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研討會議 

主題：華人基督教教育新形態 
2022年 6月 8至 10日． 

地點：加拿大華人神學院(Tyndale University Campus: 3377 Bayview Avenue, Toronto, ON. CANADA M2M 3S4) 
 

主辦：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促進會 

協辦：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美國福音證主協會、華福加拿大聯區 

報名表 

個人資料: 

姓名： （中）  （博士／牧師／先生／小姐／女士） 

 （英）                                                 

性別： □男 □女 

年齡： □35歲以下  □36-45  □46-55  □56歲以上 

通訊地址： （英）   

   

聯絡電話：   傳真： _____________ 電子郵件：  

所操語言： □華語 □英語 □粵語 □其他（請註明）  

(注意：會議將以華語進行) 

所事奉神學院／教會／機構資料：(如參與多於一個單位，請於背面填寫) 

名稱： （中）  

 （英）  

事奉職位：   

是否受薪同工：□全職受薪同工       □部分時間受薪同工  □非受薪同工 

費用：□ 報名費 US$100/CA$120 (報名費包括會議費及餐費，不包括住宿。講員及全時間神學 

                              生免費，但仍需報名)                              

       □ 另設網上直播觀看：US$50/CA$60 (包括觀看直播全程五個研討及其它聚會，但不能參 

        與討論，全時間神學生仍需付費)                                     

加拿大:  若以支票付款，抬頭請寫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Canada，並註明是 CCEA報

名費。郵寄及親身繳交報名表請前往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 155 East Beaver Creek Rd, Richmond 

Hill, ON L4B 2N1, CANADA. 查詢電話（905）907-1944. Email: ccc@cccanada.org 

美國:  若以支票付款，抬頭請寫 CCIUSA，並註明是 CCEA報名費。 

郵寄及親身繳交報名表請寄/前往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9600 Bellaire Blvd., #210, Houston, 

TX77036, USA. 查詢電話 (713) 778-1144 / (713) 778-1155. Email: info@cc-us.org 

 

所有費用一經繳付概不退還。 

 

申請人簽名：   日期：   
 
全時間神學生請註明所修讀之神學院名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辨公室填寫：□出席人     □講員／主持    □工作人員／義工／特邀同工 

 

截止報名日期：2022年 5月 25日(或額滿即止) 



  

第五屆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研討會 

5th North America Chinese Christian Education Consultation  
 

主題：華人基督教教育新形態 

Theme: The Paradigm of Christian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國語主講) 
 

日期：2022 年 6 月 8-10 日；地點：加拿大華人神學院(Tyndale University Campus)，加拿大多倫多 

 

時間 
6 月 8 日 

(星期三) 
時間 

6 月 9 日 

(星期四) 
時間 

6 月 10 日 

(星期五) 

 

8:30 – 9:00 早餐交流 8:30 – 9:00 早餐交流 

9:00 – 9:30 禱告會 9:00 – 9:30 禱告會 

9:30 – 12:00 
主題研討(一)： 

神學教育如何面對新常態 
9:30 – 12:00 

主題研討(四)： 

家庭與兒童培育事工 

的挑戰 

12:00 – 1:00 午餐 12:00 – 1:00 午餐 

1:00 – 3:30 
主題研討(二)： 

教會培育事工新佈局 
1:00 – 4:00 

主題研討(五)： 

金齡培育事工的挑戰 

2:00 – 6:00 註冊 

3:30 – 3:45 休息 

3:45 – 6:15 

主題研討(三)： 

教會透過網絡方式 

來塑造群體 

4:00 – 4:30 休息 

4:30 – 6:00 總結探討與前瞻 

6:00 – 7:30 
開幕禮 

晚餐 

6:15 – 7:15 晚餐 

6:00 – 7:30 
閉幕禮 

晚餐 

7:15 – 9:30 新近博士論文研究發表 

7:30 – 9:00 公開培靈聚會 7:30 大會結束 

 

 
主題研討(一)：神學教育如何面對新常態 

簡介： 新冠疫情帶來全球性的影響，神學教育也不例外。面對著新常態，華人神學教育有甚新契

機、新取向？ 

分題： 1. 神學教育的新契機：綜合教育模式。   

  2. 全人塑造成工人：淺談塑造性的神學教育。  

 

主題研討(二)：教會培育事工新佈局 

簡介： 全球疫情導致教會改到網上聚會，疫情緩和後卻沒有看到信徒回到教會。教會培育事工在

疫情後將面對甚麼挑戰及如何應對呢？ 

分題： 1. 從教會培育模式的發展看新常態下培育事工的佈局。  

  2. 回到從前？ -- 後疫情教會培育事工的挑戰。   

 

主題研討(三)：教會透過網絡方式來塑造群體 

簡介： 一場疫情把教會推向網絡化。到底網絡教會合乎聖經真理嗎？教會又應如何面對網絡群體

的建立？ 

分題： 1. 實體與網絡：從教會論看無牆教會。  

  2. 當代網絡群體的塑造。    



  

主題研討(四)：家庭與兒童培育事工的挑戰 

簡介： 兒童及家庭事工的重要性是無容置喙的。在新常態之下，這重要事工又應如何進行呢？ 

分題： 1. 家長在兒童培育的角色。  

  2. 新常態家庭培育的挑戰。  

 

 

主題研討(五)：金齡培育事工的挑戰 

簡介： 疫情期間苦了金齡人仕，特別是身處老人院的，除了嚴重時期不能外出，親友也不容許探

望，非常孤單。這次疫情對金齡事工有甚麼啟迪？ 

分題： 1. 從事金齡事工的挑戰。  

  2. 從代際角度看金齡事工。  

 

 

 

講員：區應毓博士(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美國達拉斯神學院神學/哲學博士) 

鄭偉樑博士(加神‧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特約教授、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育博士) 

鄒永恒博士(加神‧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院長、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哲學博士) 

洪理博士(正道福音神學院網路教育架構師、諾瓦東南大學教育博士) 

張劉文昭博士(美國基督工人神學院資深客座教授，亞洲浸信會神學研究院教育哲學博士)  

劉志遠博士(榮休牧師、前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務主任、英國愛丁堡大學哲學博士) 

蕭靜馥博士(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客座教授、美國塔爾伯特神學院哲學博士)  

彭怡珍博士(正道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兼副教務長，美國塔爾伯特神學院教育博士) 

談妮博士(美國《舉目》雜誌與新媒體主締，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黃嘉漢牧師(加拿大卡城華人浸信會中文堂牧師、美國三一神學院哲學博士候選人) 

余惠娥博士(加拿大北約華人基督教會跨代事工傳道，南非神學院哲學博士) 

(按英文姓名排列) 

 

 

 

北美華人基督教教育促進會執行委員會(2018-2022) 

 

主席：   蕭靜馥博士(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客座教授、美國塔爾伯特神學院哲學博士)  

副主席：  劉玉茵博士(華人基督教教育事工協會會長、美國三一神學院哲學博士) 

文書：   陳燕薇傳道(加拿大福音證主協會總幹事、多倫多神學院神學碩士) 

委員：   彭怡珍博士(正道神學院基督教教育助理教授兼副教務長，美國塔爾伯特神學院教育博士) 

    談妮博士(美國《舉目》雜誌與新媒體主締，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黃嘉漢牧師(加拿大卡城華人浸信會中文堂牧師、美國三一神學院哲學博士候選人) 

 

義務總幹事： 鄒永恒博士(加神‧國際基督教教育學院院長、美國南方浸信會神學院哲學博士) 

 

顧問：   區應毓博士(加拿大華人神學院院長、美國達拉斯神學院神學/哲學博士) 

    譚文鈞博士(華福加拿大聯區總幹事、美國三一神學院教牧學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