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报名表 

C L R C培训退修会 
4 / 2 3 - 4 / 2 5 ,  2 0 0 9  

週四6 :0 0 p m  至週六5 : 3 0 p m  

B r a c e y ,   V A  
< L a k e  G a s t o n >  

Contact  
Albert  Yeh  

教会的牧养 
 

讲员： 

边云波弟兄 

许道良博士 
 

Directions to CLRC from 
Raleigh / Durham area 

 
From I-85, take Bracey Exit (Exit 4 in Virginia, near the NC 
border). Go East on Rt. 903 about 3.5 miles. After passing 
the  Hard  Times  restaurant  and  the  RCS  Recreational 
Properties  office  on the left,  turn  right  immediately to 
Mallard Lane, which is a single lane gravel road. 
Follow the gravel road for 0.8 miles (after 0.4 miles, the 
road becomes paved). Turn right to Pine Forest Road at the 
three way fork, which is another gravel road.  Bear left at 
the next turn (do not turn right), the road merges into Forest 
Acres Road. 
Turn right at Lost Forest Road. There is a tall white post and 
a CLRC sign at the turn. Follow Lost Forest Road and bear 
left to almost the end of the road.  CLRC facility is on the 
left side, but not visible from the road.  There is a metal 
fence with a sliding gate.  The CLRC sign /address (191 ) is 
posted behind the fence. 

姓名:(中)                        男/女          

地址： 

 

电话: 

E-Mail: 

所屬教會: 

事奉岗位： 

 

         (英)                                           M/F 

住宿：Dorm_______          Hotel________ 

註册费:  $110, 伙膳费(6餐):  $35, 共计: $145。 

Dorm住宿等其它费用请自由奉献。Hotel 住宿

请自行负责。如有经济困难，可申请奖学金。

支票抬头请写 CLRC , 并与报名表一同寄至：

CLRC, c/o Albert Yeh，303 Dunwoody Dr，

Raleigh, NC 27615 

因场地有限，全时间参加者及早报名者优先。 

请自备浴巾, 床单, 床被, 枕套。 

所有参与使用者在活動其間的安全，不論在陸

地及水上，需自行負責，并需签署意外事故责

任豁免同意书。 

All attendee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must sign the Liability Release 
Agreement. 

Signed簽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19) 847-2064 (Raleigh) 
(434) 636-3638 (Bracey) 

(919) 345-8949 (M)  
www.clrcrenew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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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属灵领袖是一个健全教会

的至要关键，能使教会更有效的

完成神托付教会的目的和大使命

。也是全球華人教会面對廿一世

紀最大的挑戰與機遇。基督僕人

更新中心〈簡稱CLRC〉的宗旨是

專為協助基督徒領袖的栽培与更

新，以华人教会为主，使他們認

知如何發揮基督僕人最大的潛能

。中心針對屬靈領袖最迫切實際

的需要，提供整全性、三方面的

事工項目：一、領袖進修特别讲

座，二、同工之间相交的操練，

三、個人退修與更新。 

CLRC 異象與使命 

许道良博士简介  

许道良博士出生于越南，后赴美留学，获 BA 

in Sacred Music, Grace University，M.Div.  

from Wheaton College Graduate School, and 

Ph.D. from Aquinas Institute of Theology。  

与妻子徐春华为美国播道会宣教士。 于1975

至2003在香港播道神学院任教。 于1986至

2003担任播道神学院院长。曾任多间教会顾

问牧师，华福常委，亚洲神学协会会长。 

著有《杖与杆》，《超越与转化》，《抉择

与代价》, 《牧养与承担》等书。 

现任美国播道会巡回宣教士，主要训练华人

教会领袖。 

 边云波弟兄简介 

边云波弟兄，大陆传道人。1948年在中央大

学四年级时，写出<献给无名的传道者>后，

奔赴西部边疆传道。1953年到北京王明道先

生处受教，协助王先生从事文字工作。王先

生被捕后边弟兄等人也被捕，王先生第一次

被释放后边弟兄也被释放。由王明道夫人印

证，与白耀轩姐妹结婚。以后到农村劳动改

造，於1987年平反。主编了《圣经词典》丛

书数册，供应国内外各地信徒使用。1996年

来美国后，又在海外各地事奉。近两年整理

出《最后的路程》及《残诗拾零》等诗和众

圣徒共颂主恩。 

成熟的属灵领导是一个教会是否健康与

成长的至要关键。 主耶稣在三年多的传

道生涯中, 与门徒们一起生活, 为要栽培

他们成为未来教会的领袖。在主复活之

后, 特别嘱咐他们要使万民作他的门徒, 
牧养他的教会。 保罗不但是一位向外邦

人传福音的使徒，也是一位栽培了许多

同工的牧者，在他的书信中他强调教会

领袖要装备圣徒，并有持续性的栽培。 

目前各地华人教会都有“工人荒”的现

象。栽培教会领袖是一个长时期，多方

面的过程，决不仅仅是神学院的责任。

华人教会和牧者们更需要负起栽培领袖

的职责。 

希望藉着这次培訓能对教會牧者的角色

及牧養的事奉有更全面、系统性的了

解。並藉著参加的各教會牧者同工們牧

養经验的交流、彼此能更有效合一的事
奉。 

主题：教会的牧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