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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7 年信友堂板新分堂全教會退修會行前通知  
 

1、日期：2017 年 5 月 28 日（日）下午 ~5 月 29 日（一）下午（二天一夜）       

 

2、報到時間及地點：5 月 28 日下午 13:00，在教會七樓交誼廳向惠珊/怡玲報到後至一樓大門口集

合，並依照車長 (A 車/淳斐、苡勻，B 車/于光、之欣) 指示上車；13:3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自行開車的弟兄姊妹，請於 14:20 到渴望會館 R218 教室直接報到。 

 

3、退修會地點：渴望會館  桃園市龍潭區渴望路 428 號 03-4072999 

 

4、攜帶物品：聖經/筆/筆記本、自用水杯、身分證/健保卡（備用）、個人盥洗用品、藥品、換洗/

禦寒衣物、遮陽用具、雨具、便鞋…等，以及玩設施所需的衣物用具—泳衣帽、運動衣鞋…等。 

◎渴望會館減碳小叮嚀：開會請自備環保杯，住宿請攜帶個人盥洗用品［提供毛巾、洗髮乳、沐

浴乳；但不提供牙刷、牙膏、梳子、刮鬍刀、浴帽等一次性用品（若需要 B1 櫃台有售）］ 

◎室內：溫水游泳池、SPA 區、電子式視聽娛樂器材、桌上冰球、手足球、桌球、撞球、健身房、

棋牌室…等設施； 

◎戶外：備有數部成人與兒童用腳踏車，享受微風輕吹，近距離體驗大自然景色，體會都市無法

媲美的田園之美。 

        

5、交通資訊：請自行開車者，跟入口守衛表明你是【信友堂】住宿的客人，並按其指示前往停車。 

 

自行開車 

由北往南： 

◎ 北二高(國道三號)：從汐止、深坑、木柵、新店、安康、中和、土城等交流道上高速公路，至龍潭交流道下，循小

人國、六福村指標行進，自龍潭交流道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龍潭渴望園區。 

◎ 中山高(國道一號)：從大台北地區經林口收費站，南崁/桃園交流道後，於機場系統交流道接二號國道往八德/鶯歌方

向行進，而後可接北二高(國道三號)往大溪方向南下，至龍潭交流道下，循小人國、六福村指標行進，自龍潭交流道約

10 分鐘即可抵達龍潭渴望園區。 

◎ 中山高(國道一號)：從北往南經內壢、中壢/新屋交流道後，可接往大溪之 6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於中豐路口下平

面道路往龍潭，再循往小人國、六福村指標行進。 

◎ 省道台三號：由新店、土城、三峽，北往南可聯結大溪、員樹林到龍潭，於龍潭市區循小人國、六福村指標行進即

可抵達龍潭渴望園區。 

 

大眾運輸工具  

來自大台北都會區： 

◎ 可選擇搭乘台聯客運往小人國、六福村客運：台聯客運由台北松山機場啟站，循經敦化南北路至公館、捷運景安站，

再經北二高，於龍潭交流道下，房客可於龍潭總站下車，轉搭計程車至渴望會館，或繼續搭乘台聯客運到小人國站，

再轉搭計程車至渴望會館。 

◎ 可選擇搭乘亞聯客運往新竹：自仁愛敦化北路口，經公館、新店，走北二高於龍潭交流道下，轉搭計程車至渴望會

館。 

來自其他地區： 

◎ 搭乘鐵路運輸系統於中壢站下車，換搭乘新竹客運 5653 號公車：由中壢往小人國、六福村的車班，至龍潭渴望園

區大門口下車即可。 

若有任何問題，請與板新總協調—陳端恩 0926-952207/會場總協調—董慧蓉 0920-100313 連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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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李鴻欣弟兄 梁家豪傳道

(詩歌：我們仍然唱這舊詩章、藉我賜恩福) 
 

何玉峯長老 

1030-1200 

1200-1300 

1300-1330 

（七樓交誼廳向惠珊/怡玲報到，即至本大樓一樓大門口

集合上車~車長:A車淳斐、苡勻 B 車于光、之欣） …

1330-1440 

(向慧香報到、領取名牌/手冊)

1440-1500 

陳端恩執事  梁家豪傳道

(詩歌：我們又在一起、惟獨耶穌) 
 
何玉峯長老

 

1500-1510 

1510-1530 

1530-1650 賦歸，龍潭-板新 車程

明年見 

減碳小叮嚀：開會請自備環保杯，住宿

請攜帶個人盥洗用品［會館提供毛巾、

洗髮乳、沐浴乳；不提供牙刷、牙膏、

梳子、刮鬍刀、浴帽等一次性用品（B1

櫃台有售）］ 

 

※ 自備電子琴&腳架、大黑喇叭+腳

架、譜架 

※ 報名、收費－慧蓉 

※ 講員、領會/司琴邀請－家豪 

※ 製作投影/印製手冊－若綾/慧蓉 

※ 投影播放－耀煌、方儀、靜蕊 

※ 影音/總務－志忠/吉利 

※ 照相－宏桂、佳娟 

※ 簡單咖啡&茶包－慧蓉 

※ 板新/會場總協調—端恩/慧蓉 

1650-1830 (至櫃台找慧蓉拿房鑰) 

…

1830-1930  

1930-2100 

洪若綾姊妹  楊雯婷姊妹

(詩歌：將天敞開、永恆的答問) 
 

梁家豪傳道

2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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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講員再提供。  

 

 

 

 

 試分享在父母、婚姻、孩子、財產的事上，其中哪一部分我比較容

易把自己的位置放在主的前面？  

 

 

 

 

  加拉太書 4:8-20 

 馬太福音 19:1-30 

  

 

 主藉這段經文對我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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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地遊戲各關主題和經文 

詩篇 19:7-8「耶和華的律法全備，能甦醒人心；耶和華的法度確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
華的訓詞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華的命令清潔，能明亮人的眼目。」。 

 
【關卡 A】我是「好新人」 
申 22:1你若看見弟兄的牛或羊失迷了路，不可佯為不見，總要把他牽回來交給你的弟兄。2
你弟兄若離你遠，或是你不認識他，就要牽到你家去，留在你那裡，等你弟兄來尋找就還給

他。3你的弟兄無論失落甚麼，或是驢，或是衣服，你若遇見，都要這樣行，不可佯為不見。
4你若看見弟兄的牛或驢跌倒在路上，不可佯為不見，總要幫助他拉起來。 

 
【關卡 B】我愛護生命 
申 22:6你若路上遇見鳥窩，或在樹上或在地上，裡頭有雛或有蛋，母鳥伏在雛上或在蛋上，
你不可連母帶雛一併取去。7總要放母，只可取雛，這樣你就可以享福，日子得以長久。 

 
【關卡 C】我受到保護 
申 19:3要將耶和華─你神使你承受為業的地分為三段；又要預備道路，使誤殺人的，都可以
逃到那裡去。4誤殺人的逃到那裡可以存活，定例乃是這樣：凡素無仇恨，無心殺了人的，5
就如人與鄰舍同入樹林砍伐樹木，手拿斧子一砍，本想砍下樹木，不料，斧頭脫了把，飛落

在鄰舍身上，以致於死，這人逃到那些城的一座城，就可以存活，6免得報血仇的，心中火
熱追趕他，因路遠就追上，將他殺死；其實他不該死，因為他與被殺的素無仇恨。 

 
【關卡 D】我被造尊貴 
申 22:13人若娶妻，與她同房之後恨惡她，14信口說她，將醜名加在她身上，說：我娶了這
女子，與他同房，見她沒有貞潔的憑據；15女子的父母就要把女子貞潔的憑據拿出來，帶到
本城門長老那裡。16女子的父親要對長老說：我將我的女兒給這人為妻，他恨惡她，17信口
說她，說：我見你的女兒沒有貞潔的憑據；其實這就是我女兒貞潔的憑據。父母就把那布鋪

在本城的長老面前。18本城的長老要拿住那人，懲治他，19並要罰他一百舍客勒銀子，給女
子的父親，因為他將醜名加在以色列的一個處女身上。女子仍作他的妻，終身不可休她。 

 
【關卡 E】我歡樂敬拜 
申 12:13你要謹慎，不可在你所看中的各處獻燔祭。14惟獨耶和華從你那一支派中所選擇的
地方，你就要在那裡獻燔祭，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15然而，在你各城裡都可以照耶和華─
你神所賜你的福分，隨心所欲宰牲吃肉；無論潔淨人不潔淨人都可以吃，就如吃羚羊與鹿一

般。16只是不可吃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樣。17你的五穀、新酒，和油的十分之一，
或是牛群羊群中頭生的，或是你許願獻的，甘心獻的，或是手中的舉祭，都不可在你城裡吃。

18但要在耶和華─你的神面前吃，在耶和華─你神所要選擇的地方，你和兒女、僕婢，並住
在你城裡的利未人，都可以吃；也要因你手所辦的，在耶和華─你神面前歡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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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隊闖關順序 

每個關卡同時有兩隊進行闖關。請各隊聽大關主的提示換到下一關與集合。 

① A.我是好新人 B.我愛護生命 C.我受到保護 D.我被造尊貴 E.我歡樂敬拜 

② B.我愛護生命 C.我受到保護 D.我被造尊貴 E.我歡樂敬拜 A.我是好新人 

③ C.我受到保護 D.我被造尊貴 E.我歡樂敬拜 A.我是好新人 B.我愛護生命 

④ D.我被造尊貴 E.我歡樂敬拜 A.我是好新人 B.我愛護生命 C.我受到保護 

⑤ E.我歡樂敬拜 A.我是好新人 B.我愛護生命 C.我受到保護 D.我被造尊貴 

⑥ A.我是好新人 E.我歡樂敬拜 D.我被造尊貴 C.我受到保護 B.我愛護生命 

⑦ B.我愛護生命 A.我是好新人 E.我歡樂敬拜 D.我被造尊貴 C.我受到保護 

⑧ C.我受到保護 B.我愛護生命 A.我是好新人 E.我歡樂敬拜 D.我被造尊貴 

⑨ D.我被造尊貴 C.我受到保護 B.我愛護生命 A.我是好新人 E.我歡樂敬拜 

⑩ E.我歡樂敬拜 D.我被造尊貴 C.我受到保護 B.我愛護生命 A.我是好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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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房、分車表
房型 房號 姓名 所屬團契（可複選） 去程 交通 回程 交通

何玉峯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齊肖琪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林仁方 以諾 A車 A車
戴宏桂 愛臨, 以諾 A車 A車

莊淳斐 (A車車長) 以諾 A車 A車
施苡勻 (A車車長) 以諾 A車 A車

李鴻欣 以諾 A車 A車
吳心華 以諾 A車 A車

鄧永安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黎珊黛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黎維彬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黃星玉 愛臨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邱群智 以諾, 結果子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容易 以諾, 結果子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陳佳玉 愛臨,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林隆寬(佳玉夫)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劉于光 (B車車長) 以諾 B車 B車
王之欣 (B車車長) 以諾 B車 B車

陳琴心 愛臨,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徐玖梅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梁家豪 結果子 A車 A車
蔡文雅 愛臨, 結果子 A車 A車
梁新 2016.8 結果子 A車 A車

蔡秉錡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蔡吉琳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蔡忱欣 2016.5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孫甘惜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葉亞昕 2005.6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顧景生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單雲慧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陳文章(新城教會傳道)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王利莎(新城教會師母)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張卜元 2006.6 小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易麗三 愛臨, 結果子 A車 A車
郭淑莉 愛臨 A車 A車

林雅芳 愛臨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子賢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力行 2011.4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力衡 2013.6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志忠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王彩鳳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以安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林晧勝 結果子 A車 A車
邱宜芳 愛臨, 結果子 A車 A車
林秉新 2008.6 小 結果子 A車 A車
林若穎 2012.8 幼 結果子 A車 A車
林承新 2015.11 結果子 A車 A車

劉方儀 以諾 A車 A車
陳素華 愛臨 A車 A車
林陳清妹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蕭秋萍 以諾 自行開/搭車 A車

董吉利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楊靜蕊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沛恩 2015.11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沛慈 2012.11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李景霖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詹素怡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李柔恩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李睿恩 2007.6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四人房 339

四人房 336

四人房 337

四人房 338

二人房 505

豪華房 507

四人房 335

二人房 319

二人房 327

二人房+1床 503

二人房 316

二人房 317

二人房 318

二人房 311

二人房 312

二人房 315

二人房 308

二人房 309

二人房 310

二人房 301

二人房 305

二人房 306

YY1507
打字機文字
Ｐ１５



分房、分車表
房型 房號 姓名 所屬團契（可複選） 去程 交通 回程 交通

鄭亞省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吳詹國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吳詹可樂 2008.7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吳詹喜 2010.5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江佳娟 愛臨, 以諾 A車 A車
李怡慧(佳娟朋)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A車 A車
楊雯婷 以諾 A車 A車
黃懿芳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謝天綾 以諾 B車 B車
尹瑩(天綾小阿姨)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B車 B車
尹君生(天綾四姨)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B車 B車
洪怡勤(天綾表姊)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B車 B車

王惠珊 以諾 B車 B車
蘇怡玲 以諾 B車 B車
謝卓君 以諾 B車 B車
賈紅鶯 以諾 B車 B車

余美玟 愛臨, 以諾 B車 B車
Frances Hiba Blais 2011.6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董慧香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慧蓉 愛臨,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林玉芬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楊韋菱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洪若綾 以諾 B車 B車
王錦慧(若綾媽)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B車 B車

黃麗珠 愛臨, 以諾 B車 B車
湯麗明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李穎可 結果子 B車 B車

林惠娜 以諾 B車 B車
呂秀美 愛臨 B車 B車
陳玲 愛臨, 以諾 B車 B車
李梨珠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邱琳雅 以諾 自行開/搭車 B車
陳端恩 以諾 B車 B車
欒幸如 以諾 B車 B車
高洛堯 以諾 B車 B車

戴以理(戴曉春長老兒子)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陳耀煌 以諾, 結果子 B車 B車
林侑政 以諾 B車 B車
王至弘 以諾 B車 B車

會議不住(用早餐) 姜健國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去程前行車:電子琴+踏板、電子琴架、音箱、音箱架、 A車 28 29
            筆電、錄音筆、投影筆、名牌、手冊、文具包 B車 30 31
去程A車載:譜架、茶包袋、備用筆電 自行開/搭車 41 39
回程分載: 譜架、茶包袋、電子琴+踏板、電子琴架、 總人數 99 99
                 音箱、音箱架、筆電x2、錄音筆、投影筆

四人房 537

四人房 538

四人房 346

四人房 535

四人房 536

四人房 342

四人房 343

四人房 345

四人房 340

四人房 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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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表
組別 姓名 所屬團契（可複選）

1 何玉峯 以諾

齊肖琪 以諾

陳佳玉 愛臨, 以諾
林隆寬(佳玉夫)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洪若綾 以諾

王錦慧(若綾媽)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邱琳雅 以諾

董志忠 以諾

王彩鳳 以諾

董以安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2 鄧永安 以諾

黎珊黛 以諾

黎維彬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黃星玉 愛臨

莊淳斐 以諾

施苡勻 以諾

董慧香 以諾

陳端恩 以諾

欒幸如 以諾

3 蔡秉錡 以諾

蔡吉琳 以諾

蔡忱欣 2016.5 以諾

江佳娟 愛臨, 以諾
李怡慧(佳娟朋)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楊雯婷 以諾

黃懿芳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林侑政 以諾

邱群智 以諾, 結果子
容易 以諾, 結果子

4 林仁方 以諾

戴宏桂 愛臨, 以諾
林陳清妹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謝天綾 以諾

尹瑩(天綾小阿姨)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尹君生(天綾四姨)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洪怡勤(天綾表姊)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劉方儀 以諾

陳素華 愛臨

呂秀美 愛臨

5 李鴻欣 以諾

吳心華 以諾

劉于光 以諾

王之欣 以諾

王惠珊 以諾

蘇怡玲 以諾

謝卓君 以諾

賈紅鶯 以諾

林玉芬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楊韋菱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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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表
組別 姓名 所屬團契（可複選）

6 姜健國 以諾

陳琴心 愛臨, 以諾
徐玖梅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顧景生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單雲慧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王至弘 以諾

高洛堯 以諾

黃麗珠 愛臨, 以諾
陳耀煌 以諾, 結果子
余美玟 愛臨, 以諾
Frances Hiba Blais 2011.6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7 易麗三 愛臨, 結果子
郭淑莉 愛臨

湯麗明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陳玲 愛臨, 以諾
李梨珠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林晧勝 結果子

邱宜芳 愛臨, 結果子
林秉新 2008.6 小 結果子

林若穎 2012.8 幼 結果子

林承新 2015.11 結果子

李穎可 結果子

8 陳文章(新城教會傳道)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王利莎(新城教會師母)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張卜元 2006.6 小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戴以理(戴曉春長老兒子)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林惠娜 以諾

蕭秋萍 以諾

林雅芳 愛臨

游子賢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游力行 2011.4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游力衡 2013.6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9 董吉利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楊靜蕊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董沛恩 2015.11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董沛慈 2012.11 幼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李景霖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詹素怡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李柔恩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李睿恩 2007.6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董慧蓉 愛臨, 以諾

10 梁家豪 結果子

蔡文雅 愛臨, 結果子
梁新 2016.8 結果子

鄭亞省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吳詹國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吳詹可樂 2008.7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吳詹喜 2010.5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孫甘惜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葉亞昕 2005.6 小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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