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表  

CLRC培訓退修會 

2 0 16年 4月 2 8 - 30日  

週四6 :0 0 PM至週六
4 : 30 PM  

<La ke  Ga s t on>  

Contact  
Albert  Yeh  

健康成長教會的 

原則和實踐  
  

講員: 

林祥源牧師 

劉志雄長老 

Directions  to CLRC 

191 Lost Forest Road, Bracey, VA  23919 

 
From I-85, take Bracey Exit (Exit 4 in Virginia, near the NC 
border). Go East on Rt. 903 about 3.5 miles. After passing 
the RCS Recreational Properties office on the left, turn right 
immediately to Mallard Lane, which is a single lane gravel 
road. 
Follow the gravel road for 0.8 miles (after 0.4 miles, the 
road becomes paved). Turn right to Pine Forest Road at the 
three way fork, which is another gravel road.  Bear left at 
the next turn (do not turn right), the road merges into Forest 
Acres Road. 
Turn right at Lost Forest Road. There is a tall white post and 
a CLRC sign at the turn. Follow Lost Forest Road and bear 
left to almost the end of the road.  CLRC facility is on the 
left side, but not visible from the road.  There is a metal 
fence with a sliding gate.  The CLRC sign /address (191 ) is 
posted behind the fence. 
 

 
 

姓名:(中)                                          男/女          

         (英)                        M / F 

地址： 

 

電話: 

E-Mail: 

所屬教會: 

事奉崗位： 

住宿：Dorm  _______          Hotel  ________ 

 
費用分為兩部份：註冊費 (住宿舍者為 $110，

住旅館者為 $90 但旅館費用請自行負擔) 和飯

食費 (每一早餐 $5﹐午餐 $8﹐晚餐 $10。全費

飯食 $45)。請計算聚會費用總和，並在報名當

天寄出，以確保報名有效。 

若對這次退修會財務支出有負擔，請自由奉

獻。如有經濟困難，可申請獎學金。支票抬頭

請寫 CLRC , 並與報名表一同寄至：   

CLRC, c/o Albert Yeh, 6589 Wakefalls Dr., 
Wake Forest, NC 27587 

因為CLRC場地有限，各教會參加人數將有限

制，基本上按教會大小比例分配名額。請各教

會/團契的CLRC代理同工，盡量替所有參加

者，在下列網站集體報名。  

http://www.clrcrenewal.org 

請自備浴巾, 床單, 床被, 枕套。 

所有參與使用者在活動其間的安全，不論在陸

地及水上，需自行負責，在報到時簽意外豁免

合同。 

(919) 847-2064 (Wake Forest) 

(919) 345-8949 (M)  

www.clrcrenewal.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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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熟的屬靈領袖是一個健全教會

的至要關鍵﹐能使教會更有效的

完成神託付教會的目的和大使命

。也是全球華人教會面對21世紀

最大的挑戰與機遇。 

基督僕人更新中心<簡稱 CLRC> 

的宗旨是專為協助基督徒領袖的

栽培與更新，以華人教會為主，

使他們認知如何發揮基督僕人最

大的潛能。中心針對屬靈領袖最

迫切實際的需要，提供整全性、

三方面的事工項目： 

一、領袖進修講座， 

二、同工之間相交的操練， 

三、個人退修與更新。 

CLRC 異象與使命 
  

林祥源牧師  簡介  

林祥源牧師在香港出生及長大。1982 年至 1990 年間，

曾擔任菲律賓聖經神學院講師及靈惠基督教會駐堂

牧師. 1991 年受美國加州聖地牙哥主恩堂之邀聘成為

該會首位主任牧師。林牧師及其師母李絢華姊妹共同

在該會負責牧養、教導、訓練及植堂工作, 林牧師的志

向是要與眾同工一同建造健康成長並有宣教活力的

教會, 使華人教會真能承接最後一棒, 成為強有力的

宣教大軍。林牧師先後畢業於香港海外神學院及美國

Grand Rapids Baptist Seminary. 最後在威敏斯德神学院

(Westminster Theological Seminary)獲其教牧學博士學

位。除教會工作外，林牧師亦經常受邀請在美國、加

拿大、亞洲地區等主講各特會及夏令會。林牧師亦同

時在北美華神、正道、海外、真道浸信會、基督工人、

台北華神等幾間神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教導碩士班及

博士班課程。 

  

劉志雄長老  簡介  

劉志雄長老，美國資訊系統博士，貝郡基督徒証

主教會長老，基督學房校長。常在北美各地及歐

洲、亞洲、澳洲擔任夏令會及福音營講員。著有

《不一樣的人生》、《牽手一世情》、《按照聖

經作父母》、《按照聖經教養兒女》、《按照聖

經孝敬父母》、《十架七言》、《黑門甘露》、

《出人頭地》等書。譯有《見証火炬─二千年教

會的屬靈歷史》、《耶穌真貌》、《按照聖經作

長老》及《平等中有差異》。 

  

教會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前 3:15）。

聖經又把教會比喻為神的家、主的聖殿、

基督的身體和新婦 (弗 2:19; 弗 2:21; 西

1:24; 弗 5:27…); 是神在地上彰顯祂榮耀，

實現祂旨意和施恩賜福的管道 (太 28:19-

20; 弗 1:23 ...)。可是我們常常忙於許多教

會的活動、人為的傳統、自我的中心、加

上世界潮流的衝擊以至於失去了對教會

本質、功能和正確運作之觀念。  

 

到底什麼是一個健康成長教會的根基和

原則？一個健康的教會有什麼特點、標

記或模式? 我們當如何衡量自己的教會? 

我們當如何一同去建造、一同去實現? 教

會領袖們在這過程中的角色是甚麼?  

 

我們希望根據聖經的教導、教會歷史的

經驗和教訓、現今教會的實況、來彼此探

討、交流、學習，使我們的事奉、所建立

的教會是金銀寶石的工程、經得起將來

火的試驗; 並能滿足神的心意、為祂作美

好的見證。 

主題：健康成長教會的 

原則和實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