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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人知识份子信仰论坛 – 灵性，悟性，品性 

2017 年主題：三源合流与神学更新 

2017 年 8 月 3 - 5 日 
地点：第一浸信会，新墨西哥州 洛斯阿拉莫斯市 

https://forumcfci.org/forum2017/ 

 

8 月 3 日/ 礼拜四 

 

第 1 节：三源合流与以教会为基地的神学发展（主持：徐志秋弟兄） 

 

08:00 – 08:20  詩歌/禱告 （吴小西姐妹） 

08:20 – 08:30  集体祷告（陈卧绿姐妹） 

08:30 – 08:35  简介   

08:35 – 09:05  祝健弟兄 ：建造三源合流的未来几件大事 

09:05 – 09:35  崔权弟兄 ：中国教会的 DNA  

09:35 – 10:05  王志勇弟兄 ：三源合流：合一与圆融 

10:05 – 10:35  會間休息   

10:35 – 11:05  周小安弟兄 ：论安提阿教材首要原则的神学基础 —— 新约 

门徒神学初探  

11:05 – 11:35  彭天堂弟兄：三源合流的相交处  

11:35 – 12:05  郭昶弟兄 ：三源合流的建造：要作完全人 

 

12:05 – 14:00  集體留影 / 午餐 / 休息  

 

第 2 节：三源合流与中国本色神学发展 （主持：王志勇弟兄） 

 

14:00 – 14:40  Richard	Cook	弟兄	：撼動世界與中國的	“三個唯獨	Solas”	(with		
partial	translation) 

14:40 – 15:30  Allen	Yeh 弟兄	：Evangelicalism	in	China:	Self-Theologizing	as	the	
Fourth	Self	福音主义在中国：本色神学的发展	(with	
translation)   

15:30 – 16:00  王永忠弟兄 ：三源合流与中国城市教会的发展：一个神学-伦理学

视角 

16:00 – 16:30  會間休息  

16:30 – 17:00  李晖弟兄 ：教会发展与网络理论 

  

17:00 – 18:00  集体座谈：（主持：徐志秋弟兄） 

   中国本色神学发展展望 

 

18:00 – 18:45  晚餐   

19:00 – 21:00  散步／彼此連接（李胜台弟兄带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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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4 日/ 礼拜五    

 

第 3 节：神学更新与“因信称义”的再思（主持：周小安弟兄） 

 

08:00 – 08:20  詩歌（陈敏姐妹） 

08:20 – 08:30  集体祷告（陈卧绿姐妹） 

08:30 – 09:00  陳濟民弟兄 ：因信称义与华人文化（通过视频）      

09:00 – 09:30  周学信弟兄 ：潘霍華的因信稱義與華人教會      
09:30 – 10:20  Allen	Yeh 弟兄	：Justification	by	Faith	and	the	New	Perspective	on	

Paul:	Western	or	Eastern?	因信称义与保罗新观：

是西方还是东方？	(with	translation)   
10:20 – 10:40  會間休息   

10:40 – 11:10  王伟成弟兄 ：因信称义与平约瑟极端恩典论（通过视频） 

11:10 – 11:40  王志勇弟兄 ：因信称义：称义与成圣 

11:40 – 12:10  周刚弟兄 ：随从圣灵与遵行律法 

 

12:15 – 14:30  午餐 / 休息 / 参观博物馆 

 

第 4 节：神学更新与三源合流的建造（主持： Richard Cook 弟兄） 

  

14:30 – 15:00  徐志秋弟兄 ：福音派教会的“轻信主义 easy	believism” 

15:00 – 15:30  罗新宇弟兄 ：三源合流的理念更新和教会建造 

15:30 – 16:00  谈妮姐妹 ：詮釋、神蹟、密契——從《路加福音》看耶穌如何更

新門徒彼得  

16:00 – 16:30  會間休息 

16:30 – 17:00  施玮姐妹 ：三源合流与基督教文学艺术  

 

17:00 – 17:45  集体座谈：（主持：王志勇弟兄） 

   三源合流神学发展展望 

 

18:00 – 19:00  晚餐 (与 LACCF 一起)   

 

19:05 – 21:00  敬拜  ＋ 與 Los Alamos 華人基督徒團契一起 

  

  

  



2017 年主題：三源合流与神学更新 

 

	 3	

8 月 5 日/ 礼拜六     

 

第 5 节：三源合流的建造（主持：蔡国文弟兄） 

 

08:00 – 08:20  詩歌（王君佩姐妹） 

08:20 – 08:30  集体祷告（陈卧绿姐妹） 

08:30 – 09:00  蔡张成姐妹 ：三源合流建造的经验谈   

09:00 – 09:30  周小安弟兄 ：落实安提阿教材“持续学习过程”（CSP）的两个关

键——如何诠释和顺服神的话？ 

09:30 – 10:00  陈卧绿姐妹 ：三源合流与内在生活 

 

10:00 – 10:15  會間休息   

 

10:15 – 10:45  范学德弟兄 ：软弱——基督徒的生命之道 

10:45 – 11:15  崔权弟兄 ：宣教的中国 

 

11:15 – 11:30  集體禱告  

 

11:30 – 13:30  午餐/離程 

 

 

 

 

 

8 月 6 日/ 礼拜日   LACCF 主日聚会 

 

     

09:00 – 10:15    郭昶弟兄 分享 

 

10:30 – 11:00    敬拜 

 

11:00 – 12:00    周学信弟兄 信息：“真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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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Los Alamos 论坛讲员简介 

(注：按过去论坛惯例，我们对每位的称谓都为“弟兄”或“姐妹”) 

 

蔡国文弟兄 

1972 年在大学的团契中信主，1978 年与张成姊妹结婚，1983 年的冬令退修会中，主的呼

召临到他，说『我召你出来在神的殿中看门』，他就放下工作跟随主，迄今服事主已超过 30

个年头。于 1984 年被教会差派出去开拓〈东区基督徒聚会〉，今改名为〈东洛杉矶基督徒

之家〉，其中经历教会的成长、更新、变革、转型、拓植等各种变化，从许多的失败中学习

宝贵的经验。他也受邀到各地服事，足迹遍及北美纽约、芝加哥、奥斯汀、新墨西哥州、拉

斯维加斯、夏威夷…等，担任特会讲员，又经常到中国、台湾、日本、捷克、匈牙利、义大

利、乌克兰、巴西等地，帮助教会的建立与更新。蔡弟兄有国度的胸怀，致力于教会的连结，

曾任『洛杉矶牧者更新团契』的联络人 20 多年，参与推动各地区祷告网络的事工，制作

【晨祷诗歌】供大家使用。结婚 39 年，育有二子，大儿子蔡元昊是英文部牧师，小儿子蔡

元胜是助理医生，蔡弟兄目前有三位孙子。 

 

蔡张成姐妹 

生于中国传统家庭，由于神奇妙的恩典，14 岁听 到十字架的故事，流泪决志，重生得救。

18 岁高三蒙召， 大学毕业后，立即进入全职事奉行列。历经长老会、信义会的熏陶;後得到

何广明叔叔为读经的启蒙恩师，从此进入倪柝声系统的追求与服事， 同時也和眾年輕人跟著

荣耀秀教士操練「保持主的同在」，在服事上有史伯诚弟兄的指点，学习了 20 年。1984 年

与夫婿蔡国文牧师被打发出去开拓教会，直到如今。在 43 年事奉生涯中，服事不同种的人

群，其中有 10 年之久蒙召 服事北美移民的下一代年轻人，为他们建造属灵的家。1998 年

又蒙神呼召成为宣教推动者，装备年轻人走入宣教区，鼓励教会在祷告和金钱上大力扶持，

愿一生为主造就萬民成為主耶穌的门徒，完成大使命。  

 

陈济民弟兄(skype) 

1937 年出生于日本神户，毕业于香港伯特利学院、崇基学院，并获美国西敏神学院道硕、

神硕学位，以及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于香港、英国、美国加州等地牧会，主

要服事领域为神学教育，担任过香港中国神学研究院讲师及教务主任(1978-1982)、加州富

勒神学院华人宣教系主任(1982-1991)及中华福音神学院院长(1998-2004)，2004 年荣退后

仍教学不辍。著作等身，计有《新约神学精要》、《未来之钥：启示录注释》香港中国神学

研究院、《保罗神学的十堂课》、《认识解经原理》、《新约伦理谈丛》（校园）、《哥林

多后书》（天道）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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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卧绿姐妹 

出生于敬虔的基督徒家庭。1972 年重生得救，1983 年全人奉献。1991 年与丈夫祝健弟兄

同心建立阿布奎基华人基督教会。其主要服事负担为牧养，代祷、医治、安慰、及话语的传

讲。 

 

Brother Richard Cook 

Richard Cook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Church History and Missions at Logos 

Evangelical Seminary in El Monte, California. He came to Logos in 2011. He served 

as a missionary and seminary professor in Taiwan for over ten years, and before 

coming to Logos he taught Missions, Missions History, and Chinese Church History 

at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in Chicago (2003-2011). He has MDiv and ThM 

degrees from TEDS and a PhD in Modern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Iowa. Richard and his wife Pei Fang live in Azusa, CA and they have three adult 

children. (https://www.les.edu/blog/portfolio-items/rev-richard-cook-ph-d/) 

柯立天(Richard Cook)牧师自 2011 年起在洛杉矶正道福音神学院担任教会历史暨宣教副教

授。他曾在台湾从事神学教育超过十年。回美国后，有八年时间在芝加哥三一神学院任教宣

教历史，中国教会史，及宣教有关课程。他持有三一的道学硕士及神学硕士，并爱荷华大学

的中国近代史博士学位。他的妻子李佩芳师母来自台湾，与先生一起事奉及教养三个孩子

（现已成人）。定居于洛杉矶的 Azusa。 

 

崔权弟兄 

上海万邦教会牧师。第四代基督徒。1989 年信主，1994 年被神呼召。1995 年到 1999 年

在东北基督教神学院读书；1999 年在上海创办万邦宣教教会至今；期间修读美国君司大学

教牧学博士学位。2030 宣教运动发起人之一。现致力于城市教会植堂和宣教工作。 

 

范学德弟兄 

50 年代出生在中国大陆。19 岁入党，1978 年考入吉林大学哲学系，1985 年考入中共中央

党校获硕士学位。1991 年来美国探亲。1995 年信主，次年入慕迪圣经学院读研究生，毕业

后出来作为一个自由传道人全时间传福音，足迹遍及北美洲欧洲澳洲和亚洲二十几个国家。

平日从事写作特别是网络写作。个人的公共号 fanxuede2016。出版了《我为什么不愿成为

基督徒》《梦中山河——红小兵忏悔录》《走进心灵——如何向大陆人传福音》《福音进中

国——网络上下的对话》以及《活在美国》、《最想活在这里——走过全球最宜居的城市》

等十几部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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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昶弟兄 

国际大赛获奖小提琴家，传扬音乐布道团及传扬团契牧者。1986 年应中国中央电视台邀请，

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实况演出，成为全国瞩目的年轻小提琴家。14 岁获国际梅纽因小提琴

比赛第一名。曾被世界最具权威的弦乐杂志 STRAD 誉为“罕见的世界级天才”。 

郭昶自 1995 年信主成为基督徒后，开始了他人生攀越的另一个高峰：认识上帝和追求永生。

这是一条漫长艰辛的天路和心路历程。到如今他凭着信心在这条路上一共走了 20 多个年头，

他的生命追求和事奉牧养的见证在各地激励了许多人来跟从耶稣。 

 

李晖弟兄 

出生于中国。1990 年夏赴美，接触福音。1992 年初在休斯顿华人教会得救受洗，同时在教

会的国语学生团契服事和接受装备。1995 年获天体物理博士。毕业后到新墨西哥州国家实

验室工作。2005 年当选美国物理学会 Fellow。多年从事天体物理研究，同时在当地的知识

分子族群中开展福音事工。之后在当地与弟兄姐妹们一起成立了华人基督徒团契(LACCF)。

多年来对知识分子信主，成长，服事和宣教深有负担。 

 

彭天堂弟兄 

罗切斯特大学数学博士， 格林维尔长老会神学院道学硕士。1994 年信主，现居住在明尼苏

达。 

 

施玮姐妹 

施玮博士：诗人、作家、画家、学者。祖籍中国苏州。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复旦大学中文

系学习。1996 年底移居美国，获博士学位，研究旧约文学。华人基督徒文学艺术者协会主

席，曾任《海外校园》主编等职。 

八十年代开始在在《人民文学》、《诗刊》等海内外报刊发表诗歌小说、随笔评论五百多万

字。作品入选多部选集，获世界华文著述奖小说第一名等文学奖项。出版作品《红墙白玉兰》

《歌中雅歌》《以马内利》等十五部。在美国举办多次灵性艺术诗画展，画作多次发表并被

收藏。主编《胡适文集》、《灵性文学》等丛书。与音乐家合作歌剧《驼背妇人》、交响诗

《基督颂》、合唱组歌《主爱中华》等。在中美及欧洲讲学，倡导并推动“灵性文学”创作。

2016 年出版的教会历史长篇小说《叛教者》是灵性文学的代表作品。 

 

谈妮姐妹 

出生于台北。自幼上教堂，约 9 岁在儿童主日学中接受耶稣基督为个人救主。15 岁开始参

与教会与校园团契中的各类服事。在大学期间开始到神学院选修课程。1991 年起于[海外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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园机构]任特约咨询委员。自北美华神获基督教研究硕士（主修教育与辅导）、道学硕士。现

为教牧博士候选人。并任《举目》杂志编辑。 

 

王伟成弟兄(skype) 

王伟成牧师曾任长岛丰盛生命教会，基督之家第四家主任牧师；前工人神学院专任教师，并

于华神延伸部，进深学房授课。台大电机系毕业，『华神』道学硕士，Westminster 神学院

系统神学神学硕士(Th.M)，历史神学哲学博士(Ph.D)。现任「丰收神学院」院长。 

 

王志勇弟兄 

美国改革宗长老会弗吉尼亚主恩基督教会主任牧师、伦敦三一圣经公会编辑。北京大学法学

硕士，牛津大学访问学者，美国加尔文神学院神学硕士。1997 年在北京从律师业蒙召全职

参加宣教与牧会侍奉，2000 年在家庭教会中按立为牧师。2003 年在北京创立“中国改革宗

神学网站”（www.chinareformation.com），2010 年在香港创办“雅和博圣约书院”，

2012 年在美国创办“雅和博传道会”，致力于研究和传播以十七世纪英美清教徒神学为代

表的古典改革宗神学，并结合英美文化保守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倡导以“圣学为体，世学

为用；仁教心学，法治德政”为综述的雅和博经学，致力于在各地推动建立经学、修道和牧

灵三者合一的基督教研修院，倡导悔改、和解与重建之道，被称为“中国改革宗神学领军人

物”之一。主要著述：加尔文《敬虔生活原理》（北京：三联，2012 年）；布雷克《理所

当然的侍奉》（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 年）；《清教徒之约》（上海：三联，2012

年）；《中国改革与清教徒精神》（台北：基文社，2012 年）；《当代基督教圣约世界观》

（台北：基文社，2013 年）；《公共神学》（台北：橄榄，2014 年）；《圣约经学与中国

未来》（台北：橄榄，2015 年）。 

 

王永忠弟兄 

南京举目教会，传道人、同工，哲学博士，中国神学研究院基督教研究硕士，南京东南大学

哲学与科学系教师。2010 年受洗，2012 年至今，参与教会服事，负责讲道和学生团契。参

与教授多个家庭教会系统神学院的课程。主要着译着：《西方旅游史》（2004）、《马基雅

维利全集·佛罗伦萨史》（2011）、《马基雅维利全集·政务与外教著作上下》（2013）、

《维基黑客阿桑奇》（2011）、《新刺客列传》（2013）、《激进正统导论：一个后世俗

神学图景》（即出）。部分论文：“文化战争视角下的基督教生命伦理学”，《东南大学学

报》2015-2，19-26；“门槛时代、推论式理性与恩格尔哈特的生命伦理学转向”，《伦理

学研究》2015-2，66-71。 

 

徐志秋弟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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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 年生于中国江苏。曾先后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西敏斯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2014 年波士顿大学哲学神学博士。徐志秋牧师十

七岁时偶然在收音机短波中听到福音坚持收听一年半之后接受救恩成为基督徒。上大学期间

感受到全职事奉的呼召。读神学期间在附近一间华人教会兼职服事两年。2001 年起加入麻

省华人福音堂，任吾思德分堂(Worcester)牧师十三年，目前为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神学院副

教授。志秋牧师与妻子丽杰育有三女：楚翘，楚慈，楚婷。 

 

Brother Allen Yeh 

Allen Yeh is Associate Professor of Intercultural Studies at Biola University near Los 

Angeles. He is a missiologist who specializes in Latin America and China, specifically 

in the theology and history of missions. His parents are from Taiwan but he was 

born and raised in the U.S. He did his B.A. in history at Yale University, M.Div. at 

Gordon-Conwell Seminary, M.Th.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t Edinburgh 

University, and D.Phil. in theology at Oxford University. He is the co-author of 

Routes & Radishes and Other Things to Talk About at the Evangelical Crossroads 

(Zondervan, 2010); co-editor of Expect Great Things, Attempt Great Things: William 

Carey and Adoniram Judson, Missionary Pioneers (Wipf & Stock, 2013); and author 

of Polycentric Missiology: 21st Century Mission from Everyone to Everywhere (IVP, 

2016). He has traveled to 60 countries on every continent to research, do missionary 

work, and teach. He serves on the Board of Directors of the FTESEA (Foundation for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 Southeast Asia), and is co-convener of the EMS 

(Evangelical Missiological Society) National Conference this year on Majority World 

Theology, along with Dr. Tite Tienou (former Dean of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Allen Yeh 是洛杉矶附近的 Biola 大学跨文化研究的副教授。他是一位拉丁美洲和

中国宣教学家，主要研究宣教的神学和历史。他的父母来自台湾，但他在美国出生长大。他

是耶鲁大学历史系的文学学士，戈登康威尔神学院的道学硕士，爱丁堡大学跨文化交流的神

学硕士和牛津大学的神学博士。他与人一起撰写了《在福音派十字路口谈论路线，根源及其

他事物》(Zondervan, 2010)，一起编辑了《期待大事，尝试大事：威廉·凯里，艾多奈拉

姆·耶德和宣教先锋》(Wipf & Stock, 2013)，并创作了《多中心宣教：从每个人到每个地方

的 21 世纪宣教》(IVP, 2016)等书。他前往各大洲 60 个国家进行研究，做宣教工作和教学。

他担任东南亚神学教育基金会(FTESEA)董事会成员，与 Tite Tienou 博士（前三一福音神学

院院长）一起召集今年的福音派宣教学会(EMS)全国会议，探讨主流世界神学(Majority 

World The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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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刚弟兄 

1973 年生于中国山东。2000 年来美就读 MBA 时，蒙恩听到福音，认识到自己不过就是一

个罪人，无法战胜罪，无法面对上帝公义的审判，悔改接受死而复活的耶稣基督为生命的主；

后蒙召入读芝加哥三一神学院等学校，获道学硕士和神学硕士。曾在底特律牧会三年。现与

太太牟韶华姐妹、三子二女住在 Grand Rapids, MI，从事圣经的翻译。曾在《生命季刊》

和《生命与信仰》发表十余篇关于信仰、解经、生命成长、教会生活的文章。信主见证《是

耶稣救了我》刊登在《生命与信仰》总第四期。 

 

周小安弟兄 

1954 年生于湖南长沙，1969 年下放农村，1972 年考上中专。1977 年考入湖南师范大学物

理系，1986 年获中国科技大学授予的粒子物理学硕士。1990 年获加拿大 BC 省 SFU 粒子物

理博士学位，同年蒙恩得救。1992 年蒙神呼召进入维真神学院学习，1995 年获基督教研究

硕士学位。自 1998 年在佳恩基督教会(AGCFCA)作全职传道人，2003 年按立为牧师，2004

年后担任主任牧师。 

 

周学信弟兄 

周学信牧师出生于台湾台北县，随宣教士父母先后定居于菲律宾、日本及美国。12 岁蒙召献

身，自中学起即在美国受圣经与神学教育。博士班专攻历史神学，主要研究早期教父神学，

及政教关系。1988 年起受聘为中华福音神学院专任教师迄今，主授神学与教会历史。2008-

2011 年曾借调高雄圣光神学院担任院长。近年致力钻研「灵修神学」，「当代神学」与

「公共神学」。 

 

祝健弟兄 

于 1979 年在中国家庭教会信主。1983 年蒙召全人奉献事奉神。1989 年于新墨西哥州华人

浸信会接受按立为传道。1991 年开拓阿布奎基华人基督教会(ACCC)，并牧养教会至今，现

任主任牧者。其主要的服事负担为灵修祷告、生命成长、教会建造，以及宣教事工的连接工

作。曾任生命季刊编委，历任华人牧者团契常任副主席，更美的家乡音乐会音乐家团牧，现

任林肯基督教大学中国学院院长。着有事工小册《牧养教会》及《国度连接与未来中国教会

的三件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