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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 年信友堂板新分堂服事同工退修會行前通知  
 

1、日期：2022 年 4 月 3 日（日）中午 ~ 4 月 4 日（一）下午（二天一夜）       

 

2、報到時間及地點：4 月 3 日下午 13:00，在教會七樓交誼廳向宜真報到並集合，依照車長嘉哲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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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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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日)已預約羽球場/下午 3-5 點/半場/場租 1500 元(由參與者分攤，委由志忠收/付費)，請先向

慧蓉 email、line 或口頭報名，並自備羽球/羽球拍、穿著運動服、球鞋或運動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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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為每位投保旅平險 60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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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文： 所以弟兄們，我以神的慈悲勸你們，將身體獻上，當作活祭，是聖潔的，是神所喜悅的；你們如此事奉乃是理

所當然的。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羅

馬書 12:1-2) 

0630-0930  

 

 

 

 

0930-1000 

1000-1030 

董志忠弟兄 

(詩歌：我要看見、每一天我需要祢) 
 

何玉峯長老

羅 12：1∼8

1030-1200 

1200-1300 

1300-1320 

 1320-1330 

  洪若綾執事  

(詩歌：耶穌迷、我的燈需要油、神的孩子) 
 

凃偉文老師

太 20:1-16

1330-1500 

1500-1530 

 

1530-1800 

※ 

※ 

※ 

※ 

※ 

※ 

※ 

※ 

※ 

1800-1900 

1900-2100 

 董慧蓉執事

(詩歌：耶穌是主、更新我心意) 
 

郭方琦姊妹、蘇怡玲姊妹、劉于光傳道、  

2100-2200  



4/3 晚【樂在事奉】 

 

☆耶穌是主 https://youtu.be/f62TNspzyww 

宣告祂是世界的光 

祂是神的兒子 

祂無罪聖潔公義好憐憫 

祂的名是叫耶穌 

宣告祂是愛我的主 

祂是好牧人 

祂愛我從今直到永永遠遠 

叫我得生命得自由 

 

☆更新我心意 https://youtu.be/DLLPGaMLNMc 

Verse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像祢 

更新我心意 使我能像祢 

Chorus 

主祢是陶匠 我是泥土 

模我 塑造我 是我的懇求 

ending 

使我能像祢 



4/4 上【心意更新】 

 

☆我要看見 https://youtu.be/kYHmfN8tXPM 

求祢降下同在 

在祢子民的敬拜中 

求祢顯出榮耀 

在祢子民的讚美中 

 

我要看見 我要看見 

如同摩西看見祢的榮耀 

我要看見 我要看見 

這世代要看見祢榮耀 

 

我們呼求祢的名 求祢恩待我們 

我們宣告祢的名 求祢憐憫我們 

求祢與我們同行 使我們得安息 

在祢眼前蒙恩 

 

 

☆每一天我需要祢 https://youtu.be/IBeDhW5uET0 

讓我坦然無懼來到施恩座前 

用心靈誠實尋求祢 

親愛的天父我何等地需要祢 

需要更多祢的同在 在我生命 

 

每㇐天 我需要祢 祢話語如甘霖 

每時刻 我需要祢聖靈如雨降臨 

 

這是我的禱告 

願我生命單單歸榮耀給祢 耶穌 

這是我的呼求 

每天都更愛祢 永不失去起初愛祢的心 

 
 
 
 
 

 



4/4 下【豈有此理】 

 

☆耶穌迷 https://youtu.be/yv87RTkaV8A 

我們又在㇐起 敬拜耶穌歡欣 

美好時光相聚 讚美耶穌不停 

我要獻上自己 成為馨香活祭 

盡心盡意盡力 ㇐輩子跟隨你 

 

我就是耶穌迷 順服主耶穌的人 

放下㇐切重擔 背著十架向前奔跑 

我就是耶穌迷 跟隨主腳步的人 

向前走不退後  

路的盡頭就是神的榮耀  （ｘ２） 

耶穌迷 Yes Me 耶穌迷 Yes Me 

耶穌迷 Yes Me 耶穌迷 Yes Me 

 

我就是耶穌迷 順服主耶穌的人 

放下㇐切重擔 背著十架向前奔跑 

我就是耶穌迷 跟隨主腳步的人 

向前走不退後 

路的盡頭就是神的榮耀 

路的盡頭就是神的榮耀 

 

☆我的燈需要油  https://youtu.be/k_hK3Qx-Byg 

我的燈需要油，求主常賜下；使我燈永遠發亮光； 

我的燈需要油，求主常賜下，使我燈發光到主作王。 

 

唱和撒那，唱和撒那，唱和撒那，賀萬王之王！ 

唱和撒那，唱和撒那，唱和撒那賀我王！ 

 
 
  



☆神的孩子  https://youtu.be/frvjqoOX6y0 

神的孩子，不要沮喪，舉目向上望， 

神在天上，不分晝夜，時時看顧你。 

雖遇艱難，雖有愁苦，仍在祂手裡， 

祂必叫萬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滿溢。 

 

不要看環境，不看自己， 

凡專心倚靠祂的必重新得力。 

每個禱告，神都垂聽，千萬別放棄， 

永遠不要忘記，你要忠心走到底。   （ｘ２） 

————————————————————— 

神的孩子，不要沮喪，舉目向上望， 

神在天上，不分晝夜，時時看顧你。 

雖遇艱難，雖有愁苦，仍在祂手裡， 

祂必叫萬事互相效力，使你福杯滿溢。 （ｘ２） 

 

不要看環境，不看自己， 

凡耐心等候祂的必如鷹翱翔天際~ 

 

神的孩子，在主愛中，得享祂安息， 

永遠不要忘記...你是神所愛孩子。  



 請分享一件事或一個人曾如何影響、激勵或光照你對服事的看法、態度或作

法？ 

 

 如果羅 12：3信心的「量器」，指的不是大小，而是種類，那麼你看得見你自

己不屬於，或屬於哪一類的肢體(恩賜)嗎？ 

 

 你覺得生命中的那一部分是你最難獻上給主的？ 

 你認為什麼是攔阻我們向主感恩的因素？ 

 



 
經文以弗所書 4:20~24（可擴大閱讀以弗所書第四章） 

 

4:20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22 就要脫去你們從前行為上的舊人，這舊人是因私慾的迷惑漸漸變

壞的； 
23 又要將你們的心志改換一新， 

24 並且穿上新人；這新人是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

潔。 
 

A:解釋： 

（NASB 版）4:20 But you did not learn Christ in this way, 21 if 

indeed you have heard Him and have been taught in Him, just as 

truth is in Jesus, 

但你們學了基督不是這樣，其實若你們聽了祂又受了祂 

的教，就像真理在耶穌裡面(身上) 

學了基督會有一個樣子，耶穌基督的樣子，“這新人是 

照著神的形像造的，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我們在教會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都指向一個目標: 

長大成熟像耶穌，像耶穌彰顯愛的生命，有真理的仁義和聖潔。 

『補充經文說明：4:13 直等到我們眾人在真道上同歸於一，認識 神

的兒子，得以長大成人，滿有基督長成的身量，4:15 惟用愛心說誠
實話，凡事長進，連於元首基督， 

4:15 但我們總要以愛心持守真理，各方面長大、直到長成了基督：基

督就是元首。(呂振中） 
4:15 卻要在愛中過誠實的生活，在各方面長進，達到基督的身量。他

是教會的頭，(新譯本）』 

什麼是舊人？4:17~19     

什麼是新人？2:15, 4:24 28b,29b 

 



心志改換一新，改換一新又可說是更新，是現在被動時態，意思是心

思裡面的靈被更新，是出自上帝不是自己，天天都要被神更新。 

心志如何能改換一新？ 

B:靈修默想的問題： 

在教會中學習： 

『4:20 你們學了基督，卻不是這樣。 

21 如果你們聽過他的道，領了他的教，學了他的真理，』 
要脫去舊人，穿上新人，就要改換心志。心志不換，舊人就脫不去。

舊人脫不掉新人也穿不上，心志如何能改換呢？ 

1.聽主的道： 

  我們在教會中要如何學習聽主的道？ 

2.領主的教： 

  我們在教會中要如何學習領受主的道？ 

『參考經文：太 13:23 那被撒上種子的『好土壤』是這樣的人：他聽了

這話語，就領悟了，必然結出果實來，結出的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

的、有三十倍的。』 

  我們在教會中如何操練主的道？ 

『參考經文：4:11 他所賜的，有使徒，有先知，有傳福音的，有牧師

和教師，12 為要成全聖徒，各盡其職，建立基督的身體，4:16 全身都
靠他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

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立自己。』 

個人靈性學習： 

1.你的生命中能存留著那些「舊我」？他如何影響你的信仰生活？你 

有進行什麼屬靈操練來追求『脫去舊我，心志更新，穿上新我』？ 

 

附記：在教會這個基督的身體中，是學習脫去舊人穿上新人最佳的恩
典場所，仔細想想，是不是真是這樣？ 

 

（林仁方長老提供） 



分車表

姓名 去程交通 回程交通

劉于光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王之欣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闕嘉哲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楊宜真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王至弘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高洛堯 自行開/搭車 搭遊覽車
蕭秋萍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謝天綾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余美玟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余玉華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倪宏坤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黃麗珠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詹素怡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徐立庭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黃郁琄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郭滿滿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黃秋鈺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李欣鴒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洪若綾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陳端恩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林仁方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曹一扶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陳俊嘉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蘇怡玲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王惠珊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劉子甯(大班)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賴冠蘋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李鴻欣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吳心華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李敘恩(中班)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李述潔(小班) 搭遊覽車 搭遊覽車

何玉峰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齊肖琪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莊淳斐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施苡勻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雷詠慈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馬日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王彩鳳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分車表

姓名 去程交通 回程交通

董志忠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鄧永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黎珊黛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慧香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慧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郭方琦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邱奕愷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邱苡筑(中班)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劉莉麗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范守義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范雲(大班)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蔡宗泰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凃偉文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詹婷婷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凃心詠(小六)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凃忻言(小二)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子賢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林雅芳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力行(小五)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力衡(小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吉利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楊靜蕊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沛恩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沛慈(小三)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詹國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鄭亞省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詹可樂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詹喜(小六)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練榮順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徐沛涵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練致豪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練千慈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住宿/大巴(車長:嘉哲) 30 31
自行開/搭車 40 39
總人數 70 70



渴 望 會 館 住 宿 房 號 表
團體名稱：2022/4/3-4/4信友堂板新分堂(服事同工退修會)

序號

李鴻欣 李敘恩(中班) 劉于光 徐立庭

吳心華 李述潔(小班) 王之欣 黃郁琄

凃偉文 凃心詠(小六) 莊淳斐 郭滿滿

詹婷婷 凃忻言(小二) 施苡勻 董慧香

游子賢 游力行(小五) 闕嘉哲 黃秋鈺

林雅芳 游力衡(小三) 楊宜真 李欣鴒

董吉利 董沛恩 王至弘 洪若綾

楊靜蕊 董沛慈(小三) 高洛堯 陳端恩

吳詹國 吳詹可樂 王彩鳳 鄧永安

鄭亞省 吳詹喜(小六) 董志忠 黎珊黛

練榮順 練致豪 雷詠慈 郭方琦

徐沛涵 練千慈 馬日偉 邱奕愷
邱苡筑(中班)

蘇怡玲 劉子甯(大班) 蕭秋萍 劉莉麗

王惠珊 賴冠蘋 謝天綾 范守義
范雲(大班)

余美玟 何玉峰

余玉華 齊肖琪

倪宏坤 林仁方
董慧蓉 曹㇐扶

黃麗珠 蔡宗泰

詹素怡 陳俊嘉

5

6

321

323

325

335

336

4

伯爵四人房
（兩大床）

1 319

501

503

306

307

伯爵雙人房
（兩中床）

316

318

伯爵雙人房
（兩中床）

303

3052

3

505

506

308

309

507

311

509

315 510

3129

10

508

3107

8

345



分組表
人數  第1組  第2組  第3組  第4組  第5組  第6組  第7組

1 李鴻欣 凃偉文 游子賢 董吉利 吳詹國 練榮順 劉莉麗

2 吳心華 詹婷婷 林雅芳 楊靜蕊 鄭亞省 徐沛涵 范守義

3 郭方琦 莊淳斐 闕嘉哲 董沛恩 吳詹可樂練致豪 何玉峰

4 邱奕愷 施苡勻 楊宜真 王至弘 王彩鳳 練千慈 齊肖琪

5 蕭秋萍 雷詠慈 鄧永安 高洛堯 董志忠 洪若綾 蘇怡玲

6 謝天綾 馬日偉 黎珊黛 余美玟 倪宏坤 陳端恩 王惠珊

7 郭滿滿 黃麗珠 劉于光 余玉華 董慧蓉 黃秋鈺 賴冠蘋

8 董慧香 詹素怡 王之欣 蔡宗泰 林仁方 李欣鴒 徐立庭

9 陳俊嘉 曹一扶 黃郁琄

10

兒童1 李敘恩 凃心詠 游力行 董沛慈 吳詹喜 范雲

兒童2 李述潔 凃忻言 游力衡 劉子甯

兒童3 邱苡筑

*另設兒童桌供兒童彈性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