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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茧而出】2013 华人差传大会  

(Chinese Mission Conference UK） 
 

大会介绍： 

主耶稣说：“你们不是说『收割的季节还有四个月才到』吗？看哪，我

告诉你们：举目向田里观望，庄稼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约 4：35)

现在正是这样的历史时刻：带着异象，肩负使命，我们从沉睡中醒来，

为在英国的宣教工厂，为在普世的宣教事工上，我们要破茧而出，为主

扬声。 

英国华人差传大会的目标包括三方面： 

     揭晓 –让我看到神当今在世界各地奇妙大能的作为； 

     装备 – 帮助我们瞭解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最重要的是使万民做主门徒； 

     参与 -破茧而出实践主给我们的大使命； 

大会讲员：梁斐生博士、陈世协牧师、陈世钦牧师、于宏洁牧师、远志明牧师 

 梁斐生博士毕业于加拿大埃布尔达省大学, 获得电机工程博士。多年来曾任职于 

加国国防部,主持国防太空, 通讯卫星,  反飞弹防御, 及核子幅射研究与发展工作。  

梁博士于二零零三年提早退休。 现任加拿大中国信徒布道会董事, 曾任美国基督徒 

使者协会董事会主席。 经常被邀请到世界各地主领聚会及专题讲座。 梁博士著 

有《真金不怕洪炉火》、《常胜兵法》、《从圣经揭开动荡世代的奥秘》等书籍。 

 陈世协牧师在 Biola University 的 Talbot School of Theology 先后完成道学硕士 

('87)、神学硕士('96)、教牧学博士('92)。在美期间，他曾担任芳泉谷第一华人 

浸信会的副牧师。1997 年 神带领陈牧师一家回去亚洲，在新加坡神学院担任全职 

讲师，2002 年被委任为副院长，2006 年 7 月上任为新加坡神学院院长。陈牧师与 

师母曾美凤已婚 25 年，并有两位子女。 

 陈牧师为马来西亚砂劳越人，後於美国加州 Biola University 先後取得 

「婚姻家庭硕士」以及「教牧学博士」学位。近叁十年来於东南亚、北美与欧洲 

等地从事宣教事工、社区事工、神学教育工作，以及教会领袖培训；亦常应邀 

主领信仰生活聚会、退修会、差传会、佈道会、培灵会、婚姻家庭讲座，以及讲坛 

演练室等。 目前为世界华人福音事工联络中心(世界华福)总幹事。 

 于牧师自台湾来美研究所求学，80 年获电脑硕士学位，在矽谷电脑工程界工作十二年

之后，于一九九一年底蒙召全时间服事主，和少数弟兄姊妹开始了位于 Cupertino 市 

的「基督徒聚会」(现名 Silicon Valley Christian Assembly), 并任该教会牧职迄今。 

于牧师经常到海外及各地服事众教会，信息以真理为根基，非常重视生命的进深与 

生活的实践，且因带职服事多年，对有心事奉者多有实际的启发。 

 电视政论片《河殇》撰稿人之一﹐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博士候选人。九一年在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受洗成爲基督徒﹐随後入读密西西比改革宗神学院﹐毕业後在 

《海外校园》事奉，现任神州传播协会总编导。著有《失了大地得了天空》﹑ 

《信仰对话录》﹑《老子与圣经》﹑《信仰随笔》﹑《神州忏悔录》等书。 

编导电视片《神州》、《十字架》、《福音》、《彼岸》。四处主领佈道培灵聚会。 



大会内容： 
 

               灵修讲座：陈世协牧师             大会信息：陈世钦牧师 

1  从摩西看事奉 1  从自我中破茧而出 

2  从约书亚看顺从 2  从时代的压迫破茧而出 

3  从但以理看尽忠 3  为神的呼召挺身而出 

培灵信息 

* 于宏洁牧师 

* 远志明牧师 

 

 

大会时间： 

2013 年 8 月 26 日-29 日 （周一下午 14:00--周四下午 13:00） 
                                                              *营会 26 日当天 14:00 注册完毕后有培灵信息； 18:30 有晚餐供应* 

 

 

大会地点： 

The Hayes Conference Centre - Swanwick, Alfreton, Derbyshire, DE55 1AU, UK 

 

 

特别服务： 

 大会以普通话进行，为了方便讲粤语的弟兄姊妹，我们会在现场利用耳机提供「粤语

即时傳譯」服务。 

 大会期间会有工作坊,、座谈会和展销会来满足不同弟兄姐妹的需要。 

 

费用： 

成人: 套房 (En-suite twin/double room) £180, 标准房 (Standard twin/double room) 

£140;    少年 (6-13 岁): 套房 £130, 标准房 £100。 

 

询问:     cmcUK@afcinc.org 

 

 

 

 
  

       http://goo.gl/qHAk6

mailto:cmcUK@afcinc.org
http://goo.gl/qHAk6
http://www.cct.org.uk/the-hayes/introduction


【破茧而出】2013 华人差传大会 -- 报名表 
    *   报名截至日期    10/08/2013         *   收费截止日期：17/08/2013 

* Required 

* 必选项目 

        姓名 * 性别* 

 

年龄 

 

            （本栏为了方便分组） 

                   申请人信主时间 

<1 年 1-3 年 >3 年 还在寻求中 

申请人中文全名        

  携同之配偶        

   携同孩子 

       

       

       

所在城市（英文） *  :      

电话 * :      Email  * :   

所属教会/团契或介绍人 * : 

(Church, fellowship, or introducer) 

您将通过何种方式抵达营会 * : 

☐   自驾   

☐    Alfreton 火车站 

☐    搭乘友人车辆 

 

您是否可以在营会期间为弟兄姐妹提供交通支持 

(到附近的火车站送人或接人）?  Yes ☐ No ☐ 

 

如果您可以在营会期间为教会附近弟兄姐妹提供 

付费搭车服务，可以提供几个座位 

(从教会到营会）?    ____________ 个座位                         

您目前的服侍方向： 

为了我们更好地安排大会中的服侍，谢谢! 

 

牧师/ 传道人  

宣教士  

教会长执  

机构同工  

平信徒  

OTHERS _______________ 

 

请注明您的特别需要（如老人孩童的饮食）； 

Please state special needs (e.g. special dietary for the elderly and infants) 

大会住宿房间选择 *：* 必选项目   * 报名费用以每人 (Per Person) 为收费标准 

根据您的个人需求，请选择相应的房间类型: 双人(twin/double) 套房，双人(twin/double) 标准房 

 
1 人 2 人 3 人 4 人 5 人 

成人套房 (£180) 
     

成人标准房 (£140) 
     

少年(6-13 岁) 套房(£130) 
     

少年(6-13 岁) 标准房(£100) 
     

 



总共报名费用 (数字即可)    * 具体付费方式详情，请见下栏！ * 

成人: 套房 (En-suite twin/double room) £180, 标准房 (Standard twin/double room) £140;  

少年 (6-13 岁): 套房 £130, 标准房 £100。 

报名费用以每人 (Per Person) 为收费标准，不是每一个房间 (Not Per Room) 

£
 

 

 

您的付费方式： *  便于我们同工能够更有效地处理您的费用。谢谢！ 

在线转账 Online Banking (我们的同工会给你发来一个 Unique Ref Number，以此作为您的报名

编码)  

支票 (我们的同工会给你发来一个 Unique Ref Number，以此作为您的报名编码)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谢谢你的时间！ 

 

 

付款方式说明：  

1)  在线报名后，我们的同工会给您发来一个报名编码，请注意查收。 

 

2)  在线转账方式：  

                           Bank Name: HSBC,  

                           A/C name: DTC UK,  

                          Sort Code: 40-18-17,   

                          A/C No: 92828154,  Reference: 报名编码 - Surname（如：C001 - Huang）  
 

3)  支票：支票抬头 (cheque payable to):  DTC UK 

              （请在支票的反面写上你报名时的名字、报名编码 - Surname（如：C001 - Huang）， 

               以便核 对。谢谢！）  
 

               支票请寄到：  

                                  FAO: CMC UK 

                                  15 Hazelwell Street 

                                  Birmingham, B30 2JX  

              * 请勿寄现金  

              * 报名在填表并缴费后才算完成。我们收到报名表与费用后 2 周内将会通过 email 通知确认。若 

                 收不到通知，请尽快联系我们: cmcUK@afcinc.org 

 

* 营会注意事项 *： 

1) 若报名及缴费完成后，营费恕不退还，可找人替代，但需提前通知营会的筹委会，否则视同放弃。(因大

会已支付营地订金不可退) 

 

2) 虽然营会接受青少年和儿童报名参见营会，但是由于受人力资源方面的限制，本次营会将没有专人照看

青少年儿童，诸多不便，敬请原谅！ 

 

 

mailto:cmcUK@afcin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