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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一年．七／八月  第二十期 
                                              

 

 
 

 會長的話                      
                      龐元燊律師

    

暑假是舉辦恩愛夫婦營的黃金時間。我們的

同工、義工在這段時間特別忙碌。首次免收費用

的教牧恩愛夫婦營如期在七月三十日至八月一

日順利舉行，共有廿五對教牧夫婦參加，由四對

帶領夫婦分兩營同時舉行。參加的夫婦非常投入

每一個課題，給了我們很大的鼓勵。而且我們看

見參加的教牧夫婦不但努力進深自己的夫婦關

係，而且對婚姻家庭事工有很大的負擔。所以我

們相信當這些教牧夫婦們將他在營會中從神而

來的領受、祝福和恩典，帶回各自的教會中，將

會有很多很多的家庭得到祝福和更新。為此，我

感到雀躍不已。 

 

透過這個夫婦營，及與教牧夫婦的接觸和分

享，加上其他方面的鼓勵，我們認定教牧夫婦營

應當是我們的優先工作。所以我們將於今年十二

月二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再次舉辦教牧夫婦營，仍

然是免費提供。預期報名將會相當踴躍，有興趣

的教牧同工請盡快與我們聯絡，亦請為我們在人

力和財力上的需要代禱。 

 

至於公開的夫婦營方面，今年度的營會已全

部滿額，由於人手有限，未能再加開營會。但我

們已訂出了二零零二年度的夫婦營營期，並開始

接受報名，歡迎垂詢有關資料。 

 

明年我們將有一項新嘗試，就是為平信徒領

袖夫婦提供一個專為他們而設的「長執」夫婦

營，營期訂於二零零二年二月十五日至十七日新

春期間舉行。相信平信徒領袖夫婦們，在 

 

特別為他們而設的夫婦營中更能投入，更能彼此

分享困難、互相勉勵和支持。而當教會領袖的家

庭被建立起來的時候，將為教會帶來很多的祝

福。請推介您們教會當中的平信徒領袖夫婦參

加。 

 

上一期「家新港聞」中已經提及邱清泰博士

將於九月二十九日至十月二日在香港開辦帶領

夫婦訓練課程，報名夫婦非常踴躍。下一次的訓

練課程可能要到二零零三年才會舉辦。如果您與

配偶有感動透過恩愛夫婦營服待身邊的夫婦，這

是一個難得的機會，請盡快與我們聯絡。 

 

適逢邱清泰博士九月來港，我們特別訂出在

九月二十日晚上假油麻地窩打老道 YMCA 國際

賓館，舉行「家新之夜」暨夫婦重聚，讓曾經參

加夫婦營的營友可以與邱博士共聚，更可重溫夫

婦營的浪漫溫馨之情。這是一個難能可貴的機

會。餘下名額不多，希望您們及早報名。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   會址：新界荃灣德士古道 25 號四樓   電話：（852）2420 5116, 2420 5316, 9372 1754(幹事)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HK)  傳真：(852) 2420 3591  電郵：cffc@hknet.com  綱址：http://www.hknet.com/〜cffc 

 

 

mailto:cffc@hk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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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課程助我重新回想、更新結婚的誓言。將夫婦關係
在婚後積下的許多埋怨，誤會，有機會清除，化解，並在
主內建立新的信任和尊重。我想這對大部份的基督徒夫婦
都有非常大撥亂反正的機會。                 

                                 羅康錦 

能參加這次「家新」
夫婦營，真是神為我預備
的一件大禮物。 

我體會到夫妻問題
是很複雜，但也可是很簡
單的。簡單的原因是有一
主作夫妻的元首，低頭順
心，便長驅直入。 

感謝神讓我們看見
有同路人，能彼此守望。
願祝福從我們開始，相繼
臨 到 我們 的教 會、朋
友……。 

         賀李婉顏 

入營當日，帶領夫婦曾說有些夫婦在以往的營會完結離開時好似
「執到寶」。當我完成三天營會時，真的有「執到寶」的感覺！太太邀
請我參加營會時並不太願意，亦不覺有甚麼需要。但三天課程及分享
裡，發現不少自己的軟弱，亦有不少問題自己正在逃避，使太太難受。
感謝神改變我的心，使我在弟兄姊妹前講出自己的軟弱及不是，又在神
和太太面前重新立志，改善夫婦之婚姻關係。 

營會三天時間過得很快。當中見到帶領夫婦十分出力，為著使我們
能在最好的環境下分享及學習。願神祝福他們，勞苦並非徒然，您們的
帶領，對我和太太的影響是多麼的深遠呢！ 

                                       談允中 

恩愛夫婦營 

分享園地 

 

 

 

漫步婚姻路，委身至為重！ 

同心協力，抵禦外敵 

    當完成恩愛夫婦營之後，我有相逢恨晚之感覺。因為作
為一個傳道人，我的家是事奉耶和華的家，但坦然我不會怎樣
帶領家庭來事奉神，因為對於我來說，夫婦的關係，是我要學
習的地方。所以當我與妻子在神面前訂立誓約之後，我才恍然
大悟，與妻子在生活上產生了不少的文化差異，生活上有很多
不同的地方，同時，也叫我們的關係進到一個“絕”路。但感
謝神，祂的恩典總叫人驚訝！經過這恩愛夫婦營，我才開始明
白到夫婦溝通之道，這也是我在人生中的一個新學習，當中學
習到夫婦互相欣賞、彼此認罪、清理垃圾，最叫我有深刻的體
會，溝通之道是何等的寶貴。經過這個營會，我們夫婦二人不
再在“絕”路中，乃在愛路人成長。 
                       彭景文 
 



 3 

 

 

 

 

 

 

  

 

 

  

 

 

 

 

 
                                 

                

 

 

 

 

 

 

入營前我倆婚姻好像在大風大浪下前 
進的船，在營中最深刻是在聖餐桌前之彼此
欣賞，認罪，接納，擁抱下，經歷主在我們
心靈上之醫治和關係上之復和。今我更能具
體地表達對太太之愛意，現在感受主親自介
入平靜風浪，令我倆一同享受彼此關係，並
肩前進邁向我們之家庭使命目標。 
                 黎振滿 

    很高興能夠再回到初戀的感覺。而最珍貴的，藉
著寬恕及認罪，清理我們之間的問題。而且，提醒我
要多些欣賞我的配偶，因為我覺得我的配偶有那麼多
優點，竟然不曉得他的優點，實在可惜。藉著欣賞、
寬恕及原諒，我們的感情，增進了很多。 
  在燭光晚餐中，喝了餐酒之後，我有深刻的感受，
半抄半作寫了一首新詩，送給我太太。 

詩題是「從未如此醉過」 
              記得桌前燭照 
              兩人心已相依 
              醉眼濃情說相思 
              但願人永在 
              長伴彩虹中 

但願每對夫婦，都長在神恩典之中，我相信每對
參加的夫婦，必能夠活得更快樂。阿門！ 

    
     陳志強 

 

 

營會互動又交流 
婚姻成長不滯留 

 

高家幼子蒙主愛 
 志氣高漲事主狂 
安心家中妻賢淑 
愛主愛家愛恩言  

鄭重真理顯主恩 
 少小教導主所賜 
  芳心蹤影滴主恩。 

高志安 

 

已婚 9 年，從沒參加夫婦營，夫婦生活的經驗從神學課程、書本及牧職中吸取，事實上忙碌的教

會事奉、揍仔、兼回神學院進修，曾經定過任何促進夫婦生活之計劃都一再失敗，生活逼人來，連一

週一次拍拖的機會都不能實現，期盼今次夫婦營作為我兩將臨之結婚記念的禮物。這份禮物豐豐富富

的賜給，密集（好密集）的環節都幾疲累，但很有系統、很多實踐機會、很多見証、示範，使我們收

獲豐富，淌出 真情的眼淚和實踐經驗是課程中最重要的要素，也是這課程成功之處。最大的成果是幫

助我們建立了一些更好的相處模式，最感動的是在聖餐中我倆在神面前那種契合相愛復和之感覺，為

我倆夫婦關係推進更高峰之信心和委身。深盼這課程能賜福更多人，最後多謝耶穌，多謝家新同工這

份愛心禮物。 

張玉霞 

  過去， 
「婚姻」：一直懹著美麗的憧憬，卻仍未看到預見的豔麗！ 
「婚姻」：一直期盼著魚兒得水，怎知落得的是龍游淺水！ 
                                 哀哉、哀哉！ 
  今天， 
「婚姻」：憧憬再現，因為有妳攜手共行！ 
「婚姻」：不再是龍兒是魚兒，淺水深水樂怡然！ 
                                 樂哉、樂哉！ 

                                          劉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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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一年三至四月份收支簡報

 

   二零零一年三至四月份徵信錄  二零零一年三至四月份收支報告 

      進項  

奉獻者 金額   奉獻者   金額 夫婦營營費 41,400.00 

D1 $20,000.00  13-15/4夫婦營 $340.00 奉獻 98,190.00 

Evert(Sec.)Ltd $10,000.00  東方佈光基督教會 $400.00 產品  1,197.82 

Chan Kwok Ming,Nita $2,000.00  余慧根牧師夫婦 $2,000.00     進項共計 140,787.82 

Fung Wai Lun    $200.00  基督會 $4,800.00   

Wong Shuk Wah    $1,000.00  吳進坡夫婦 $400.00 支項  

活石堂九龍堂 $3,000.00  梁燕玉 $1,400.00 夫婦營支出 48,300.00 

中國播道會恩福堂 $3,000.00  程國維 $200.00 經常費及行政費支出 55,674.15 

方放夫婦 $1,000.00  李金英 $2,000.00 郵費及印刷費 8,550.30 

李守儀 $2,000.00  宣道會北角堂 $8,500.00     支項共計 112,524.45 

杜婉霞 $200.00  劉國華夫婦 $2,750.00   

宣道會青怡堂 $1,000,00  宣道會利福堂 $1,000.00 本期結餘 28,263.37 

林廣潤夫婦 $1,600.00  洪少樂夫婦 $1,000.00 承上結餘 217,281.93 

莫麗美 $1,000.00  陳雪夫夫婦 $1,000.00 結轉下期 *$245,545.30 

陳偉文夫婦 $500.00  循理會荃灣堂 $500.00  ＊包括固定資產及存貨共 $105,561.08 

聖公會牧愛堂 $500.00  黃惠芬 400.00   

劉發枝夫婦 $500.00  廖洪坤 $24,000.00 夫婦營津助金  

    $98,190.00 承上結餘 45,100.00 

     結轉下期 $45,100.00 

截稿時由於暑期工作繁忙，會計同工未能趕及核實六月份收支報告， 

只能將三至四月份賬目報告，敬請察諒！ 

 

 

  

代收／代支賬  

     承上結餘 (6,200.00) 

     代收款項 3,850.30 

     結轉下期 ($2,349.70) 

       
       

 

 

 

 

 
 

顧問：余慧根牧師、李鴻標牧師、周永健院長、麥希真牧師、蔡元雲醫生、蘇穎智牧師    美國總會：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董事：邱清泰博士、麥景行先生、龐元燊律師                                                  3350 Scott Blvd.,Bldg’ #57  

會長：龐元燊律師        幹事：林莊卓英師母                                                 Santa Clara, CA 95054 

核心委員：林廣潤牧師夫婦、麥景行董事夫婦、龐元燊會長夫婦                               Tel：(408)986-6086 

財務小組：何祐康先生、梁燕玉小姐                                                       Fax：(408)986-6088 

出版組：林莊卓英師母、唐余美麗師母、黃超靈牧師、龐陳麗娟女士                           E-mail：mailroom@cffc. org 

恩愛夫婦事工小組：唐財方牧師夫婦、黃超靈牧師夫婦、劉偉強牧師夫婦、劉國華夫婦           Internet：http://www.cffc. org  

                  洪少樂牧師夫婦、陳雪夫夫婦、羅國雄夫婦 

義務核數師：雷兆和會計師事務所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非賣品，如欲奉獻或讀者登記，歡迎透過所附之回郵封處理。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刊文章，請與本會聯絡。 

人生難免有起跌，我們在不同的階段可能遇到不同的困難， 

面對生活中各種角色及轉變的壓力．．．甚至當孩子遇上困難， 

你可以選擇運用輔導服務、兒童及親職輔導服務。 

    機構名稱：香港基督教服務處(費用全免) 

        電話：2731 6251, 2731 6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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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消息 
 

1. 感謝神！7 月份在南、北加州舉辦的三次「家庭渡假營」已圓滿結束。與會者都得到造就,三個營

會共有十四位朋友決志信主；經費不足方面最後亦收到足夠奉獻，讚美主奇妙作為。 

2. 總會訂於 9 月 9 日舉辦「家新之夜」暨重聚、籌款聚會。求神使用這個聚會將「家新」異象更廣

地傳遞，亦感動更多人參與「家新」事工。 

3. 請為各地「家新」帶領夫婦及同工們禱告，求主帶領他們緊緊連結於神，在主裡事奉得力和安息，

並保守他們的家庭不受攻擊。 

4. 加拿大分會： 

a. 求神賜福 8 月 19-21 日舉行的「戶外露營合家歡」活動，讓 20 個參加家庭得到「愛」的祝福。 

b. 請為卡加里事工推廣禱告，亦特別為當地同工 Jomin 姊妹在九月之手術祈禱，求神祝福手術順

利及康復。 

5. 澳洲分會： 

a. 請為恩愛夫婦營場地禱告，近期因酒店價格上漲，以致分會需要另覓合適地方。 

b. 請繼續為「辦公室行政」一職空缺代禱，求主預備合適人選。 

6. 洛杉磯事工協調小組： 

a. 將於 10 月 6 日舉辦「歡樂家新夜」，求主帶領一切宣傳及籌備事宜，透過聚會讓更多人得益。 

b. 協調小組主席梁善、張平夫婦的兩年任期將於十月初到期，求主興起工人帶領洛杉磯事工發展。 

 

 

 

 

香港分會 
 
1. 奉獻呼籲：夫婦營津助金 

本會設立免費教牧營及向有經濟困難的夫婦減免營費，現特呼籲教會、信徒或曾領受夫婦營好處的

朋友，為「教牧夫婦營津助金」或「夫婦營津助金」奉獻，讓有需要的夫婦同蒙祝福。亦歡迎向本

會經常費奉獻，讓您的參與祝福香港更多的婚姻家庭。 

 

2. 恩愛夫婦營 
 感謝主！帶領 6 月至 8 月初香港計共 7 個夫婦營能夠順利舉行，共有 77 對夫婦參加。1 位未信

丈夫在營會中決志，而參加夫婦均得到神的更新和改變。 

 請為 8 月 17-19 日非信徒營會迫切禱告，求主大大感動及打開每一位參加者的心，亦使用帶領

夫婦及組長夫婦成為流通管子，傳遞從神而來的訊息，使同工隊有合一的心，彼此配搭。 

 

2. 本會定於 9 月 1 日舉行「恩愛夫婦事工小組」聚會，求主祝福課題學習部份，亦親自帶領商討事工

部份。 

 

3. 請為 9 月 19 日帶領夫婦訓練日及 9 月 20 日「家新之夜」禱告，求主幫助所有籌備工作順利，亦

讓聚會參加者在當中得益。 

 

4. 面對未來重點營會的服侍，香港分會極需要有更多具質素的帶領同工、懂電腦操作的實務義工。求

主親自感動人心及供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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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九月十九日（星期三） 

時間：上午九時至下午五時 

內容：派發新教材及使用指引、領會疑難及培訓、心得交流．．． 

對象：本港檢定及受訓夫婦 

費用：免費 

報名：請用下表傳真回本會以收集問題及統計人數 

地點：本會會址（新界荃灣德士古道２５號四樓） 

 

    ------------------------------------------------------------------------------------------ 

 

 

 

 

 

 

 

 

 

 

 

 

 

 

 

 

 

 

    ------------------------------------------------------------------------------------------ 
（表格不敷可自行影印）          

報名表 

請報名聚會   9 月 19 日帶領夫婦重聚            9 月 20 日家新之夜 

聯絡人姓名：                電話(手提）                       

報名人數：       （以雙數為準，即夫婦一起出席）  

附上支票：$            支票號碼                  (家新之夜報名適用)  

疑難解答問題（帶領夫婦重聚適用）                             

                                             

報名辦法：填寫下表後連同費用（支票抬頭：家庭更新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郵寄本會（地址：新界荃灣德士古道廿五號四樓），額滿即止。 
  查詢：2420 5116, 2420 5316, 9372 1754林師母     傳真：2420 3591 

 

即即場場派派發發新新教教材材  

帶帶領領營營會會疑疑難難？？？？？？  

心心得得交交流流．．．．．．  

日期：9 月 20 日(星期四) 

時間：晚上六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YMCA 國際賓館二樓水晶殿（九龍油麻地窩打老道 23 號） 

內容：小組表演、勉勵、見證、恩愛夫婦同度溫馨浪漫夜．．． 

費用：每對夫婦$400(包括自助晚餐及獎品) 

對象：恩愛夫婦營營友（包括參加本會或受訓夫婦在教會舉辦之營會） 

報名：鼓勵以跟進小組為單位報名，名額 70 對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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