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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信友堂板新分堂服事同工退修會行前通知  
 

1、日期：2021 年 10 月 10 日（日）中午 ~10 月 11 日（一）下午（二天一夜）       

 

2、報到時間及地點：10 月 10 日下午 13:00，在教會七樓交誼廳向惠珊報到並集合，依照車長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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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0 前到渴望會館 R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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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父母自行協調於聚會時段，一人專心聚會，一人照顧子女（可帶出去玩館內外設施，惟請留

意出入安全），除原有組別的座位，於會場後方仍增設一張親子桌，父母可視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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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國道三號南下至龍潭交流道下，循渴望園區指標行進，自高原交流道約 3 分鐘即可抵達渴望會館。 

◎ 中山高(國道一號)： 

    (經國道二號) 從大台北地區往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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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高原交流道下，循渴望園區指標行進，自高原交流道約 3 分鐘即可抵達龍潭渴望園區。 

◎ 中山高(國道一號)： 

    (經 66 快速道路) 從北往南經內壢、中壢/新屋交流道後，可接 66 號東西向快速道路往大溪，於中豐路口下交流道

後，右轉平面道路往龍潭，再循往小人國、渴望園區指標行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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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國軍桃園總醫院後，於龍潭市區循小人國、渴望園

區指標行進即可抵達渴望會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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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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文：「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最要緊的是彼此切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你

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各人要照所得的恩賜彼此服事，作上帝百般恩賜的好管家。」(彼前 4章 7-10 節)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他們裏面，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心。」(以西結書 11:19)  

0630-0930  

 

 

 

 

0930-1000 

1000-1030 

闕嘉哲弟兄  高洛堯姊妹

(詩歌：我要全心讚美、在主裡我們合一、彼此相愛) 

 
何玉峯長老

林前 13：1-13

1030-1200 

1200-1300 

1300-1330 

 

1330-1500 

  劉于光傳道 

黎珊黛姊妹

(詩歌：愛 喜樂 生命、靈裡生活) 
 

1500-1530 

 

1530-1800 

※ 

※ 

※ 

※ 

※ 

※ 

※ 

※ 

1800-1900 

1900-2100 

 黃郁琄姊妹  林沛恩姊妹

(詩歌：主啊！我到祢面前、成為我異象) 
 

凃偉文老師

弗 1:10, 4:1-3

2100-2200 
 

(2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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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事為人與蒙召的恩相稱」對我有什麼提醒？ 

 在教會中，「合一」和「多元」能夠並存嗎？如何做到呢？ 

 

 林前 13：12：「到那時」是指耶穌再來的時候，還是教會「成了人」的時候？ 

 林前 13：12：我們如今...觀看，模糊不清，這裡的觀看，是指人看神，還

是人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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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最要緊的是甚麼呢？ 
 

「7 萬物的結局近了。所以，你們要謹慎自守，警醒禱告。8 最要緊的是彼此切

實相愛，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9 你們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彼得前書四

7-9) 

 

彼得指出，「萬物的結局近了」。與上文一起看，這句話帶有強烈的審判意味。

每個人都要向那位審判活人死人的主交賬 (四 5)，而這一日快要來到。對於那些

放縱自己、用言語傷害基督徒的人，「萬物的結局近了」顯然是一個警告：警告

他們主必追討，勿再奔放蕩無度的路。對於那些為義受苦的信徒，「萬物的結局

近了」卻是一個鼓勵和安慰：既知道在耶穌基督顯現時得著稱讚、榮耀，心中就

當有大喜樂 (一 6-8)。 

 

不但如此，我們既知道「萬物的結局近了」，就應當謹慎自守，警醒禱告。和合

本未能把原文的意思準確翻譯出來。四 7 下半節包含兩個命令及一個介詞片語。

頭一個命令是「你們要思想清晰、判斷正確」(be clear minded/be of sound judgement)，

第二個命令則是「你們要清醒、自我控制」(be sober/self-controlled)。兩個吩咐都

是對應著外邦人的放任生活。既知道萬物的結局近了，就當向昔日的放縱生活說

「不」。要做到這一點，除了要有清晰的頭腦和堅強的意志外，還要加上禱告。

在原文，「為要禱告」這個介詞片語與兩個命令連接起來，表示禱告是人要保持

頭腦清醒、思想清晰之目的。既知道萬物的結局近了，就需要更專心、更清心的

禱告。主耶穌在客西馬尼的禱告是一個很好的示範：「 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

只要照你的意思」 (太廿六 39)。 

 

接著，彼得提出一件最要緊的事，就是彼此切實/熱切相愛 (四 8)。原來，彼此相

愛比個人禱告更重要。為甚麼？因為「愛能遮掩許多的罪」。箴十 12 指出，恨

能挑啟爭端，愛能遮掩一切過錯，著重點在和諧的關係上。詩八十五 2 亦提到「遮

掩了他們一切的過犯」，強調神赦免百姓的罪孽。彼得不是要信徒假裝看不見自

己或對方的罪。神在基督裡的啟示與救贖行動讓世人知道，真正的愛必然包含定

罪，只是不停在這裡。真正愛我們的人會指出我們的錯誤、過犯，然後用溫柔的

心把我們挽回過來 (加六 1)。基督徒要切實彼此相愛，就要在定罪之外加上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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寬恕，互相挽回。沒有寬恕、挽回的指責，只會帶來恨意，挑起爭端。總之，弟

兄姊妹要互相款待，不發怨言，不互相投訴。 

 

當我們知道萬物的結局近了，就當在頭腦清醒、判斷正確之下向神禱告，也要切

實彼此相愛，互相饒恕、挽回。面對一個充滿敵意的社會，基督徒就更當如此。

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一城一家自相紛爭，必站立不住 (太十二 25)。 

 

思想 

「萬物的結局近了」這句話對我有何影響、衝擊？為何清心的禱告是重要的？為

何彼此切實相愛是最要緊的？ 

（來源《爾道自建》，作者：李文耀博士） 

 

二、除掉石心，賜予肉心 

 

「18 他們到了那裏，必從其中除掉一切可憎之物、可厭的事。19 我要使他們有

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你們裏面，又從他們的肉體中除掉石心，賜給他們肉

心，20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例，謹守遵行我的典章。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

他們的神。21 至於那些心中隨從可憎之物、可厭的事的人，我必照他們所做的

報應在他們頭上。這是主耶和華說的。」22 於是，基路伯展開翅膀，輪子都在

他們旁邊；在他們上面有以色列神的榮耀。23 耶和華的榮耀從城中上升，停在

城東的那座山上。24 靈將我舉起，在異象中神的靈將我帶回迦勒底地，到被擄

的人那裏；之後我所見的異象就離我上升去了。25 我就把耶和華指示我的一切

事都說給被擄的人聽。」(以西結書十一 18-25) 

 

第 18-21 節明顯地受到耶利米書的影響，我們可以把有關的經文平行地閱讀： 

 

耶三十二 39 

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們永遠敬畏我，使他們和他們後世的子孫得享

福樂。 

 

結十一 19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也要將新靈放在你們裡面，又從他們肉體除掉石心，賜

給他們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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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由原文比較之下，便知道耶利米書的「我要使他們彼此同心同道」與以西結

書的「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是完全一樣的，只是耶利米書比較強調敬畏神的

心(耶三十二 39、40)，而以西結書卻強調「新靈」的賜予，並添加了「除掉石心，

賜給他們肉心」的主題，這比耶利米書更進一步帶出神的主動式：祂要賜下新的

靈，在人的心的位置進行手術，除掉石心(剛硬的心)，並換上肉心(真正人的心)，

這個心的更換，是為了讓神的子民能順從神的律例與典章(20 節)。 

 

20 節提到「他們要作我的子民，我要作他們的神」這句，與耶利米書提到神要和

以色列民立永遠的約有關(耶三十二 40)。這帶我們回到昔日摩西與百姓在西乃山

與耶和華立約的場景，當時神要求「你們若真的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

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出十九 5)，耶利米書記載要賜敬畏神的心使百姓遵命(耶

三十二 40)，以西結書更進一步賜下新靈，並立下新約，讓百姓有肉心可以遵命(結

十一 19-20)。無論如何，這兩處都說明神要再次與百姓立約，使這些擁有肉心的

新人類能成為神的子民。 

 

最後，22 節採用了「以色列神的榮耀」的稱呼而不是「耶和華的榮耀」，說明神

與以色列有著密切的關係，也對應了以色列成為神的子民的新約(20 節)。耶和華

的榮耀離開聖殿，進一步遠離而停在城東的山上(23 節)，而靈也同時把以西結舉

起，一同帶到被擄的群體當中(24 節)。這樣，耶和華真的成為被擄者的聖所，而

以西結也成為神的先知。雖然以西結無法在有形體的聖殿內供職作祭司，但他卻

在無形體的聖所(耶和華)中與被擄的百姓一起，供職為先知。時代的先知，就是

這樣。 

 

思想 

唯有神的靈賜下，為我們除去石心並換上肉心，我們才有能力遵行神的命令；唯

有神與我們立新約，宣認我們是祂的子民，我們才有敬畏神的可能。以西結書告

訴我們，遵命的本領並不是靠自己那硬心，就算我們多麼努力積存功德，也無法

改變石心的本質，我們永遠都要認定神所立的新約已進入了得救本乎恩的思維，

新靈的賜予成為我們改造肉體中石心的唯一本源，換上肉心的恩典使我們都能遵

行神的吩咐。祈求我們都有靈的賜予，煥然一新的跟隨祂。 

 

（來源《爾道自建》，作者：高銘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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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車表
姓名 去程交通 回程交通 姓名 去程交通 回程交通

何玉峰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莊淳斐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齊肖琪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施苡勻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劉于光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鄧永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王之欣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黎珊黛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林仁方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高洛堯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李鴻欣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林沛恩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鄺禮揚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董慧香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陳貺怡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董慧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闕嘉哲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黃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楊宜真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董志忠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蕭秋萍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王彩鳳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謝天綾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董以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邱琳雅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凃偉文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王惠珊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詹婷婷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蘇怡玲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凃心詠(小六)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黃郁琄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凃忻言(小二)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陳端恩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董吉利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郭唐菱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楊靜蕊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倪宏坤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董沛恩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洪若綾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董沛慈(小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黃麗珠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游子賢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黃秋鈺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林雅芳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余玉華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游力行(小五)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李欣鴒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游力衡(小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余美玟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郭滿滿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自行開/搭車 24 24
施叔賢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大巴 27 27

車長：蘇怡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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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 望 會 館 住 宿 房 號 表
團體名稱： 2021/10/10-11信友堂-板新分堂

序號 序號 序號

董志忠 何玉峰 王惠珊
王彩鳳 齊肖琪 蘇怡玲
董以安 劉于光 林沛恩

王之欣 黃郁琄
凃偉文 林仁方 陳端恩
詹婷婷 李鴻欣 郭唐菱
凃心詠(小六) 莊淳斐 倪宏坤
凃忻言(小二) 施苡勻 洪若綾
董吉利 鄧永安 黃麗珠
楊靜蕊 黎珊黛 黃秋鈺
董沛恩 鄺禮揚 余玉華
董沛慈(小三) 陳貺怡 李欣鴒
林雅芳 楊宜真 董慧香
游子賢 闕嘉哲 余美玟
游力行(小五) 黃禾 郭滿滿
游力衡(小三) 董慧蓉 施叔賢

蕭秋萍
謝天綾
邱琳雅
高洛堯

伯爵四人房
（兩大床）

伯爵雙人房
（兩中床）

1 319
315

316

伯爵雙人房
（兩中床）

301

303

1

2

11

12

2 321
317

318

305

306

3

4

13

14

3 323
501

503

307

308

5

6

15

16

4 325
505

506

309

310

7

8

17

18

5
507311

312

9

10

19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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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組表
人數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1 董志忠 凃偉文 董吉利 林雅芳 何玉峰

2 王彩鳳 詹婷婷 楊靜蕊 游子賢 齊肖琪

3 董以安 李鴻欣 董沛恩 林仁方 鄺禮揚

4 劉于光 黃禾 莊淳斐 鄧永安 陳貺怡

5 王之欣 董慧蓉 施苡勻 黎珊黛 王惠珊

6 楊宜真 陳端恩 蕭秋萍 邱琳雅 蘇怡玲

7 闕嘉哲 郭唐菱 謝天綾 高洛堯 余玉華

8 林沛恩 郭滿滿 倪宏坤 黃麗珠 李欣鴒

9 黃郁琄 施叔賢 洪若綾 黃秋鈺 董慧香

10 余美玟

兒童1 凃心詠(小六) 董沛慈(小三) 游力行(小五)

兒童2 凃忻言(小二) 游力衡(小三)

*另設兒童桌供兒童彈性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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