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報名表 

CLRC 培訓退修會  

2 0 13年 4月 2 5 -2 7日  

週四 6 :0 0 PM  至週六
4 : 30 PM  

<La ke  Ga s t on>  

Contact  
Albert  Yeh  

聖靈在教會和信徒

生命中的工作  
 

 

講員: 

黃子嘉 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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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_______ 

 

註冊費: $110, 伙膳費(6餐): 45;  

共計: $155。 

Dorm 住宿者其它費用請自由奉獻。Hotel 住

宿請自行負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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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ke-

falls Dr. Wake Forest, NC 27587 

因場地有限，全時間參加者及早報名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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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需簽署意外事故責

任豁免同意書。 

All attendees ar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safety and must sign the Liability 

Release Agreement. 

Signed  簽名: _______________________      

Date   日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919) 847-2064 (Wake Forest) 

(434) 636-3638 (Brac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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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子嘉牧師 簡介  

福州人，1962年畢業于臺灣成功大學

土木工程系，於1963年蒙召專心傳道

。曾獲臺北中華福音神學院道學碩士

（M.Div.)，美國三一神學院 

(Trinity Evangelical Divinity 

School, Deerfield, IL) 

神學碩士（Th.M.）及美國康考迪亞

神學院（Concordia Seminary, St. 

Louis, MO) 神學博士 (Th. D.)。  

曾在台灣牧會7年，在浸信宣道會神

學院任教2年，後在中華福音神學院

任教16年，期間任教務長7年及院長7

年。1997年至2012年擔任美國新澤西

州若歌教會「主任牧師」，由2013年

起改任「榮譽牧師」。 

 

聖靈是三一真神中的第三位格，與聖

父、聖子在永恆中同存、同尊、同榮，

具有同樣的本質和屬性。聖靈在創造和

救贖的計劃行動中，與聖父、聖子共同

參與且有祂獨特的功能與角色。可惜許

多福音派教會和一般信徒，包括某些牧

者，對聖靈常有忽略，或只有膚淺甚至

錯誤的認識，以至于產生許多不必要的

爭論與困擾，使教會在運作上以及信徒

在生命成長中受到虧損。 

我們期望藉著這個培訓退修會來獲得裝

備，求神使用祂僕人的信息和參加的各

教會牧者同工們之間的交流，使我們能

夠更全面、深入的了解聖靈在教會和信

徒生命中的工作：例如 聖父、聖子、聖

靈之間的關係；聖經與聖靈的關係；什

麼是聖靈的感動，聖靈的充滿；怎麼知

道聖靈的工作與神的旨意；聖靈在教會

成長與屬靈領袖的關係上所佔的地位與

作用；現今普世與華人教會中的靈恩運

動等。 

讓我們通過這樣的學習，使個人的生命

與教會得到復興，教會更加合一，使神

的榮耀與心意得以彰顯在祂教會中。 

主題：聖靈在教會和 

信徒生命中的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