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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 年嗎哪退修會行前通知  
 

1、日期：2015 年 5 月 23 日（六）上午 ~5 月 24 日（日）下午（二天一夜）       

 

2、報到時間及地點：5月 23 日上午 8:30，在信友堂一樓電梯口外向慶宛/周靜報到，即至辛亥路

巷口上車。(9 點準時於辛亥路巷口發車，A 車/育育、B車/思齊、C 車/崇信) 

 

3、退修會地點：八仙大唐溫泉會館 新北市八里區中山路三段 112 號 TEL：(02)2610-5200 

 

4、攜帶物品：聖經/筆/筆記本、自用水杯、身分證/健保卡（備用）、個人藥品、換洗/禦寒衣物、        

館內襪、室外拖鞋、泳衣(戶外泡湯用)、遮陽用具、雨具、便鞋…等。 

◎在大唐館內進出須赤腳或著襪（不習慣赤腳者，請自備館內襪）；館外出入泡湯須穿拖鞋（大

唐備有公用夾腳拖，不習慣者請自備施鞋）；房內/室外均有泡湯池可使用，大唐會預備男女用

泡湯服給與會者，住宿者會放在房裡) 

        

5、交通資訊：大唐有住宿及泡湯二個停車場，請自行開車者，跟門口守衛表明你是【信友堂】要

到【住宿停車場】的客人，並按其指示前往免費停車。 

 

自行開車 （沿途皆有八仙海岸路標指引） 

 ＊ 從高速公路下五股交流道接台 64 線快速道路往八里方向行駛約 10 分鐘車程。 

 ＊ 從高速公路下林口交流道接縣道 105 往八里方向行駛，即可到達八仙。 

 ＊ 國道二號往機場方向→轉台 15 線→往八里方向→八仙海岸。 

 ＊ 台北市往士林、北投→大度路→關渡橋→八里→八仙海岸。 

 ＊ 板橋、新莊、三重、蘆洲、五股等地區往八里方向行駛，即可到達八仙。 

 

大眾運輸工具  

＊ 搭乘捷運淡水線至關渡捷運站下車，於 1 號出口處轉乘淡水客運 R13 或 R22 公車。 

＊ 搭乘三重客運板橋-八里線：板橋車站→新莊→五股→八里。 

＊ 以上各路線公車的終點站，即為八仙海岸。 

淡水渡船頭搭乘渡輪，到八里後，轉乘上述各路線之三重客運或淡水客運。 

 

若有任何問題，請與報到同工/周靜 0927-466922、主席/董慧蓉 0920-100313 連絡。  



2015 年嗎哪退修會行程表 

                           主題：飲於能力之源                    2015/05/19 

時  間 5/23（六） 5/24（日） 

0700-0830  早餐(一樓將進酒-自助餐)30m 

0830-0900 報到 30m 

（信友堂一樓交誼廳向慶宛/周靜報到， 

即至辛亥路巷口上車~車長:A.育育/B.思齊/C.崇信） 

【晨更】30m 

個人尋找合適地點 

（晨更材料：大會提供） 

0900-1000 出發，台北-八里 車程 40m 

 

二樓碧海廳 20m 

(向慧蓉報到、領取名牌/手冊) 

【小組晨更分享】60m  

帶領：小組長 

1000-1030 開會禮拜 &【為什麼我們不能？】120m 

領會：蔡秉錡弟兄 司琴：蔡培玲執事 20m 

(詩歌：179 懇求聖靈充滿我、370 求主滿我杯) 
 

專題引導：何玉峰長老 50m 

（分組題目:沒有甚麼能力的基督徒，很沒見證嗎？、

報告、禱告）50m 

退房 Check out、Tea Time 30m 

1030-1200 【主日崇拜】90m 

領會：李鴻欣弟兄 司琴：張文嬿執事 30m 

(詩歌：87 基督今復活、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證道：陳世冠牧師 50m 

題目：憂愁變為喜樂  經文：約 16:17-24 

報告、祝福 10m 

1200-1300 午餐(二樓龍宮廳-桌菜)60m 

住房 13:00-13:30 Check In    

在二樓碧海廳領取住房鑰匙 

（房間號請參閱房表-慧蓉協助） 

午餐(二樓龍宮廳-桌菜)90m 

1300-1330 戶外、館內走走、玩玩/4h 

館內：  

http://www.fww.com.tw/tangspa/webc/html/spa/index.asp 

*館內設有室內外溫泉設施、餐飲專區、園區設施、商

品專(有些免費,有些須再付費,請留意哦!)；房內均可泡

湯。 

戶外： 

http://www.fww.com.tw/greenworld/ 

*八仙生態世界~~號稱北台灣最大海濱植物園~佔地達

22 公頃，上千坪自然草原綠海。(期待別太高,就是個戶

外公園) 

1330-1400 收拾、照相、上車 30m 

1400-1730  

賦歸，八里-台北 車程 90m 

 

明年見 

※ 聚會、崇拜二樓碧海廳；用餐-二樓

龍宮廳（中午、晚餐桌菜）、一樓將

進酒（早餐）。客房、會場有 Wifi。

※ 主日下午欲繼續泡湯者，須將車改停

到泡湯停車場；會蓋章作出入識別。

 

※ 自備電子琴、譜架、輪椅 1 

※ 報名、收費－周靜、慧蓉 

※ 講員、領會/司琴邀請－慧蓉 

※ 晨更材料－惠雯 

※ 製作投影、印製手冊－如玉、慧蓉

※ 投影播放－第 6組契友 

※ 影音、總務－吉利、慧蓉 

※ 照相－耀煌 

※ 點心－琴仙、伊芬 

1730-1900 梳洗、晚餐 (二樓龍宮廳-桌菜)90m 

1900-2100 【常經憂患軟弱】120m 

領會/座談主持：黃明明執事  司琴：伍幼琴姊妹 20m 

(詩歌：7 祢信實何廣大、眼光) 
 

座談分享：謝麗雪姊妹、陳曉薇姊妹、張成秀姊妹 50m

(分組題目 請分享在你生命中曾經歷最深刻的軟弱是

什麼？、禱告）50m 

2100-2200 洗澡、預備就寢 

 



20150523-24 嗎哪退修會行前閱讀       (陳世冠牧師提供) 

人的脆弱與基督的能力 ——聖保羅的信仰經驗談 

基督的使徒保羅說過這樣的話︰「他(基督)對我說︰我的能力，是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因我什麼時候軟弱，什麼時候就剛強了。」(哥林多後書十二章九至十節) 

這是保羅的人生經驗，其中包括兩件事︰人的「軟弱」，與基督的「能力」。 

人的脆弱 

保羅在他的自述中，至少提及下列各種軟弱，他愈認識自己的弱點，就愈感覺基督之可貴。 

 

A 道德方面的脆弱 
人是一種有理性的動物，更是一種有道德性的動物。這一個特點使人在一切動物中高高在上。

但是人的道德力實況如何？實際的觀察使我們不能逃避一個結論︰「脆弱」。 

 

保羅有一個堅強的個性；就他的道德程度而言，他已經高出一般人的水準很多，在他成為基督

徒之前，是猶太教的熱心分子，屬于法利賽宗。就當時的宗教律例與道德而言，他自認是「無

可指摘的」，並且「比同年的人更有長進」(參閱腓立比書三章五至六節；加拉太書一章十四

節)。但是在他心靈的深處，仍然感覺自己道德能力的脆弱。他說︰「立志為善由得我，只是

行出來由不得我。」「按著我里面的意思。我是喜歡上帝的律；但我覺得肢體中另有個律，和

我心中的律交戰，把我擄去。」「我承認(宗教性的)律法是善的」，「但我所願意的，我並不

作，我所恨惡的，我倒去作……。」(羅馬書七章十五至廿三節)因此他發出一種痛苦的呼聲︰

「我真是苦阿！」他被困拘于一種道德上矛盾的情況之中，不能自拔！這是人類脆弱的普遍寫

照，一個人的道德感愈強，這種痛苦的感覺也愈深。 

 

按照保羅的上述經驗而言，這種矛盾的痛苦是三方面的︰ 

1.意志方面——他說，「立志」由得他，而「行出來」由不得他。人類的道德意志常常因不能

勝過環境的壓力而屈服下來！ 

2.理智方面——他「承認」某些事物是善的，這是理智上的認識，但是他所了解的善，他倒不

行。這就暴露了「道德知識」本身之無能為力，這種實地的體驗，顯示了甦格拉底的「知識即

能力」之理論，只有片面的道理。 

3.感情方面——他說，他「喜歡」某些善的事物，但是他肉體中的一種因素，把他「擄去」，

使他的崇高感情不能獲得具體的實現。 

 

道德的意志，理智，感情，構成了「道德性的我」，而保羅的人生體驗卻指向這個「我」的破

產！ 

 

「腐化」，「變節」，「失足恨」等名詞，都是這種脆弱的注腳。口號喊得最響的是青年們，

他們的心是十二萬分的誠懇。但是他們進人社會以後，有幾個不被同化？ 

 

我在兩年前到美國去的時候，很坦白的問一個美國人說︰「美國有沒有貪污？」他也很坦白直

爽的回答︰「當然有！」我告訴他中國的成語︰「天下烏鴉一般黑」，他很感興趣的要我把這



幾個漢字寫下來給他。英語也有同類的成語，可見人類道德能力的脆弱感是普世性的。 

 

B 知識方面的脆弱 

關于知識，保羅說了一句話︰「若有人以為自己知道什麼，按他所當知道的，他仍是不知道。」

(哥林多前書八章二節) 

 

不錯，人類在各種知識上已經有了超越的表現與成就，但是保羅的話，直到今日仍然有其至理

存在︰「我們仍然不知道。」這句話至少在三方面是正確的︰ 

 

l 有一個偉大的科學家說︰「我的研究工作使我被纏在一種無知感中。」意思就是說，他愈研

究，愈感覺到自己的無知！香港大學的一位教授發了一個問題︰「一個博士學位的年齡有多

久？」他的答案是︰「最多不超過七年。」他舉例說，香港大學的一位榮譽畢業生，在美國士

丹福大學獲得理學博士學位，但是在工作了三年之後，再回到母校去看看，竟發現已經有些新

理論名詞，是他所不知道的了。他的博士只有三年的壽命。很多大學設立了特別科目，要博士

們回去修讀，筆者親耳听見一位在美國加州大學攻讀的學生說︰「現在是老教授悲哀的時代了，

最吃香與最受重視的教授們，都是年輕的。」知識無窮，而人生苦短！ 

 

2 就哲學而言，哲學家們對于人生意義與宇宙本體的探討，已經有二三千年的時間，他仍未能

道出究竟。一派一派的，一家一家的興起又衰落。時至今日，哲學家們甚至放棄了「終極意義」

的研究，而轉向相對的實際哲學，例如今日流行的「存在主義哲學」等。 

 

3 今日知識領域的擴展，竟將人類帶至毀滅的邊緣；在這科學極度昌明的時代中，人類竟「不

知道」和平共處彼此相愛的最簡單真理。從另一方面來講，一般福利性的科學發明，其享受價

值已被習慣所造成的「不感性」所抵消。人類心靈上的痛苦，不但沒有減少，反而因生活方式

的各種問題而加深其程度，所以保羅說︰「按他所當知道的，仍是不知道。」 

 

C 生命方面的脆弱 

1 人生的短促——八十歲的邱吉爾老淚縱橫，慨嘆人生的短促。今日他已地下長埋。筆者每次

到香港墳場去，都發現情形不同，埋下去的人不斷的在增加，多少舊日熟識的人，現在都只能

見其墳墓了。 

 

2 人生環境的多變——有一次筆者乘車往山頂區去，一位朋友指著山頭上一座華美的圓形大屋

向我說︰這座漂亮的房子非常講究，但是它的主人因患了嚴重肺病，不能在山頂區居住，只好

讓給別人住。這是他決不會預料得到的事。 

 

3失去健康——世界上最令人傷感的事情之一，就是走進一間癌病院，那里充滿了絕望的痛苦。

筆者的友人之中，最近有七人患膽病，另一位有為的青年人了肺病院，前途受了嚴重的威脅。 

 

綜觀以上所列舉之事實，使人不能不深感人類之脆弱。但是，在保羅的經驗里面，還有另一面

的事實，就是基督的能力。 

 



基督的能力 

當保羅為了他道德能力的脆弱而嘆息的時候，他發現基督是他的拯救者！基督在他身上顯出莫

大的能力，因此他高呼︰「靠著耶穌基督就能得勝了！」「我什麼時候軟弱，就什麼時候剛強

了。」仁花義果在他生活中彰顯出來，他知道這不是他自己的能力，乃是基督超然的作為。 

 

就健康來講，保羅說他身上有「一根刺」，用以象征一種疾病的痛苦，基督的能力也在這一根

刺上顯出。當保羅知道這根刺正是主顯能力的工具時，他以之為喜樂！疾病也不能破壞他心靈

的寧靜與喜樂，這是一種榮耀的勝利，他甚至在疾病中將福音傳至加拉太一帶地方(加拉太書

四章十三節)。這是向人生的一切患難夸勝！ 

 

保羅更經驗了基督所賜予的新生命，這生命對他是何等的真實！他也知道這生命是永遠的生命，

所以死亡對他失去了威脅，他甚至說︰「我情願離世與基督同在，因為這是好得無比的。」 

 

就知識而論，保羅原來是一個哲學家，出身于當時著名的大數大學。但是他發現了一樣比知識

更重要更寶貴的東西，就是愛(參閱哥林多前書十三章)。失去了愛，知識就變成空虛的，甚至

有害的。知識加上愛，才能完成知識的造福使命，這愛的最高具體表現就是基督。基督的愛力

使知識變成真正的智慧，這正是人類今天所需要的！ 

 

保羅又清楚的告訴我們，基督的愛表現于他的十字架上——成全了神的救恩計劃，使人獲得新

生與再造。 

 

親愛的讀者︰你也需要基督的能力，請你謙卑虛心接受吧。 

 

 

 

一個意義重大的對比——從廣島到精神病院，從珍珠港到各各他 

 

伊特里少校(Claude Eatherly)是將第一顆原子彈投于日本廣島的美國駕駛員，他駕著 B29 型的飛

機完成了震動世界的任務。 

 

戰後他因為這大屠殺的任務而良心不安，甚至精神失常。報載他曾在美國兩個郵局搶劫現款，

被捕後因醫生證明患精神病，獲判無罪釋放。但是以後仍然時因精神病發作而做出搶劫的事來，

所以成為精神病院的老主顧。 

 

他最後一次犯案，是在十年多以前的一個禮拜四晚上。他帶著手槍走進一間雜貨店，威脅收銀

員交出現款，但是當收銀員將錢放在櫃面的時候，進了兩個顧客，他沒有取錢便急忙逃走了。

當夜被捕。他的兄弟請求再將他送進精神病院。今天他仍然在心理治療專家的照顧之下。 

 

上面所述是一個真實故事，和這完全相反的，是另一個真實故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份燈塔月刊登載了一篇引起廣泛興趣的文章。它是領導日本空軍轟炸珍珠港

而發動了日美戰爭的淵田美津雄上校的自述——他怎樣深受感動而成為一個基督徒。 

 

沒有人料想得到，一個日本空中攻擊隊的總指揮官，與聯合艦隊的參謀，竟做了基督徒！一種

比炸彈更劇烈的力量，震撼了這一個被日本人目為鐵血英雄的心靈——他被基督的愛征服而熔

化了，他的生活發生急劇的變化。 

 

過程是這樣的︰一個被基督之愛充滿的美國青年女子 Margaret Covell 的故事，深深感動了他的

心。雖然這個女子的父母在菲律賓被日軍殺害，但是她心中所激起的仇恨，被基督的愛所消除

了！不但如此，她竟自告奮勇到日本俘虜集中營里面去做護士，實行基督「愛仇敵」的教訓，

那些俘虜由壞疑而了解，終于大受感動。 

 

這一位偷襲珍珠港的鐵漢親自說︰「當我了解十字架的大愛時，我的眼淚涌流出來，我並不以

為恥。」他終于接受了基督做他的救主，在四千人面前作了歸依基督的見證。他說，他永遠不

能忘記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祈禱︰「父阿，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這為仇

敵祈禱的大愛，擊破了他心中最堅固的防線。 

 

戰後，當盟軍佔領時期結束的時候，日本政府請他出任國防部參謀總長，但是他竟拒絕了，因

為他甘願獻身做一個傳揚基督救恩福音的使者。 

 

這是一個鮮明的對比，里面隱藏著深長的意義。 

 

上述二人同是第一流的駕駛員；負擔了同樣性質的使命——毀滅敵人；同是歷史性的人物——

一個開始了日美戰爭，一個結束了日美戰爭；同樣間接的負了屠殺千萬生靈的責任。 

 

但是，他們的結果卻極端不同。一個事後發現了人類最大的需要——基督的愛，並且因接受了

他做救主而獲得心靈的安息。至于擔起了傳揚這偉大救贖之愛的神聖工作。總之，他由黑暗進

人新生。而另一個呢？他竟淪落到那樣悲慘的地步！ 

 

在這里，我們清楚看見一件重要的事︰ 

 

一個衷心接受耶穌基督為救主並遵行其真理的人，就在生命與生活上起了顯著的變化。這變化

是兩方面的︰他確知他一切的罪過已因耶穌的十字架而獲得解決與赦免，于是他在悔改以後便

不再在良心上背負重擔，心中充滿喜樂與平安。另一方面，他跟隨耶穌基督走上新生的道路，

發現人生的真意義，追求的目標隨之改變。是的，正如聖保羅所說︰「這福音本是上帝的大能，

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羅馬書一章十六節) 

 

 

文章出處： 

滕近輝著，《寫給信仰的追尋者》（香港：宣道，1973） 

 



20150524 嗎哪退修會晨更材料       (張惠雯姊妹提供) 

 

請打開聖經，閱讀以下經文： 

第一段經文  哥林多後書 12:9-10 

第二段經文  哥林多前書 13 

 

請從上述經文找答案： 

 保羅最喜歡誇耀的是什麼？為什麼？(哥林多後書 12:9) 

 

 

 為什麼保羅可以以軟弱，凌辱，急難，逼迫，困苦為可喜樂的？(哥

林多後書 12:10) 

 

 

 請讀哥林多前書 13:1-3，作者保羅覺得什麼是最重要？ 

 

 

 從哥林多前書 13:4-13 找出「愛」能永不止息的原因？ 

 

 

分組討論: 

 再思昨晚專題分組題目：你人生中最引以為豪的是什麼?自認最軟

弱的是什麼？  

 

 

 

 你自認引以為豪的是否可以成為永遠的驕傲？自認最軟弱的是否

永遠脆弱？為什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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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基督教長老會信友堂 

嗎哪團契退修會主日崇拜程序 

日期：二○一五年五月二十四日 

地點：八里 八仙大唐溫泉會館 
 

 

 

主席：李鴻欣弟兄                                  司琴：張文嬿執事 

一．以等候宣告敬拜  神--------------------------------- 主席、會眾(立) 

                            ＊宣召      ＊要等候主     ＊使徒信經 

二．以揚聲讚美敬拜  神---------------------------------- 主 席、會 眾 

      詩歌---------------1. 基督今復活(讚美7首) 

                         2. 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祈禱、主禱文 

三．以聆聽信息敬拜  神 

信息經文--------------約翰福音16:17-24----------- 主        席 

      證道------------------憂愁變為喜樂--------------- 陳 世 冠牧師 

     默想--------------------------------------------- 會        眾 

四．以回應敬拜  神-------------------------------------- 會        眾 

      詩歌----------------我有一位奇妙救主 

五．以關懷相交敬拜  神---------------------------------- 主        席 

      彼此問安 

      報告 

六．以領受祝福敬拜  神 

      詩歌------------------三一頌(讚美13首）---------- 會     眾(立) 

      祝福--------------------------------------------- 陳 世 冠牧師 

      詩歌------------------阿們頌(讚美471首)---------- 會        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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