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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 年信友堂板新分堂全教會退修會行前通知  
 

1、日期：2018 年 6 月 7 日（五）上午 ~6 月 8 日（六）下午（二天一夜）       

 

2、報到時間及地點：6 月 7日上午 8:30，在教會七樓交誼廳向正華/祺宇報到並集合，依照車長 (A

車/于光、之欣，B 車/淳斐、苡勻) 指示上車；9:00 準時發車，逾時不候! 

   自行開車的弟兄姊妹，請於 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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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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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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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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00-0830  

0830-0900 

（教會七樓交誼廳向正華/祺宇報到， 

並集合上車~車長:A 車于光、之欣 B 車淳斐、苡勻） 

0900-0930 

(按照組別就座，拿取名牌/手冊)

0930-1000 

1000-1030 

游子賢弟兄 梁家豪傳道

(詩歌：所有美善力量、你真肯嗎？恩主問道) 
 

洪若綾執事  

1030-1200 

林沛恩姊妹 高洛堯姊妹

(詩歌：祢真偉大、活出愛) 
 

沈正牧師

1200-1300 

1300-1330 

楊宜真姊妹 黎珊黛姊妹 

(詩歌：腳步、無價至寶) 
 

楊麗昌傳道

  

 

1330-1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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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板、譜架

x2、黑喇叭+腳架、筆電、錄音筆、

投影筆 

※ 報名、收費－惠珊、慧蓉 

※ 講員/車長、主持人、領會、司琴

邀請－慧蓉/端恩 

※ 晨更靈修材料－鴻欣 

※ 製作投影/手冊&名牌－文君/宏

桂 

※ 投影播放－宗泰 x2、祺宇 x2 

※ 影音/總務－一扶/吉利、慧香 

※ 照相－炳宏、吉利 

※ 簡單咖啡&茶包－欣鴒 

板新/會場總協調—端恩/慧蓉 

6/7 下午吉利接孫復華牧師、江姊

18:00 前到會場用餐 

1430-1800 

…

(至櫃台找惠珊拿房鑰) 

1800-1930  

1930-2100 

劉于光弟兄 蘇芳菲姊妹

(詩歌：愛使我們相聚一起、 

住在祢裡面+當轉眼仰望耶穌[副歌]) 
 

孫復華牧師

2100-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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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訪該有怎樣的預備？ 

倘若到了某個家(現場)，其中尚未信主的家人(長輩)表示不甚歡迎，不願接

待。探訪者該如何面對呢？ 

 在「與未信者建立關係」這件事上， 

a.我有哪些優勢或強項?我如何讓這些特點發揮更大的產值? 

b.我有哪些實際的困難或挑戰?我該怎麼解決或突破? 

 2.請發揮創意巧思和聰明智慧，與你的小組成員，設計一個「一次性的福音

聚會」。自評或請別組成員評估，你們的聚會在執行後，預估的「顧客回流率」

如何?  

 

可依範例逐項討論~ 

 

聚會具體目標? 

目標族群設定? 

族群年齡或背景設定? 

對方的某一類需要? 

欲邀請之新朋友人數? 

如何有效邀請? 

聚會場地? 

聚會時間? 

主題內容和形式? 

預算? 

分工? 

 

 

 

 

 分享你或家人生病時，探訪者曾做了/說了/禱告了什麼，讓你或家人倍感安

慰或激勵？或讓你或家人倍感打擊或灰心？ 

 今晚講員的分享，對你學習參與醫院探訪最有幫助的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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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經：王上十七 8～16 

 

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你起身到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裏，看哪，我已吩

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以利亞就起身往撒勒法去。他到了城門，看哪，有

一個寡婦在那裏撿柴。以利亞呼喚她說：「請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她去

取水的時候，以利亞又呼喚她說：「請你手裏也拿點餅來給我。」她說：「我指

著永生的耶和華－你的神起誓，我沒有餅，罈內只有一把麵，瓶裏只有一點油。

看哪，我去找兩根柴，帶回家為我和我兒子做餅。我們吃了，就等死吧！」以利

亞對她說：「不要怕！你去照你所說的做吧！只要先為我做一個小餅，拿來給我，

然後為你和你的兒子做餅；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罈內的麵必不用

盡，瓶裏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婦人就照以利亞

的話去做。她和以利亞，以及她家中的人，吃了許多日子。罈內的麵果然沒有用

盡，瓶裏的油也不短缺，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和合本修訂版） 

 

（欲更清楚上下文故事的脈絡，可額外閱讀王上十六 29～十八。） 

 

不降雨的神蹟，以利亞與所有人一同承受著。 

 

在這患難中，耶和華卻呼召以利亞要與貧窮人在一起。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你

起身到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裏，看哪，我已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

以利亞開口懇求一位貧窮的寡婦：「請你用器皿取點水來給我喝。」而這位寡婦

最後回應說：「我指著永生的耶和華－你的神起誓，我沒有餅，罈內只有一把麵，

瓶裏只有一點油。看哪，我去找兩根柴，帶回家為我和我兒子做餅。我們吃了，

就等死吧！」寡婦在艱難中以生命關懷生命。與此同時，以利亞也同樣以生命回

報，叫她的兒子復活（17～24）。「耶和華－我的神啊，我寄居在這寡婦的家裏，

你卻降禍於她，使她的兒子死了嗎？」（20） 

 

基督徒對貧窮人的關懷，不是自己富足了，才幫助貧窮的，而是真真實實的與貧

窮人在一起。「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放下一切跟從我」，這是所有基督徒實踐

貧窮的呼召－－與貧窮人走在一起！因此，以利亞被寡婦供養，不是以利亞需要

寡婦，他本來就可以靠耶和華的供應和養活，烏鴉也可以養活他－－正如聖法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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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斯的生命一樣，太陽是他的哥哥，小鳥是他的朋友。以利亞走進寡婦的生命，

卻是神的命令和呼召－－以利亞來到寡婦和她兒子的生命，與貧窮人同行。 

 

基督徒的社會關懷，只能從基本的民生開始。所謂亞哈與以利亞之間的對抗，其

實是對寡婦的具體幫助。基督徒的社會關懷不是手段，不可能是爲了實踐更大的

善（比如帶人信主）而不能避免的苦差事，也不是烏托邦理想國度的追尋，而是，

也只能夠是具體的幫助，也就是愛的實踐。因此，耶和華沒有命令以利亞立即與

亞哈王會面。或者說，以利亞的目標不是一種圓桌會議式的，不是一條建制上改

革。縱然通通都是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卻不是基督徒首要的使命。 

 

基督徒的使命，只能建立於與人「登山寶訓式」的關係中。「憐恤人的人有福了！

因為他們必蒙憐恤。」（太五 7）「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為他們必稱為神的

兒子。」（太五 9）「為義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為天國是他們的。」（太五 10）

當然，所謂登山寶訓式的社會關懷，叫我們仍然不可忘記「愛仇敵」的實踐——

嚴格來說，基督徒沒有嚴格上的敵人，只有需要幫助的人與神的權柄。總之，不

是在地上建立理想的國度，而是愛鄰舍。理想的國度只能在天國實現，基督徒沒

有妄想自己的關懷能夠取代天國的降臨，卻沒有忘記現實中鄰舍的真實需要。爲

此，基督徒是貧窮的，因爲他們要走進貧窮人之中。沒有真正與貧窮的人在一起，

沒有經歷貧乏，就沒有下面一段改變一切的迦密山大戰（十八 17～46）。 

 

正正與貧窮人在一起，我們在禱告中發現神仍然是供應的那一位。「罈內的麵必

不用盡，瓶裏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這句話正吻合

「先求祂的國和祂的義，這些一切都必加給你們」的道理。正如馬丁路德的登山

寶訓釋經：「我們日用的飲食」不流於肚腹之需，更包括一切——健康、五穀豐

收、良好的教育、穩定的國家，賢明的國君等等。 

 

因此，在禱告中，在貧窮人的身旁，是基督徒關懷社會的本質。 

 

思想 

 你呢？你的基督徒生命有沒有具體實踐關懷貧窮人的使命？ 

 你願意付出你自己，更多的愛這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嗎？ 

 

（改編自《爾道自建》2015/02/20～21，作者：陳韋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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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探訪]專題-預讀資料            資料來源：台北榮總牧師室 志工訓練手冊 

 

（一）對自己的了解 

1. 是否有未竟之事？（看到病入會難過，情緒容易受影響） 

2. 是否害怕面對陌生人？ 

3. 平常是否有穩定的靈修生活？探訪當天的情況如何？ 

※每一次的服侍都是屬靈爭戰 

4. 是否害怕被拒絕？ 

5. 有哪些能力為人做什麼？（唱詩、禱告、傳福音） 

（二）對病人及家屬的了解 

1. 病人及家屬在住院期間所關心的事：希望找到最好的醫生和藥物、希

望了解病情的現況及發展、期待不用吃藥或打針就得痊癒、希望了解

醫院（醫療、行政、環境…）、治療是否有副作用、家中成員誰來照顧

病人、醫療費用、治療成功或失敗—死亡、死後去哪裡…。 

2. 病人及家屬的心理歷程（請參考于牧師的講義）。 

 

一、效法耶穌基督道成肉身 

1. 有慈愛的靈，能憐憫受訪者正面臨病痛、苦難。 

2. 有聆聽的耳，能有耐心傾聽受訪者的傾訴。 

3. 有同理的心，能體會受訪者的情緒，並給予安慰。（見附綠） 

4. 有觀察的眼，能敏銳覺察周遭的人事物。 

5. 有助人的手，能鼓勵受訪者面對問題並解決困難。 

6. 有良好關係，能建立友善的氣氛和友好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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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探訪]專題-預讀資料            資料來源：台北榮總牧師室 志工訓練手冊 

 

二、病人及家屬建立良好關係 

1. 讓對方知道你關心他，願意說出生理和心理的感覺。 

2. 藉由聆聽去了解病人及家屬關心什麼、擔心什麼。 

3. 按著病人及家屬的需要提供資源和協助。 

4. 即使被拒絕，仍然維持原有的熱誠祝福對方（留下好印象，為以後能繼

續探訪鋪路）。 

 

（一）出發前的預備 

1. 在家中先禱告預備自己的心及端莊整齊的服裝儀容。 

2. 了解病人及家屬的基本狀況（參閱探訪卡、詢問牧師室同工）。 

3. 預備適合的經文（靈修經文或其他）、刊物或見證、探訪小卡和決志卡、

數本詩歌本和便條紙。 

4. 帶著志工證、穿上牧師室背心、戴上口罩與同工一起禱告再出發（出發

後不要聊天，保持自己的心專注在神身上）。 

 

（二）探訪時間 

1. 配合病房作息時間，不要在吃飯、巡房、睡覺時間探訪。 

2. 每位病人探訪時間以 5~15 分鐘為宜。若病人不想被打擾，或是表示他

很累，口頭祝福或禱告後離去；若病人有特殊需要，時間可以加長，但

盡量不超過 1小時。 

 

（三）探訪細則 

1. 先在護理站打招呼，進入病房有技巧地核對病患資料，補上不齊之處

（點滴架上有）。 

2. 如果病房門關閉，或是圍簾圍上，要先敲門或詢問，得到許可後再進

入。 

3. 面帶笑容地自我介紹，表明來意。 

4. 說話的聲調要親切、溫柔、較輕音量，以病人聽得到，又不會干擾到

鄰床的病人為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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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探訪]專題-預讀資料            資料來源：台北榮總牧師室 志工訓練手冊 

 

5. 與病人談話時的位置，以病人的眼睛「順勢」就看得到較佳（病床旁

邊的椅子）。若探病者有兩位以上，集中在一處，免的病人需要轉頭。 

6. 可詢問病人之病情、患病之經過、現況，例如：你覺得怎麼樣？能吃

東西嗎？晚上睡得如何？有覺得特別痛嗎？醫生說什麼？有什麼想

要的？心裡最擔心什麼？今後你有何打算？（以上作為參考，選 1~2

項即可；萬一病人不想提或不知道病情，不要勉強）。 

7. 聆聽病人的感受，在聆聽過程中找到合適的機會切入福音。 

8. 詩歌是安慰鼓勵及傳福音的媒介，若病人同意，鄰床的病人也同意（沒

睡覺），可以唱詩歌，若病人不方便看歌詞，先讀一遍歌詞給病人聽，

唱完詩歌後，找其中一句切入福音。 

9. 面對不能說話的病人，可用相關的問題來了解他的狀況，病人只需要

用點頭、握手或開闔眼瞼，來表達「是」或「否」。（初次見面的病人

要留心身體界限）。 

10. 若病人不在病床，可在床尾核對是否為探訪卡上的名單，或詢問鄰床

的病人，並藉此關心對方，若名單不符，可回牧師室之後再查詢。 

11. 若有新的病人，請將基本資料寫在便條紙上，之後回牧師室請行政同

工查電腦是否有探訪卡，若沒有才寫新的探訪卡，否則調出舊的探訪

卡來寫。 

12. 若受訪者反應冷淡和表示想休息，問候、禱告完就走，把時間多留給

心田已預備好的人。 

 

（四）探訪時要避免： 

1. 主動向病人提供醫護上的意見。 

2. 與病人談及醫生、護士及醫院工作人員的長短。 

3. 與病人辯論。 

4. 以攻擊性言辭談論其他宗教。 

5. 坐在病床上（除非病人一直主動邀請，又沒有其他可坐的椅子）。 

6. 誇耀自己的幸福及兒孫孝順（免得引起孤單的病人自憐）。 

7. 強迫病人接受禱告、決志。 

8. 給予做不到的承諾，尤其是信仰能保證身體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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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院探訪]專題-預讀資料            資料來源：台北榮總牧師室 志工訓練手冊 

 

（五）探訪後注意事項 

1. 清潔雙手（離開病房就先用酒精清潔，待要離開醫院前再用肥皂洗手）。 

2. 歸回沒用完之物品。 

3. 記錄探訪卡，包括：病情、家人狀況、信仰情況（是否受洗、教會名稱…

等）、本次探訪重點（例如：唱詩歌、讀聖經、為什麼事禱告、病人的

反應、病人的特殊需要、有什麼要跟進、署名…等），並請按照樓層及

病床順序排好，用橡皮筋綁起來， 

4. 寫好的探訪卡放入指定的盒子裡，出院的在左上角寫「出」，安息者在

左上角寫「息」，挑出來放入出院和安息的盒子裡。 

5. 歸回並摺好牧師室背心（若弄濕背心，先掛在椅背晾乾），同工們一起

禱告後再回家。 

 

當人生病時，特別容易去思想有關靈性的問題：我是誰？這是一個什麼樣

的世界？為何這病臨到我？而臨終病人在靈性上特別需要：意義、愛、被寬恕、

希望。生病讓人比較願意去尋求宗教信仰、檢討自己的信仰，以下是可以與病

人談的問題： 

「在你的人生中神的意義是什麼？」 

「生病影響到你的信仰嗎？」 

「談一談你所相信的神。」 

「你的力量和希望來源是什麼？」 

「你的宗教信仰對你的幫助如何？」 

 

甲、用來傳福音的小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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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車表

1.姓名 2.所屬團契（可複選） 8.1去程 9.2回程

范瑞 以諾 A車 A車

楊裕全 以諾 A車 A車
黃雅珮 以諾 A車 A車
陳炳宏 以諾 A車 A車
陳語晴(2018.12) 以諾, 結果子 A車 A車
王之欣 以諾 A車 A車
劉于光 以諾 A車 A車
林仁方 以諾 A車 A車
戴宏桂 愛臨, 以諾 A車 A車
莊淳斐 以諾 B車 B車
施苡勻 以諾 B車 B車
容易 以諾 A車 A車
邱群智 以諾 A車 A車
何玉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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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麗昌 講員 A車 A車
王予(2013.11) 講員兒子 A車 A車
王至弘 以諾 A車 A車
高洛堯 以諾 A車 A車
林英民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A車 A車
謝美軒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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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曉春 以諾 A車 A車
田慧 以諾 A車 A車
李怡 以諾 A車 A車
湯麗明 以諾 A車 A車

吳崇源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君友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蘇芳菲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君恩(2008.6)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君成(2014.4)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吉利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楊靜蕊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沛恩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董沛慈(2012.11)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楊宜真 以諾 A車 A車
楊慶昌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A車 A車
傅菊英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A車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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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雅芳 愛臨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子賢 愛臨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力行(2011.4) 愛臨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游力衡(2013.6) 愛臨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呂秀美 愛臨 A車 A車
鄭鈺燕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A車 A車
陳宇恩(2015.5)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A車 A車
陳宇威(2016.2)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A車 A車
梁家豪 結果子 A車 A車
蔡文雅 結果子 A車 A車
梁新(2016.8) 以諾, 結果子 A車 A車
梁辰(2018.2) 結果子 A車 A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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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車表

1.姓名 2.所屬團契（可複選） 8.1去程 9.2回程
鄭亞省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詹國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詹可樂(2008.7)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吳詹喜(2010.5)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陳端恩 以諾 A車 A車
林沛恩 以諾 A車 A車
洪若綾 以諾 B車 B車
秦郁涵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董慧蓉 愛臨,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李欣樺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施叔賢 以諾 B車 B車
董慧香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王惠珊 以諾 B車 B車
蘇怡玲 以諾 B車 B車
王泉琳 以諾 B車 B車
劉愷庭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B車 B車
余美玟 以諾 自行開/搭車 B車
余玉華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郭滿滿 以諾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郭玲雅 以諾 B車 B車
許碧惠 以諾 B車 B車
張正華 以諾 B車 B車
吳馨竹 以諾 B車 B車
張美君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B車 B車
謝天綾 以諾 B車 B車
蕭秋萍 以諾 B車 B車
黃秋鈺 以諾 B車 B車
阮祖琦 以諾 B車 B車
黃麗珠 愛臨, 以諾 B車 B車
李穎可 愛臨, 結果子 B車 B車
許亦瑩 愛臨 B車 B車
李欣鴒 愛臨 B車 B車
姜為武 以諾 B車 B車
彭祺宇 以諾 B車 B車
曹一扶 以諾 B車 B車
蔡宗泰 以諾 B車 B車
徐偉倫 以諾 B車 B車
王恩霖 以諾 B車 B車
李鴻欣 以諾 B車 B車
沈建昌 以諾 B車 B車

沈正牧師 講員 自行開/搭車 自行開/搭車

孫復華牧師 講員 同工接送 同工接送

江著怡姊妹 助教 同工接送 同工接送

A車(車長:于光、之欣) 34 34

B車(車長:淳斐、苡勻) 32 33

自行開/搭車 29 28

同工接送 2 2

總人數 97 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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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 望 會 館 住 宿 房 號 表
團體名稱： 信友堂-板新分堂

序號 序號

蘇芳菲 董慧蓉 范瑞
吳君恩(2008.6) 李欣樺 楊裕全
吳君成(2014.4) 施叔賢 黃雅珮

董慧香 陳炳宏
陳語晴(2018.12)

董吉利 王惠珊 王之欣
楊靜蕊 蘇怡玲 劉于光
董沛恩 王泉琳 林仁方

董沛慈(2012.11) 劉愷庭 戴宏桂
楊宜真 余美玟 莊淳斐
楊慶昌 余玉華 施苡勻
傅菊英 郭滿滿 容易

郭玲雅 邱群智
董志忠 許碧惠 何玉峰
王彩鳳 張正華 齊肖琪
董以安 吳馨竹 楊麗昌

張美君 王予(2013.11)
林雅芳 謝天綾 王至弘
游子賢 蕭秋萍 高洛堯

游力行(2011.4) 黃秋鈺 林英民
游力衡(2013.6) 阮祖琦 謝美軒
呂秀美 黃麗珠 鄧永安
鄭鈺燕 李穎可 黎珊黛

陳宇恩(2015.5) 許亦瑩 陳曉春
陳宇威(2016.2) 李欣鴒 田慧
梁家豪 姜為武 李怡
蔡文雅 彭祺宇 湯麗明

梁新(2016.8) 曹㇐扶 吳崇源
梁辰(2018.2) 蔡宗泰 吳君友
鄭亞省 徐偉倫
吳詹國 王恩霖

吳詹可樂(2008.7) 李鴻欣
吳詹喜(2010.5) 沈建昌
陳端恩
林沛恩
洪若綾
秦郁涵

芳菲家2人+4人房(相鄰318+319)

9 338

8 337 521

13 317
7 336 346

14 318

11 315
6 335 345

12 316

9 311

7 309

5 327 343
10 312

341
5 307

6 308

325 342
8 310

4

2 321 340
3 305

4 306

3 323

6/7-8
伯爵四人房
（兩大床）

6/7-8
伯爵四人房
（兩大床）

6/7-8
伯爵雙人房
（兩中床）

1 319 339

1 301

2 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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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分組表

人數 退修會組別
姓名

(粗體-帶領分組討論) 原所屬團契或組別

1 1 容易 以諾(齊姊)
2 1 邱群智 以諾(齊姊)
3 1 范瑞 以諾(齊姊)
4 1 楊裕全 以諾(齊姊)
3 1 洪若綾 以諾(齊姊)
4 1 劉愷庭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7 1 吳馨竹 以諾(齊姊)
8 1 黃秋鈺 以諾(齊姊)
9 1 彭祺宇 以諾(齊姊)
10 1 秦郁涵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1 2 何玉峰 以諾(齊姊)
2 2 齊肖琪 以諾(齊姊)
5 2 許碧惠 以諾(齊姊)
6 2 張正華 以諾(齊姊)
5 2 曹一扶 以諾(齊姊)
6 2 湯麗明 以諾(齊姊)
7 2 林英民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8 2 謝美軒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9 2 姜為武 以諾

10 2 張美君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1 3 林仁方 以諾(仁方)
2 3 戴宏桂 以諾(仁方)、愛臨
3 3 李怡 以諾(仁方)
4 3 董志忠 以諾(仁方)
5 3 王彩鳳 以諾(仁方)
6 3 董以安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7 3 謝天綾 以諾(仁方)
8 3 蕭秋萍 以諾(仁方)
9 3 阮祖琦 以諾(仁方)
10 3 蔡宗泰 以諾(仁方)
1 4 王至弘 以諾(滿滿)
2 4 高洛堯 以諾(滿滿)
3 4 施叔賢 以諾(滿滿)
4 4 余美玟 以諾(滿滿)
5 4 余玉華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6 4 郭滿滿 以諾(滿滿)
7 4 董吉利 以諾(端恩)
8 4 楊靜蕊 以諾(端恩)
9 4 董沛恩 以諾(端恩)
10 4 董沛慈(2012.11) 以諾(端恩)
1 5 莊淳斐 以諾(端恩)
2 5 施苡勻 以諾(端恩)
3 5 鄧永安 以諾(端恩)
4 5 黎珊黛 以諾(端恩)
5 5 陳曉春 以諾(端恩)
6 5 田慧 以諾(端恩)
7 5 陳端恩 以諾(端恩)
8 5 董慧香 以諾(端恩)
9 5 王泉琳 以諾(端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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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分組表

人數 退修會組別
姓名

(粗體-帶領分組討論) 原所屬團契或組別

1 6 梁家豪 結果子

2 6 蔡文雅 結果子

3 6 梁新(2016.8) 結果子

4 6 梁辰(2018.2) 結果子

5 6 黃雅珮 以諾(仁方)、結果子
6 6 陳炳宏 以諾(仁方)、結果子
7 6 陳語晴(2018.12) 以諾(仁方)、結果子
8 6 林雅芳 愛臨

9 6 游子賢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10 6 游力行(2011.4) 愛臨

11 6 游力衡(2013.6) 愛臨

1 7 黃麗珠 愛臨、以諾(滿滿)
2 7 李穎可 愛臨、結果子

3 7 許亦瑩 愛臨

4 7 李欣鴒 愛臨

5 7 呂秀美 愛臨

6 7 鄭鈺燕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7 7 陳宇恩(2015.5)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8 7 陳宇威(2016.2) 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9 7 董慧蓉 愛臨、以諾(慧蓉)
10 7 李欣樺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1 8 王之欣 以諾(慧蓉)
2 8 劉于光 以諾(慧蓉)
3 8 楊宜真 以諾(慧蓉)
4 8 楊慶昌 宜真父親，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5 8 傅菊英 宜真母親，受邀慕道友或親友

6 8 林沛恩 以諾(慧蓉)
7 8 王惠珊 以諾(慧蓉)
8 8 蘇怡玲 以諾(慧蓉)
9 8 郭玲雅 以諾(慧蓉)
10 8 徐偉倫 以諾(慧蓉)
11 8 王恩霖 以諾(慧蓉)
12 8 李鴻欣 以諾(慧蓉)
13 8 沈建昌 以諾(慧蓉)
1 9 楊麗昌 講員

2 9 王予(2013.11) 講員兒子

3 9 鄭亞省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4 9 吳詹國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5 9 吳詹可樂(2008.7)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6 9 吳詹喜(2010.5)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7 9 吳崇源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8 9 吳君友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9 9 蘇芳菲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10 9 吳君恩(2008.6)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11 9 吳君成(2014.4) 尚未加入任何團契

10 為兒童桌-給兒童有需要離開原組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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