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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三年．九／十月  第三十一期 
                                              

 

 
 

   
                   
                       龐元燊律師 

 

我們的資深義工及親密戰友劉國華弟兄數月前陪同妻子到中國宣教時，忽然胸部劇痛，被急送

醫院，經診斷後證實為心肌壞死，須深切治療，生命繫於一線。雖然劉弟兄現已無大礙，卻已令大

家憂心不已。 

 
之後，我們的訓練夫婦林廣潤牧師患上坐骨神經痛；因右腿神經線受壓，以至非常痛楚，坐立

不安，不能入睡。正在躊躇應否動手術之際，又碰上左腿血管血塊阻塞；為防止血塊流至心臟或肺

部等危險部位，林牧師需要靜止臥床；並且因為要服用稀血藥以減低血液濃度，以致在短期內亦不

可以籍外科手術舒緩坐骨神經痛的痛苦。 
 

我們眼看著身邊的戰友相繼「倒下」是十分令人沮喪的。記得邱清泰博士曾經語重深長的提醒

我們，投身夫婦家庭事工就是要進入屬靈爭戰最熾烈的戰場，因為撒旦要破壞教會最有效的方法就

是破壞基督徒的家庭；我們鞏固夫婦關係、建立家庭，是建立教會的極有效方法，而這亦正正是撒

旦必定極力阻止的事工。邱博士亦再三叮囑我們在前線服侍的人，必須有足夠的禱告在背後支持。 
 

在這裏，我對一向支持家新的您有一個小小的請求：相信每天洗臉漱口是大家必做的事，我希

望大家每天漱口時都記得用一兩句說話為我們家新的同工義工禱告、祝福我們、保護我們；有了大

家禱告的承托，我們放心勇往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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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林廣潤、莊卓英訓練夫婦禱告，求  神

醫治林牧師坐骨神經痛及血管血塊阻塞，讓

他早日康復；保守林師母及家人身心得力。 

 

 請為明年一月的訓練課程禱告，求  神感動

曾參加恩愛夫婦營的夫婦願意投身家庭事

工，接受訓練。 

 

 請繼續為「香港家新」營運經費會計義工需

要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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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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天某農夫的一頭驢子，不小心掉進一口

枯井裡，農夫絞盡腦汁想辦法救出驢子，但幾個

小時過去了，驢子還在井裡痛苦地哀嚎著。 

 

    最後，這位農夫決定放棄，他覺得這頭驢子

年紀大了，不值得大費周章去把牠救出來，不過

無論如何，這口井還是要填起來。於是農夫便請

來左鄰右舍幫忙一起將井中的驢子埋了，以免除

牠的痛苦。農夫的鄰居們每人手拿一把鏟子，開

始將泥土剷進枯井中。當這頭驢子瞭解到自己的

處境時，便開始哭得很悽慘。但出人意料的是，

一會兒後，這頭驢子就安靜下來了。 

 

    農夫好奇地探頭往井底一看，出現在眼前的

景象令他大吃一驚：當剷進井裡的泥土落在驢子

的背部時，驢子的反應令人稱奇──牠將泥土抖

落在一旁，然後站到剷進的泥土堆上面！ 

 

     就這樣，驢子將大家倒在牠身上的泥土全數

抖落在井底，然後再站上去。很快地，這頭驢子

便得意地上升到井口，然後在眾人驚訝的表情中

快步地跑開了！ 

 

就如驢子的情況，在生命的旅程中，有時候我

們難免會陷入「枯井」裡，會被各式各樣的「泥沙」

傾倒在我們身上，   而想要從這些「枯井」脫困的

秘訣就是：將「泥沙」抖落掉，然後站到上面去！ 

 

    事實上，我們在生活中所遭遇的種種困難挫折

就是加諸在我們身上的「泥沙」；然而，換個角度

看，它們也是一塊塊的墊腳石，只要我們鍥而不捨

地將它們抖落掉，然後站上去，那麼即使是掉落到

最深的井，我們也能安然地脫困。本來看似要活埋

驢子的舉動，由於驢子處理厄境的態度不同，實際

上卻幫助了牠。如果我們以肯定、沉著穩重的態度

面對困境，助力往往就潛藏在困境中。一切都決定

於我們自己，學習放下一切得失，勇往直前邁向理

想。我們應該不斷地建立信心、希望和無條件的

愛，這些都是幫助我們從生命的枯井脫困，並找到

自己的原素。 

 

五個快樂的小秘訣： 

1.     不要存有憎恨的念頭。      4.  多分享。 

2.     不要讓憂慮沾染你的心。    5.  少欲求。 

3.     簡單地生活。 

 

  

 

 

 

作者：不詳 

大江東去 / 念奴嬌   張恩述 

何 負 神 意 

 

驚聞極變，不知措、心淌血悲難止。 

昔日恩情一瞬滅，苦痛如同刀刺。 

人海茫茫，連合天作，何負神心意？ 

偽則曲理，道歪焉是能恃！ 

 

翻盡情海波濤，湧颳靈性戰，義毋言罷。 

宇宙至高權柄掌，神豈容害群馬！ 

護幼保家，力竭心累，唯靠經中話。 

主恩奇異，決投明斷非差。 

給老婆 ,          牛精 

12 月 6 日天氣凍，  陪我分享旅遊夢，     

教堂鐘聲咚咚咚，   最近北京遊故宮；   

一聲‘I do’耳邊送，  有時無故週身痛，  

從此做咗你老公；  有你幫我打‘Telephone’， 

十六寒暑去怱怱，   ‘Call’車入院憂心重，         

六千多日發緊夢，   第二朝返工眼矇矇； 

竟不覺身在福中，   如此紅顏上帝送， 

有時聲大目光兇；   幾乎以為收錯風， 

回想吃過的好餸，  既然歸宿已選中， 

老婆應該記一功，  唯願相伴到收工。 

老公 

 

註：兩位作者皆於今年 

    參加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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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入營前覺得自己沒有太大需要入營，因為

  神

在營中讓自己看見很多不足的地方，因著各位同

工和夫婦很坦誠的分享，確實鼓勵自己打開心

門，更願意向太太去表達自己和欣賞對方。整個

營會不但有理論，更有機會讓自己實習和付諸行

動。藉著存款和清垃圾這些很簡單的表達，使我

們夫妻之間的瞭解和欣賞增長了不少。真的很衷

心推薦給所有夫婦，以致更多夫婦能得著醫治及

復和，並更能深愛配偶。              張智偉 

與丈夫結婚的日子祇有短短的 9 個月，當中

可算是「心力交瘁」。兩個極端的性格，每天也可

以吵架，不論為著大大小小的事或人，真的想過

放棄吧了！！感謝天父的帶領，我和丈夫進到夫

婦營裏一起學習、認罪悔改。從沒試過在人前對

他道歉，從沒試過像這三日兩夜中那麼 “恩愛、

甜蜜”。就好像在營會中才渡過我們的蜜月旅程。

入營前沒有太大的期望，因我只想到那些課程只

是灌輸方法給你，是否能成功？便要靠你倆的能

力了。當然，最後的結果是把我哭成淚人，又甜

 

“正” “病”（指婚姻）！！                               

陳梁慧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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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照片網上可閱讀彩色效果 

 

夫婦營 

分享園地 

香港家新更新協會 

第三十四屆恩愛夫婦營 

12-14.9.2003 

 

入營前已從妻子方面得知她對婚姻不開心，我當時

認為自己沒有問題，但為了滿足她而答應參加營會。但

自從第一天做“存款”練習，自己完全將情感釋放出

來，亦從太太的“存款”深深感受她對我的愛意；我發

覺自己實在太自負，總是認為自己所做每一件事都是為

她好，其實我一直忽略了她的感受。翌日早上，是我第

一次做靈修練習，題目是“快樂家庭”，經文實在令我

明白何謂“快樂家庭”，自己過去所做一切已浪費了５

年婚姻生活；當天我終於決志信主成為基督徒，希望藉

著 神的帶領能做一個好丈夫，婚姻更加美滿幸福。這

個營給我一個很大的自我反省機會，我獲得的實在太

多：可以認識 神，又可以和太太一起直到永遠。  

周文揚 

 

香港浸信教會 /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  

合辦之恩愛夫婦營  12-14.9.2003 

９月１５日是丈夫和我結婚第十八週年紀念，在

十八週年紀念前幾天，  神賜給我倆一份很珍貴的禮

物，  神為我們預備了一個夫婦營。入營前，丈夫和

我的關係看來很好，我們從不會大吵大鬧，但磨擦、

衝突、冷戰也會間中出現，我們之間的溝通出現很多

問題，卻沒有認真去處理，我們在營前都期望能在營

中學習更好的溝通，使我們的關係能維繫得好，婚姻

更感美滿幸福。在營中，  神的教導、提醒，聖靈的

感動，營友夫婦的真情分享，都使我覺得很感動，是

我從未經歷過去的，我期望日後藉著所學習到的，在

婚姻生活中實踐，去改善我倆的婚姻關係，假如我早

一些知道並參加這夫婦營，便不會浪費那麼多幸福快

樂的日子。                            繆鄧小燕 

 



 4 

                        

 

 

 

 

 

 

 

 

               

 

 

 

 

  

           

 

 

 

 
 

 
   二零零三年七至八月份徵信錄  二零零三年七至八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金額   奉獻者   金額  進項  

D1 $20,000  中華基督教會大埔堂 $2,000 經常費奉獻 $101,522.00 

D3 $50,000  元朗浸信會 $2,000 夫婦營營費 $19,800.00 

Cheung Ho Man $1,000  南山平安福音堂 $2,000 進深夫婦營營費 $24,200.00 

Tsiu Chun Wai $5,022  宣道會海怡堂 $1,000 產品收入 $1,511.38 

 吳進坡夫婦 $400  聖安多尼學校 $1,800     進項共計 $147,033.38 

李守儀 $2,000  陳廣材夫婦 $2,000 支項  

杜婉霞 $200  林康琪夫婦 $5,000 夫婦營支出 $26,118.59 

 何敬賢夫婦 $1,000  區耀強夫婦 $500 進深夫婦營支出 $19,331.50 

梁燕玉 $1,400  經常費奉獻 101,522 經常費、行政費及其他支出 $59,202.20 

 程國維 $200  謝任生夫婦（教牧夫婦營） $1,000     支項共計 $104,652.29 

鄭淑華 $4,000  合計 $102,522 本期結餘 $42,381.09 

     承上結餘 $177,980.28 

     結轉下期 $220,361.37 
 

 
 

 

 

 

 

 

 

 

 

二零零三年七至八月份收支簡報 

香港家新更新協會 

第三十五屆恩愛夫婦營 

3-5.10.2003 

 

在這次夫婦營的體驗，是令自己反醒對妻

子的疏忽，因近年環境的轉變，要面對新挑戰

及適應，令自己沒法停下來，忽略了對太太的

照顧。各參加者亦各有困難，但透過分享，重

新確定對配偶的重視，今後亦應以太太的感受

為出發點，尊重太太的意見，並以她為家庭所

作之努力感恩，一切以家庭為重，向前看，再

不抱怨所失去的，而去珍重目前所擁有一切恩

典。                              李祖兆 

入營前我沒有抱甚麼期望，但現在我在

營裏重拾我和丈夫之間的「愛」，七年的婚

姻生活中，別說「欣賞」丈夫，連優點也沒

有發掘。在營裏我不單學會欣賞讚美他，更

為他開了一個讚賞的戶口，學習把他的優點

積蓄，最感動是我們把七年的死結都解開

了，互相懂得原諒和重新接納對方。感謝  

神在我們當中帶領，多謝三對帶領夫婦的真

情分享，這是一個值得而難忘的恩愛夫婦

營。                             Carri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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