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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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c.org.hk   http://www.cffc.org.hk 

 

 

我們期待已久的恩愛夫婦進深營終於在八月十一日至十四日在香港首次舉行，共

有十一對夫婦參加，舉行地點仍是在我們熟識的青衣島霍英東樓，邱清泰博士親臨香

港主領。進深營，又叫 MER Level 2，是邱清泰博士與余竹君師母重新設計編訂的夫

婦進深營。今年的年初在加拿大第一次試航，所以香港這次進深營是全球的第二次。

參加過進深營的夫婦，反應都非常正面，希望邱博士能盡快完成進深營的試驗，在全

球推行。 

 

今年最後一個教牧恩愛夫婦營的營期是在十二月廿九日至三十一日，仍接受報

名。而今年度的公開恩愛夫婦營已經全部滿額。為方便大家預早作出安排，我們已經

編定了明年各營會的時間表，並即時接受報名。至於明年的教牧恩愛夫婦營，我們決

定仍然免費提供，歡迎全時間事奉的牧師及傳道人與配偶報名。教牧恩愛夫婦營將仍

是我們的重點服務，若有需求，我們會增加教牧營的數目；但每次教牧營都要開支約

兩萬元，因此仍然非常依賴大家的奉獻支持。 

 

下一期的帶領夫婦訓練課程編排在農曆年間舉行，日期是一月廿六至廿九日（年

初五至年初八），名額有限，請從速報名。 

 

訓練課程及夫婦營 營會／訓練課程 

一月廿四至廿六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一月廿六至廿九日(星期一至四) 第九屆訓練課程 

四月三至五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四月九至十一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五月一至三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七月一至三日(星期四至六) 教牧營 
 
 

報名可致電幹事劉羅瑞儀索取表格：937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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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四日, 結婚十三週年的日子，能夠首次踏

足國內較為偏遠的山區，參與短宣體驗，實在叫我

們感到興奮，亦是難以忘記的經歷! 

 

最初三日按照原定計劃進行，一切非常順利，

親身接觸山區的少數民族，感受到他們的生活確實

極之困苦，連最基本的生活也得不到，能夠與他們

分享主的愛，看著扶貧、助學的項目一個一個推

出，幫助當地人逐漸脫貧，內心發出無限的感恩。 

 

第四日午飯後，剛開始行車便感到不適，並有

嘔吐及胸口痛，以為只是胃痛或食物不潔，但吃了

止痛藥也無效，整個人坐立不安，冷汗直冒，曾有

一段時間覺得非常辛苦，感到差不多要休克，心想

千萬不要在這裏出事，當時真的有些擔心和恐懼，

因為那種辛苦是從來沒有出現過的，為免太太擔

心，亦沒有那份說話的氣力，因此沒有詳細告訴

她，只在心裏祈求耶穌保守，帶我經過。一會兒辛

苦程度減輕一點點，以為再休息一會便無事。 

 

黃昏時我們到達住宿的市鎮，在飯店內休息了

一段時間，疼痛仍沒有減退，其後因同工為我找不

到合適的藥物，接待人員遂建議帶我去看醫生，當

時不大情願，因為覺得還可以行動自如，只是胸口

有些翳悶和痛，況且也不大信任內地的醫療技術，

但接待人員甚為熱誠，不便推辭，便跟隨他到醫院

急症室。 

 

醫生很快便斷定是心臟問題，需要立即入院，

突如其來的消息，令我和太太有點不知所措，從沒

想過會遇到這樣的事情，在驚魂未定的情況下，我

被推入深切治療部，很快便有幾位醫生、護士圍過

來，隨即接上氧氣喉、心電機、打針、吊藥等等，

氣氛非常緊張。 

 

太太後來告訴我，原來入院時指頭已開始轉

黑，面色亦變暗，情況頗為危險，因心絞痛已經七

個小時，血管閉塞引致心前肌廣泛性缺氧壞死。我

回港後才知道曾渡過四十八小時的危險期。當晚太

太與我一起入深切治療部，其間不斷對我說:「放

心，交托給  神」，有她陪伴令我內心安定很多。

記得醫生進行治療時，要她離開一會兒，我頓時感

覺到一份孤單，期望太太可以很快便再來陪我，不

過，因為藥力發作，未及再見她一面便睡著了。 

 

第二天大清早醒來，第一眼便看到太太站在病

床邊，輕輕握著我的手，令我感得非常溫馨親切，

心中有點激動，若昨夜我離去了，留下她一人怎麼

辦! 想起營會三日命的環節，原來當死亡擦身而過

時，可能連三日時間都無，內心升起一份感謝，過

去的日子能夠與太太一起生活，是很大的恩典。那

幾天無時無刻都渴望能見著她，每當她出現便帶來

一份安全感，整個人倍覺舒暢。以往我們已是經常

出雙入對，有時也會習以為常，似乎是必然的，甚

至間中也會覺得對方煩。但留院期間，深刻感受到

太太陪伴在旁是一件很幸福的事。這次  神讓我們

一起經歷出死入生，令我們更看重對方，珍惜對方。 

 

我在深切治療部住了六日，便以醫療專機送回

香港，醫生確認是左動脈完全閉塞，三月廿四日順

利做了心臟通波仔手術，並在家中休養，如今除了

心肌曾因缺氧而有部分壞死，以致心臟較正常稍弱

之外，身體已漸漸復原。 

 

整個過程經歷到  神的保守及看顧，若急症室

的醫生當作一般腸胃不適，開藥了事，生命隨時不

保。若早一日發病，仍在山區小鎮，交通不便，甚

至有沒有醫院也成疑問，相對那天正前往較大的市

鎮，醫院更是省內具規模的一間，縱然由發病到入

院已超過七小時，當地亦未有技術可以安排即時做

導管檢查或通波仔手術，但憐憫又聽禱告的  神，

祂將我的生命重新挽回，再次賜下生命，令我反覆

思想餘下的生命，可以怎樣回應  神的愛。 

 

 

劉國華 

註： 劉國華、李麗玉夫婦是 

「香港家新」的檢定帶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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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來得太突然了，手中拿著醫院發出的病危

通知書，一時間根本未能接收，有點惘然，幸而有

一班很好的同工在旁支持，一齊祈禱。 

 

當晚留在醫院陪伴，一躺在床上，淚便流下，

那份擔心，怕失去劉華的情緒洶湧而出，想到他可

愛的笑容、俏皮的表情、高大威猛的身體、想到再

不能一起生活、事奉、想到可能要孤單地面對每一

天，便不敢再想下去，只有不斷呼求主憐憫，拯救

劉華脫離這死蔭的幽谷。 

 

這時腦海出現一幅圖畫，就是過去兩年以來，

家中四位老人家，叔父、媽媽、爸爸、外婆，因著

神奇妙的帶領，相繼信主，心中隨即升起一份平

安，我相信  神總會在困難中賜下恩典、祝福，在

我來說，當然渴望  神救劉華脫離險境，但縱使他

真的要離開，  神也有要我經歷、見證祂的地方。

於是抹去淚水，再次懇求主保護劉華，便進入夢鄉。 

 

第二天清晨，看著劉華的面容，心中很憐惜，

當他睜開眼，四目交投時，千言萬語，也不知從何

說起，大家只是手握著手，沒有說話，但那份情、

那份愛、那份珍惜，已盡在不言中。 

 

入院首兩天，如坐過山車，起伏多次，當醫生

說，他的心有雜音，可能是併發症時，我的心直往

下沉，幸而只是虛驚一場。當他做超聲波檢查時，

因為病床太大，不能推入檢查室內，結果醫生將整

部儀器搬到房外，並以傘子擋著斜陽，避免光線影

響電腦顯示屏，事後想起倒覺有趣。 

 

經過關鍵的 48 小時，劉華終於渡過危險期，

心中鬆一口氣。往後他的情況一天比一天好轉，六

日後終於可以回港，臨走時眾醫護人員及接待單位

皆有送行，幾日來得到他們的關心、幫忙，實在感

激萬分，一一謝過，便帶著不捨離開。 

 

護送過程相當順利，劉華直接轉送醫院，安頓

後回到家已是凌晨二時，很想喝杯熱水、但著不到

煤氣爐，記起可能是出門前關掉總掣，找了好一

會，總算在廚房洗手盤下發現一個類似物體，但出

現一連串的問號，向左還是右呢? 會不會太大力弄

壞? 左右也扭不動，是不是這個呢? 這麼夜若弄出

意外怎麼辦? 結果惟有放棄，甚麼也不做，上床倒

頭便睡，心中很記掛劉華，家中有他多好! 

 

回想整個過程，由於來得太突然，又身處異

地，未及細嚼內心有甚麼感覺，便得面對排山倒海

而來要處理的人和事。但當夜瀾人靜，才發現對丈

夫的不捨、掛心，產生了一種無力感，叫我更深體

會人的限制，無論多強壯都會倒下，旁人幫不上甚

麼，惟有在  神裡面才有盼望、力量。 

 

莫非感情愈好、分離愈痛，與劉華一起經過這

生死懸於一線後，再次反省彼此是否已預備好面對

分離。究竟是雖然痛但無悔，抑或帶著遺憾呢? 是

甚麼也不做，只求每時每刻在一起? 抑或尋找共同

目標、一起努力，讓生命得著延續 – 祝福更多人

的生命? 

 

深感要更珍惜彼此可以一起生活、一起事奉的

日子，這一切都不是必然，乃是恩典。生命不屬於

自己，是  神重新賜下，要好好把握每一天，回應    

神的愛。

 

 

 

 

 

 

 

 

 

 

 

 

 

劉李麗玉 

 

☆ 
☆ 
☆ 
☆ 
☆ 
☆ 
☆ 
 ☆☆☆☆☆☆☆☆☆☆☆☆☆☆☆☆☆☆☆☆☆☆☆☆☆☆☆☆☆☆☆☆☆☆☆☆☆☆☆☆☆☆☆ 

 

 

☆☆☆☆☆☆☆☆☆☆☆☆☆☆☆☆☆☆☆☆☆☆☆☆☆☆☆☆☆☆☆☆☆☆☆☆☆☆☆☆☆☆☆ 

 

 
 

 

＊ 請為香港「家新」的營運經費需要禱告，過去

數月的奉獻不足以應付支出，特別是教牧恩愛

夫婦營基金，因教牧營是不收費的，現基金已

為負數。 

☆ 
☆ 
☆ 
☆ 
☆ 
☆ 
☆ 
 

＊ 請為林廣潤、莊卓英檢定帶領夫婦禱告，林牧師八月

初被證實脊椎骨第五節(尾數上第五節)之間的軟骨

突出，壓著右腿神經線，以致右腿痛得很厲害，不能

行走，曾在醫院臥床兩星期，現巳出院在家休養。求  

神醫治林牧師，讓他早日康復；保守林師母身心得

力，照顧林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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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五至六月份徵信錄  二零零三年五至六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金額   奉獻者   金額  進項  

D1 $20,000  宣道會德荃堂 $2,070 奉獻 $36,670.00 

Cheung Ho Man $1,000  聖公會聖恩堂 $200 夫婦營營費 $21,600.00 

Ng Ho Woon $500  廣林浸信會 $400 產品收入 $916.81 

 吳進坡夫婦 $400  播道會康泉堂 $400     進項共計 $59,186.81 

李守儀 $2,000  蘇森幼稚園 $500 支項  

杜婉霞 $200  程國維 $200 夫婦營支出 $39,597.96 

 周國材 $1,000  劉偉強夫婦 $1,000 經常費、行政費及其他支出 $56,886.40 

 梁婉儀 $500  劉國華 $4,400     支項共計 $96,484.36 

梁燕玉 $1,400  謝啟文夫婦 $500 本期結餘 ($37,297.55) 

     承上結餘 $215,277.83 

   合計 $36,670 結轉下期 $177,980.28 
 

 

 

 

 

 

 

 

 

結婚 18 年，滿以為可以有美滿的婚姻，可惜被我

的‘老我’和原生家庭影響，與妻子不斷地磨擦而產生很

多痛苦及懊悔。感謝主的憐憫，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

參加了「家新」的恩愛夫婦營，營會中，上帝讓我看見

自己的自我中心，以致對彼此的關係，造成很多傷害，

因為上帝的愛，為我們開了一條出路，明白愛是沒有附

帶條件的，‘老我’被更新，使我學會以耶穌的愛，去愛

我身邊的人，令我不再陷在困境裡，重新與主合一，將

榮耀頌讚歸與  神。                        張金海 

未參加夫婦營之前，我與丈夫的婚姻關係

很疏離，雖然同住一屋簷下，每天好像陌路

人。我曾經想與他離婚，但是  神的恩典護庇

戰兢的心情參加，因為我怕丈夫不是一個善於

表達的人，不知他會否投入整個營會，我怕會

刺傷他的弱點，使惡劣的關係更加壞。營會擁

有一個很溫馨的氣氛，我丈夫很投入，更在營

會中，自結婚以來，他第一次與我抱頭痛哭。

這次營會給我很大的提醒：要配偶改變，先要

自己改變；在婚姻中不單是我們夫婦兩人，還

必須要有天父在我們中間，就不會有破口給撒

旦乘虛而入。                    陳馮正奇 

 

 

本
刊
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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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
效
果 

 

夫婦營 

分享園地 

18-20.7.2003 

第三十三屆夫婦營 

 

二零零三年五至六月份收支簡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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