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基督長老教會

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
National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ouncil
Presbyterian Church (U. S. A.)
http://www.ntpc-usa.org/
主席：陳浩德 副主席：林宗毅 書記：李仁豪 會計：葉芸青
委員：林昇耀 吳承瑾 郭超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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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第 46 屆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年會即將於 4 月 23-25 日假加州好牧者教會召開。感謝上
帝！今年年會的主題是：【遇見上主】。這一屆為了讓大家充分研討、互相學習與彼此代禱。盼大
家得到身心靈之交流、堅固教會事工。我們將著重在事工分享以及生命見證的主題上，將邀請幾間
從事社區宣教有成的教會以及南加州教會的牧長、兄姊分享生命見證。會場在加州好牧者台灣基督
長老教會，住宿在旅館：Comfort Inn 588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會後 25-26 日下午
Hollywood & Griff Observatory, Getty Museum & Santa Monica 半日遊，27 日將前往 Joshua Tree & Palm
Spring 等，請切勿錯過。竭誠歡迎關心靈命成長、教會增長、NTPC 事工之牧長會友有志者一起來參
加，建立屬靈團契的夥伴關係。
24 日下午 4:00 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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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10 日以前送交書記李仁豪牧師，以便付印於大會手冊。E-mail：
revdrpastorlee@gmail.com。敬請各教會將今年度 NTPC 年費(禮拜人數 50 人以下$100，禮拜
人數 100 人以下$200：禮拜人數 100 人以上$300，較大教會請增加。)寄給會計葉芸青長老 Elder
Winnie Davis (619) 660-1282; davis91977@gmail.com 地址： 4150 North Cordoba Ave., Spring
Valley, CA 91977。
委員選舉是由各區 TPC 考慮性別、年齡以及牧師與信徒等的平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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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應改選之代表：西北區(3 年任)一名，西南區(3 年任)一名。請這區 TPC 主席召開委員會，
提出人選給執委員會書記李仁豪牧師。Email：revdrpastorlee@gmail.com 電話：(858)-60373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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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地來參加 NTPC 年會，但教會未能補助的
現任牧師夫婦，每人補助$300，從外地來參加之退休牧師夫婦，每人補助@$100。弱小教會或經費
有困難者，歡迎來信申請獎學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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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年會會議將由 NTPC 經常費補助，參加年會，酌收報名費$5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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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後旅遊日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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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耑此通知並祝
主恩永偕
主席：陳浩德
書記：李仁豪

NTPC 執行委員會 (任期三年，連選得連任，但不得超過六年。)
主 席：陳浩德牧師〈中原區-安雅堡〉
副主席：林宗毅長老〈西北區-西雅圖〉
書 記：李仁豪牧師〈西南區-基督信友〉
財 務：葉芸青長老〈NTPW-西南區〉
委 員：
林昇耀長老〈西南區-南灣〉
吳承瑾執事〈東北區-北維州〉
郭超喻長老〈東北區-華府〉
葉文宏長老〈美南區-休士頓〉

2022 年屆滿
2020 年屆滿
南加州 TPC 主席
NTPW 會長
2020 年屆滿
NTPYAC 會長
2021 年屆滿
2022 年屆滿

事工委員會組長：
婦女事工：葉芸青長老
禮典法規：彭雅各牧師
傳教師會：張宣信牧師
歷史事工：林昇耀長老
教育事工：羅敏珍牧師
社青事工：吳承瑾執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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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ce to you, dear pastors and coworkers in Christ,
Greetings to your church from NTPC.
The 46th NTPC Annual Conference will be held from April 23-25, 2020 at Good Shepher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Please save the date on your 2020 church calendar, especially th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es in southern California who are acting as the hosts, and encourage your pastors
and members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Thanks be to God! This year’s theme is “Encountering God.” In order to allow the
participants to have ample time to discuss, learn and pray for each other, we are going to
focus on ministry sharing and themes on testimonies this time. We will invite few churches
that are effective in evangelism in their communities, and pastors and Christians from
southern California churches to share their life testimonies.
While the conference will take place at Good Shepher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the
accommodation will be at Comfort Inn, 588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For 25th and 26th, in the afternoon we will have half day tour to go to Hollywood and Griff
Observatory, Getty Museum, and Santa Monica. On the 27th, we will go to Joshua Tree and
Palm Spring for sightseeing. Please do not miss this opportunity. We warmly welcome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spiritual development, church growth, and NTPC ministry to join us,
and build partnership in fellowship.
We will have NTPC annual meeting at 4 pm on the 24th, where we will hear each committee
and regional TPC reporting on their work in progress. For those responsible for churches or
each region, please send in your report to our clerk Pastor Lee Jen-hao before 3/10, so we
can include the information in our conference handbook. His email
is revdrpastorlee@gmail.com.
Please also pay your annual membership due (less than 50 members, $100; less than 100
members, $200; more than 100 members $300, larger church please increase your due
accordingly) by mailing a cheque to our treasurer Winnie Davie at (619) 6601282; davis91977@gmail.com. Address: 4150 North Cordoba Ave., Spring Valley, CA
9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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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NTPC 年會：4 月 23-25 日 (四-六)
主題：遇見上主
地點：好牧者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Good Shepherd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606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2020

4 月 23 (四)

7:00

10:00

休 息一 下
Ministry Workshop 1
回應與分享

10:20
12:00

14:00
15:30

4 月 25 日 (六)

早 安 早 餐
【走出小型教會的迷失】
Ministry Workshop 3
李定印牧師

8:30

13:00

4 月 24 日(五)

午餐
14:00 報到
15:00
Board of Pension
Conference

16:00

Healthy Pastor
Healthy Church

18:00

晚 餐

19:30
20:00

開會禮拜-陳浩德牧師
相見歡

NTPW、NTPYAC 年會
Ministry Workshop 2
Matthew 25
休息一下
NTPC 年會
晚 餐
培靈、見證分享會
遇見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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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12:00
差派禮拜-牧師
Mission to Commission

美國長老教會

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 NTPC 年會 報名表
年會：04/23-25/2020
旅遊：04/25-27/2020

中英文姓名

性別

男

教會

教會職稱

女

住址
Email

手機
旅遊

電話

請勾選參加項目

囗 4 月 23-25 日年會

囗 25 日

囗 26 日

請勾選住宿日期

囗 4 月 22 日囗 4 月 23 日 囗 4 月 24 日囗 4 月 25 日

囗 27 日

每人每日 $50

囗 4 月 26 日囗 4 月 27 日

囗其他，請註明日期天數
2 queen bed

囗 1 人 1 房 每晚 $130

囗 2 人 1 房每人每晚 $65

室友安排

囗請幫我安排室友

囗我的室友：

報名 4 月 12 日截止

囗報名費 $50

囗 2 月底前報名 $30

報名費用總額

報名費 $
到達班機
Airline
離開班機
Airline

飛機班次 22 or 23 日
請搭至 Los Angeles
(LAX)機場

+住宿費$

+ 旅遊費$

Flight#
Flight#

囗其他，請註明日期天數
囗 3 月 31 日前報名 $40
= 總額 $
抵達
:
/
離開
:
/

日期
日期

地址：Good Shepherd Presbyterian Church, 606 S Atlantic Blvd, Monterey Park, CA 91754
班機：請安排 23 日 12:00 以前到達，以便統整搭車前往(車程一小時)，或請自行設法到會場
建議到達機場除了 LAX 之外鼓勵兄姊搭乘國內航空到 Long Beach “LGB” 以及 Ontario
“ONT” 機場以避開 LAX 接機之不便！
報名：支票請寫 payable to NTPC 連同報名表請寄至：
Winnie Davis, 4150 North Cordoba Ave., Spring Valley, CA 91977
諮詢：Winnie Davis 葉芸青長老(619)660-1282; davis91977@gmail.com
旅遊：4 月 25 日 Hollywood & Griffith Observatory
26 日 Getty Museum & Santa Monica
27 日 Palm Spring & Gabazon Outlets
參加旅遊者，回程請購隔天以後之機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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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台灣人教會聯合會 NTPC 年會
傳教師靈修會 報名表

請 NTPC 所屬各教會牧師參加此次代表會議以及靈修會
煩請各教會以「公假」鼓勵各教會牧者參加
年會：04/21-23/2020
地點：Western Inn Upland (GuestHouse), 1191 E Foothill Blvd, Upland, CA 91786
亞伯蘭台灣基督長老教會 Upland Taiwan Presbyterian Church
9284 Baseline Rd., Rancho Cucamonga, CA 91730
主題：邀請李定印牧師「走出牧者的困境」專講
針對 NTPC 講題「走出小型教會的迷失」研討

中英文姓名

性別

男

教會

教會職稱

女

住址
Email

手機

請勾選住宿日期

囗 4 月 20 日、囗 4 月 21 日、囗 4 月 22 日

2 queen bed

囗1人1房

電話

囗 2 人 1 房，室友姓名：

室友安排
報名 4 月 12 日止
報名費

囗請幫我安排室友
囗我的室友：
囗$230 單人房
囗$330 2 人一房；費用包括住宿、交通、以及六餐餐費。加住一晚$65/房間
到達班機
抵達
:
日期
飛機班次日期、班次、機場 Airline
Flight#
/
機場名稱：囗 LAX

囗 ONT

囗 Others 請註明

班機：請安排 21 日中午 12:00 以前到達，以便統整搭車前往(車程 1.5 小時)，或請自行設法到會場
建議到達機場除了 LAX 之外鼓勵兄姊搭乘國內航空到 Long Beach “LGB” 以及 Ontario
“ONT” 機場以避開 LAX 接機之不便！
報名：支票請寫 payable to NTPC 連同傳教師會報名表請寄至：
Winnie Davis, 4150 North Cordoba Ave., Spring Valley, CA 91977
諮詢：Winnie Davis 葉芸青長老(619)660-1282; davis91977@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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