供應，更沒有很好的跟

後，更驚煞了多少國家領袖和百姓。中國和中華民族也

展的事實，以免輕信

進，引他們成為真正的基督門徒，很多隨流失去。

只有早日歸回上帝、信靠耶穌基督，得蒙救贖，並按聖

不真實的報導，誤入

經真理去立法和治理國家，才能使國家真正走上和平、

歧途，反而中了魔鬼

繁榮、昌盛，得蒙上帝的施恩賜福。如此，才真有人權

的鬼計，傷害了中國

和民主，只有在基督裡才能得到平安，在真理中才能得

的教會。

中國當今真正重生得救、遵行神旨、通道行道的
基督徒究竟有多少？因此，「如何傳講生命之道？引
導慕道友和信徒成為基督的門徒。」真是當務之急，
求主憐憫施恩！

三、三億多被攔阻信主的兒童急待引導。耶穌
愛小孩，憲法也規定人民有信仰自由（人民包括兒
童）。很多人卻錯誤理解為十八歲以上才是選民，兒
童不在選民之列，加上土政策限制，被禁止進教堂的
青少年約有三億多，其中受溺愛被稱為「小皇帝」的
獨生子一億多。這些兒童應是未來國家的棟樑和接
棒人，如今卻得不到應得的信仰教育，很多孩子迷失
在電子遊戲機、網吧及武打類的電視機前，不僅學會

天地的主發出祈禱。

現今是無線電國
際聯網的通信時代，

19

59年3月10日，中共解放軍在西藏的武裝衝突，造成十四世達賴喇嘛和數以萬
計的藏人被迫逃離西藏，從此展開了長年流亡印度的生涯。

半世紀以來，中共以軍事、政治、經濟、人力等不斷輸入西藏，以高壓懷柔手段

六、願中國早日成為基督化國家，願中華民族文

任何人、任何政黨都

化早日能夠文化基督化。五千多年來，自稱古老文明的

不應將宗教作為她的

中國原是敬拜獨一之慈愛、公義、賜福生靈的上帝；自

政治工具，務必防止

夏桀商紂後，逐漸陷入不拜神卻拜人和拜鬼神的封建龍

政教合一和耶羅波安

人、龍子、龍天子的龍文化中，沒有愛、只有恨，沒有

的金牛教（參王上十二

和平、只有鬥殺；經過文革洗禮，始有了覺醒，進行了

25-33）。屬神的教會和

撥亂反正，直至近年來改革開放才有了轉機。

神的工人應該是神的

福音工作在中國的藏區是相當艱困，除了政局敏感，根深蒂固的藏傳佛教信仰，

代言人，是與世界分

是宣教士面對的挑戰，因為藏傳佛教對於藏人來說，是生活的必要組成，也是文化的

別為聖的。

重要特徵。目前從事藏族的宣教士微乎其微，仍有宣教士在艱難中一直沒有放棄。

治理當地。現今在中國的行政區域，西藏雖名為「西藏自治區」，對許多藏人而言並
不具有實質的「自治」。對中共統治政策不滿的藏人，每年都有不少人不惜冒死翻越
冰雪高山逃離西藏，流亡海外。近年更出現較激烈的手段，一連串藏人引火自焚事
件，挑起了中共當局對國家民族統治的敏感神經，更引發國際上對西藏人權、文化和
宗教迫害的關注。

浪費錢財，又嚴重損壞他們的眼睛、身體和精神，幼

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1999 年 2 月對中國社會形勢

嫩的身心靈趨向崩頹，致使少年犯罪率持續在增加。

的分析與預測，其中社會與經濟問題，前五名是：腐敗

我們又將如何開展兒童主日學工作，讓他們從小得到

成風（42%）、國企改革進展甚微（20%）、失業下崗

警 醒 禱 告吧！呼

藏人，他們渴望政治、宗教、文化或人權上能夠擁有真正的自由；然而，不論在

新生命，引導他們走正路、行義道，使他們身、心、

（10%）、社會風氣不好（6%）、社會對未來的預期不

喊 吧！悔 改 吧！祈 求

無神論的思想裡，或是在藏傳佛教的思想上，是無法找到能夠滿足人心的真正自由。

靈得以健康成長呢？這是迫切需有智慧地去進行。

好（6%）。在無神論唯物主義的國家，經濟發展活起

吧！努力做工吧！將中

真正的自由，不是追求一個獨立的國家，也不是盼望一個轉世活佛的救贖。真正的自

來了，爭名奪利、堆積錢財成了人心中的主要偶像，人

華民族傳統信仰和隨

由唯有在耶穌基督裡，耶穌說：「你們必曉得真理，真理必叫你們得以自由。」所以，天

心是無法滿足的，社會上每天只見到「掙錢夫妻」，夫

後出現的道、儒、釋、

父的兒子耶穌若使你們自由，你們就真的得自由了。

妻感情、親子關係、傳統親情等已大大冷落。人與人之

回教及民間信仰，用

間，爾虞我詐且不擇手段，同時也帶來社會分化，因而

基督的真道引他們出

產生腐敗、賄賂、搶劫、失業或就業不足、道德敗壞、

死入生，出暗入光，使

家庭破裂、單親孩子、工作過勞、憤世等問題。

中國的文化早日成為

四、一億三千多萬老人急等拯救和關顧。聖經
說：「不可嚴責老年人，只要勸他如同父親…，勸老年

婦女如同母親。」
（參提前五1-2）中國六十歲以上的老
人已有1.365億人，占總人口10.5%，這一批父老鄉親
將很快走完他們的人生旅途，奔向墳墓。他們多麼需
要福音，接受基督，並獲得愛的關懷和溫暖，讓他們
能在地如同在天，並有永生的盼望。

五、為國家領袖和各級掌權執政者祈禱。聖經
（參提前二1-2）中
說：「當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禱告。」
國的各級領袖及當權執政者仍然困惑在無神論、進化
論、物競天擇的觀念中。我們急需恆切為他們禱告，

報刊常披露不少貪污受賄幾百萬、幾千萬、甚至幾
億的污吏及執法者，知法卻犯法枉法，但這類之人仍層
出不窮。因他們心中沒有神，認為善惡無報應，死後無
審判，死了百了，死後無懼，然而他們的良心受責，日
夜不得安寧，好似雄雞被蒙上雙眼站草繩一樣。

求神開啟他們的心竅和靈眼，賜福他們，並將賜給蘇

宗教信仰在中國未受到妥善保護。政府當局甚者借

聯老大哥的恩典早日賜給我們，使中國領導人早日能

打擊邪教之名，來打擊不被三自管治的家庭聚會。近年

夠知道墮落人類是無法救自己的，更不能靠某某的個

來與海外交流增多，教會更需警惕海外異端邪教的滲

人或什麼主義、思想、理論、哲學、科學、文化來救

透，但也不可患有被滲透的恐懼症。基督教傳入中國，

人類。

為中國的科技文化教育帶來無可否認的增益，中外在政

中國曾搞過「滿堂紅」、「吃大鍋飯」，得到的是
災荒遍地、餓屍遍野；搞了文化大革命，得到是「十



真自由。更盼我們國家領袖早日能衷心為國家和世界向

葛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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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經濟、科技、宗教、文化、教育的交流勢在必行。今
日有些研究中國文化的基督教的學者，嘗試做基督教與
中國文化滙通的研究工作，但我慎重的呼籲：請認清中

基督化的文化，以聖
經為立國、立法的根
基，願上帝的國早日

祈求藏人可以認識真神，出黑暗入光明，在基督裡得真自由。

代禱事項：
在我事奉的地區，因為這陣子局勢不穩定，境外人士無法上山；因此，在山上的
工作只能靠當地的同工來維持，在山下的只有為山上同工及藏區的學生不住地禱告。
如果神允許，盼望將來還能把福音傳給在附近省份與藏族比較接近的族群。

降臨中國，願上帝的

1.求主在藏區掌權，穩定不安的局勢，開啟福音之門。

旨意早日行在中華大

2.求主帶領出外的藏族學生，使他們在打工及預備考公務員、教師的期間更加倚靠

地，如同行在天上。
只 有 基 督，才 能
救 這 塊 古 老 的「 頑
石」——中國。上帝應
許：以耶和華為神的，那

國是有福的！祂所揀選
為自己產業的，那民是有
福的。
（詩卅三12）

主，並定期參加聚會。

3.求主藉我來幫助那些尋求幫助的人，並幫助我順利考上諮商師執照，作為長期在此
事奉的媒介；同時聯結家鄉和此地的團隊，引進更多的資源（婚前和婚姻輔導、敬
拜讚美的培訓），造就教會肢體。

4.求主使用我，培育當地教會的敬拜人員。
5.我們預計在山上購房，並需要一位成熟的、能在山上獨立作戰的當地同工，求主記
念。

6.為開拓新的據點代禱，使之成為山上和城鎮之間的中繼站和補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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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討會程序：

am 8:30 –

*** 來賓報到 ***

am 9:00 – 9:10

致詞 & 禱告

主

席：郭明璋 牧師

am 9:10 – 10:00

研討一．從美洲大覺醒運動看屬靈復興

講

員：麥安迪 牧師

講

員：郭明璋 牧師

員：劉錦昌 牧師

am 10:00 – 10:10
am 10:10 – 11:00

時間：2012年4月28日（周六）am 9:00～pm 5:00
地點：中華福音神學院102教室 ／台北市汀州路3段101號（捷運-台電大樓站）
主辦：中國福音會

協辦：華神校友會（中華福音神學交流促進協會）

*** 茶點時間 ***
研討二．1949年以前的中國教會屬靈復興

am 11:00 – 11:10

*** 茶點時間 ***

am 11:10 – 12:00

研討三．從台灣教會看屬靈復興

講

pm 12:00 – 12:20

研討四．回應

回應人：周功和 牧師

pm 12:20 – 1:50
引言：

pm 1:50 – 2:40

沒有人會否認20世紀中國教會的復興是一件大神蹟！而且持續到21世紀的今天，其盛況和意義甚
至可與西洋初代教會的復興相比擬。中國教會從1949年約80萬的基督徒人口增長到今天的5千萬～1
億（說法不一）
，不論數字是多少，中國的基督教已經成為普世的大教會，這是公認的事實（在中國的
基督徒人數大約佔新教徒總數的10%）
。

pm 2:40 – 2:50

基督教在中國的復興，絕非像某些人士所說的：純粹是基督教第五次入華而且完全是本土的基
督教。事實上，無論家庭教會如何具有本土性，它都是普世教會復興的一部份，也與1949年以前中國
教會的復興密切相關。同時，我們相信，從農村教會到城市教會、從基層藍領到專業白領人士、從校
園到社會的知識份子，各種事工方興未艾，由各種特色前瞻中國教會如何融入普世教會，觀察普世宣
教的脈動、方向、連結、關鍵，以及對世界造成的影響，並體察、順從上帝的旨意與帶領，這絕對是你
我不能等閒視之的議題！

pm 2:50 – 3:40

*** 午餐& 休息時間 ***
研討五．1949年以後的中國教會屬靈復興

研討六．中國城市家庭教會復興之個案探討

員：陳漁 老師

研討七．回應

回應人：陳鐳 牧師

*** 休息時間 ***
講
主

研討八．QA

員：所有的來賓與講員
持：于迦勒 牧師

報名表：

姓名

□男

□女

職稱

講員&回應人簡介（按講序）：
麥安迪牧師（Andrew McCafferty） 現任；改革宗宏恩堂牧師。曾任；改革宗神學院教務長、道生神學院

講

*** 茶點時間 ***

pm 4:10 – 4:20
pm 4:20 – 5:00

員：王怡 牧師

*** 休息時間 ***

pm 3:40 – 3:50
pm 3:50 – 4:10

講

□牧師/傳道人 □宣教士（含帶職、雙職）
□長老/執事/福音機構同工 □其他

所屬教會 或 服務單位

專任教師、中華福音神學院兼任教師、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學專任教
授。
郭明璋牧師

現任；中國福音會研究中心顧問，在改革宗神學院、基督教晨曦會主授教會歷史。曾任；禮賢
會台北堂顧問牧師、中華信義神學院講師、中華福音神學院研究中心研究員、關渡基督書院教
師。

劉錦昌牧師

現任；長老會聖經學院院長。曾任；屏東恆春長老教會牧師。

周功和牧師

現任；中華福音神學院院長。曾任；美國費城三一華人基督教會主任牧師、道生神學院教務
長、中國福音會宣教士。

王

怡牧師

現任；四川成都秋雨之福教會牧師。曾任；成都大學管理學院教師、九鼎公共事務研究所研究
員、國際筆會理事和獨立中文筆會副秘書長；2006年在美參加「中國自由狀況高峰會」，獲美
國總統及國會議員接見會談。

陳

漁老師

現任；中國福音會美國區會研究員兼台灣區會研究中心專案經理；現隨夫婿定居中國。

陳

鐳牧師

現任；華人福音普世差傳會（神州華傳）國際副總主任兼中國事工部主任。曾任；中華神州差
傳會會長、道生神學院院長、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會長。

于迦勒牧師



現任；中國福音會台灣區會常務董事。曾任；行道會牧師、中國福音會企劃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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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家

E-mail：

手機

*電話請至少填
一項

聯絡

請問：您是否第一次參加中國福音會舉辦的研討會（含講座）？ □ 是 □ 否
您是否有在中國服事或工作的經驗？ □ 是 □ 否
【報名方式】費用500元（不論參加堂數），含餐點及講義。如於4/20前利用電話、E-Mail或傳真報名者，八
折優待報名費為400元，同時以劃撥完成繳費者，六折優待報名費為300元（祈請多利用劃撥方
式報名，以支持事工所需，感謝您！）
1. 劃撥報名：帳號－19314862 戶名－財團法人台北市基督教中國福音會 （請註明為研討會報名費300元）
2. E-Mail 報名：cmi@seed.net.tw（請提供報名所需資料）
3. 傳真報名：影印本報名表（或按格式填寫所需資料），傳真到 02-2896-5360
洽詢電話：02-2896-5713 分機212 周師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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