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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act  
Albert  Y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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呂沛淵 牧師 呂沛淵 牧師 呂沛淵 牧師 呂沛淵 牧師      

Directions  to CLRC 

191 Lost Forest Road, Bracey, VA  23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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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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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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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9) 847-2064 (Raleigh) 

(434) 636-3638 (Bracey) 

(919) 345-8949 (M)  

www.clrcrenew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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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屬靈領袖是一個健全教

會的至要關鍵﹐能使教會更有

效的完成神託付教會的目的和

大使命。也是全球華人教會面

對21世紀最大的挑戰與機遇。 

基督僕人更新中心基督僕人更新中心基督僕人更新中心基督僕人更新中心  <簡稱 

CLRCCLRCCLRCCLRC>的宗旨是專為協助基督徒

領袖的栽培與更新，以華人教

會為主，使他們認知如何發揮

基督仆人最大的潛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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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袖進修講座， 

二、同工之間相交的操練， 

三、個人退修與更新。 

CLRC    異象與使命異象與使命異象與使命異象與使命    

呂沛淵 牧師简介呂沛淵 牧師简介呂沛淵 牧師简介呂沛淵 牧師简介        呂沛淵牧師 蒙召全職傳道，畢業於美國費城Westminster 神 學 院，1986 年 獲 聖 經 碩 士，1992年取得歷史與神學博士學位。同年開始任教於加州洛城 LOGOS 神學院，主授系統神學、教會歷史、解經學、倫理學、衛道學、異端研究等課程。  自1998年至2000年，任聖荷西Harvest神學院副院長與專任教授。自2000年至2006年，任矽谷Cupertino「基督之家」牧師。2006年11月起，開拓「聖經歸正教會」。目前也擔任「改革宗神學院」與「工人神學院」兼任教授。 呂牧師曾在南加州兼任牧會工作，並在「華神北 美 分 校」、「海 外 神 學 院」、「信 義 神 學院」、「華神延伸部」、「更新學院」與「進深學房」授課，並應邀於北美及東南亞、歐洲、紐澳、南美等地，主領退修會、佈道會及特別講座，開授延伸課程，使眾多弟兄姊妹得著造就；並擔任「海外校園」與「舉目」雜誌編輯委員，「生命季刊」編輯委員，經常寫作發表信仰與生活等文章來傳揚福音。 

 。    上二個世紀，一直到現在，神的教會面臨來自世界文化潮流空前的衝擊：從進化論、唯物論、人本主義、新世紀運動、一直到後現代主義。這些思想潮流最主要的攻擊對象，是我們的「聖經」:它的獨一、正確與啟示性，特別是它的無誤性。 因此，華人教會，包括普世教會，目前最大挑戰之一是需要維護、堅持全本聖經是我們信仰生活最高的準則，也就是要「回歸聖經」。 不但如此，如果教會內部要達到真正的合一，成 為 神 對 這 世 界 有 力 的 見 證  ( 約 17:21 )，我們必須在信仰真道上、對基督的認識上「同歸於一」 (弗4:13 )，我們也必須要「回歸聖經」。 在「回歸聖經」中，最關鍵性的，是要持守對聖經無誤的立場。期望藉著這次退休培訓會，來獲得裝備，求神使用祂僕人的信息，和參加的各教會牧者同工們之間的交流，使我們能夠更全面、系統性地，從神學與護教來了解「聖經無誤」的真理，使教會不但能忠心地堅守這個信仰，並且能攻破一切來自世界或是內部的各種對「聖經無誤」的攻擊，進一步提升所有基督徒，特別是我們的下一代，對這個真理的認識，以及如何有效地應用在我們的生活和事奉中，榮耀神的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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