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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華人基督徒教職員聯網（CCFN）退修會日程表 

Time/Date 8/3 Thursday 8/4  Friday 8/5  Saturday 8/6  Sunday 

7:30 ~ 8:15 am 

  

早 餐  （自理） 

8:20 ~ 8:45 am 祷告良辰 (主會場 – TCA Sanctuary) 

8:45 ~ 9:00 am 敬拜讚美 (主會場 – TCA Sanctuary) 

9:00 ~ 10:15 am 
信息 II  

 潘儒達牧师 

信息 III 

潘儒達牧师 

信息 VI 

黃力夫教授 

10:15 ~ 10:30am 分組回應/祷告  （週六 10:15am TCA 大門外集體照） 
10:15-10:30 am 

休 息 

10:30 ~ 10:45am  休 息 
10:30-11 am 

擘餅聚會 

10:45 ~ 11:45am 

T1 职业进升 (科研, 黃力夫教授,只
列工作坊召集人名；下同)  

T2 职业进升 (教学) 

T1 终身教授的评定与晋升 (自

然与人文学科：David Pan, 

Donglei Fan) 

T2 校园学生及访问学者事工（─

─等） 

 
11:30-12:30 pm  

信息 IV 陈瑞曾教授 
11:45 ~ 12:00pm 

 大陆文字事工资源介绍 CCFN 简报 
 

12:00 ~ 1:30 pm  
午 餐（TCA Cafeteria ) 

 
午 餐（Sanctuary）问与答, 见证

分享, 反馈, 2017 建议 
12:30-1:30 pm 午 

餐（ Sanctuary）问与
答, 见证分享 

1:45 ~ 2:45 pm 

 

報到 (TCA 

LOBBY) 

 

瀏覽使者书攤 

T1 學術領導及跨校合作 

( 黃慧明教授) 

1：45 – 3：15 

自由時

間*** 

(如自行

邀約咨

询/辅

导, 室

外活动，

使者书

攤浏览

购书等)  

T1 婚姻讲座 (盧俊文牧师,唐代

豪师母) 

T2: 教授如何平衡职业，家庭，

及服事(陈瑞曾教授) 

T1 婚姻讲座 (盧俊

文牧师,唐代豪师母) 

  

3:00~ 4:00 pm 

T1 婚姻讲座 (盧俊文牧师,

唐代豪师母)  

3：30 – 5：00 

T2 如何強化基督徒教職員

在校園中的影響 (陈瑞曾教

授)  

T1：中国大陆校园/海归事工(夏

培，冯欣 等; 3-5 pm) 

T2: 海外短宣 （short－term 

mission）（黃力夫教授，黃慧

明教授， &陈瑞曾教授） 

明年再聚! 

 

4:00 ~ 5:00 pm  

5:00 ~ 6:00 pm 
晚餐(TCA 

Cafeteria ) 
晚 餐 (TCA Cafeteria) 晚 餐 (TCA Cafeteria) 

 

6:00 ~ 6:20 pm 休息 / 自由交誼 

6:25 ~ 6:40 pm 敬拜讚美(主會場 – TCA Sanctuary) 

6:40 ~ 7:40 pm 
歡迎／交誼 

/ 破冰 

最晚 5:30pm 出发前往

遊艇賞景與蝙蝠  

Austin city Capital 

Cruise sightseeing & 

bat watching （Adult 

$10, Children $5） 

 

 

自由分享

交誼時間 

（David 

Pan & Li 

Feng 教

授） 

T1 婚姻咨询与夫妇双职生涯 

(盧俊文牧师,唐代豪师母).  

T2: 大使命門徒訓練（？？？) 

7:45 ~ 9:00 pm 
信息 I  

潘儒達牧师 

信息 V  

潘儒達牧师 

9:00 pm 分享交通 (地點移至 hotel) 

地点：T1(Track1) - 主会场 TCA sanctuary;  T2(Track2) – TBD;  少儿 – TBD;  Youth- TBD  prayer room－TBD，

Meals: TCA Cafeter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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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时间的另外可能安排：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 State Capitol（不到 30 mins 车程）。更多 attractions 可

以见 https://www.tripadvisor.com/Attractions-g30196-Activities-Austin_Texas.html   

 

 

退修會總主題： 生命的承傳(從約翰一書探索校園福音事工的使命)  

副主題：  

主題(一)：生命的顯現和傳達  

主題(二)：以愛為見證  

主題(三)：以真理為根基  

主題(四)：以聖潔自守 

 

退修會講員 

潘儒達牧師, 蒙召擔任台灣校園福音團契傳道 12

年後，分別在波士頓和蘇格蘭從事 8 年神學研究，

主修神學、宣教神學和宗教比較學，並參與華人學

校園福音事工。 在愛丁堡大學的博士論文: ‘神國

與淨土, 基督教與佛教的對話’。 2005 年畢業後在

波士頓郊區華人聖經教會(CBCGB) 擔任牧師。現負責 CBCGB 城區事工，服事波士頓華人學

生學者。著有：＂十架與蓮花—一個基督徒和佛教信仰的對話＂由使者出版。妻高昭鑾為基督

教歷史學者，在大學兼任教職。 

 

黃力夫 (Leaf Huang) 教授生于湖南﹐長于台湾。台大毕业﹐獲密西根州立

大学博士学位。曾在田納西大学, 匹茲堡大学任教。現为北卡大学药学

院分子药剤系 Fred Eshelman 讲座教授﹐專攻非病毒性的基因及药物

靶向治疗。黃教授开发的载体曾用于 1992 年第一个非病毒基因治疗的

https://www.tripadvisor.com/Attractions-g30196-Activities-Austin_Texa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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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体实验，开创了此领域的临床研究。黄教授曾发表超过 500 篇论文，21 个专利，并获

得 Bangham 终身成就奖。他也曾获得 2013 年美洲药学学会的杰出药学科学家奖。黄教授曾

开创 5 个生物工程公司。他于 1984 年信主﹐常在各教会及營会中分享主的话语。 

 

 

 

陳瑞曾教授于16歲在台湾台北浸信会重生得救﹐于1980年畢業于國
立清華大學﹐于 1982 年前來美國求學﹐1988 年獲加州大學電機博

士﹐在光電工業界工作多年之後于 1992年應聘于德州大學奧斯汀
分校﹐從事光电及生命科学相關研究﹐陳教授于 1999 年獲選為國
際光電學會院士。2000 年獲選為美国光学学会院士，2003 年获
选为 IEEE 院士，陈教授获得了许多研究和教学奖，发表了 850
篇学术论文并且指导毕业了 46 位博士生，许多毕业的博士生目
前也在北美和中国大陆作大学教授。陈教授成立了几个高科技公

司，主持过联邦政府资助的超过 120 个研究项目。在 1988-1992
年陈教授在洛杉矶门徒之家接受主工人的培训，并在1987年在 Irvine, 

California 开始建立教会。1993 年建立了传福教会，2013 年在 Dallas 成
立了分会广传福音建造圣徒。 
陳瑞曾教授/牧师，得救至今一直在作帶職服事﹐目前在德州奧斯汀，传福教會負責福音﹑牧養及
信徒培訓的工作（www.tcaweb.org）。在北美及世界各地基督徒當中常受邀作傳福音及信徒
培訓的工作。 
 

 

 

         婚姻专题特约讲员 
Jacob Lu,盧俊文 牧師   
曾任德州奧斯丁華人教會中文堂教育牧師, 

曾任台北靈糧堂牧養處家庭事工負責牧師、

輔導中心主任. 從事夫婦溝通研習、婚姻輔

導、婚前輔導、親職教育、聖經婚姻觀等教

導多年. 曾任佳音電台『愛情補習班』、『清

醒的心』等節目主持人. 

 

中華福音神學院教牧博士, 中華福音神學院

道學碩士. 

 

唐代豪 師母 

 

曾任台北靈糧堂輔導中心輔導員. 曾任東吳大學社會系兼任講師、中原大學兼任講師. 

曾任佳音電台『愛情補習班』節目主持人. 從事夫婦溝通研習、婚姻輔導、婚前輔導、

婚前教育等教導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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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zusa Pacific University, MFC (Marriage ,Family and Child Counseling)  M. A. 

Asbury Theological Seminary  M.A.R. 

 

 

 

 

營地生活須知  

 

歡迎您參加 CCFN2017 華人基督徒教職員聯網退修會!  為確保我們能在這裡共同度過一個

安全而蒙福的聚會，我們敬請您注意以下營地生活須知，並與我們合作，遵守作息時間。服務

不周之處請您多多原諒。  

 

名牌: 敬請佩戴名牌，以便在主內大家庭中彼此認識分享。 

書攤：在 TCA Lobby 任何营会休息時間開放可閱覽選書。選好的書疊放一邊，拿張紙寫上您

的名字放在上面。付款：書房同工在週五或週末指定時間辦理。  

COUNSELING/MENTORING：請去会场後面牆上填預約表 

祷告室：欢迎使用会场旁边的祷告室，在（同心）祷告中遇见神 

Austin city cruise sightseeing & bat watching: 未预订但想去看的，請去会场後面牆上填預約

表 

離營交通：若您需要或可以提供去機場/火車站的交通，請去会场後面牆上填預約表 

反饋/其他需要: 請隨時寫紙條投入反饋/奉獻箱或告訴退修會同工. 他們每天會盡量及時回應 

餐飲：若您可以幫忙飯後清理, 請在会场後面牆上填寫名字.   

場地：10PM 為 TCA 關門時間。請尽量隨時保持營地的清潔安寧。 

貴重物品：請自行妥善保管。 

 

注：1. Travis Christian Assembly (TCA) 的聯絡人是 Michelle Pan (phone: 512-560-4276; 

email:  info@tcaweb.org). 

mailto:info@tcaweb.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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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者大使命培訓中心及使者农庄（又稱「蔡苏娟退修中心」）欢迎各教会或教会机构

預約使用。詳情：www.afcinc.org 資源致電：717-687-8564×210 

 

http://www.afcin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