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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四年．三／四月  第三十四期 
                                              

 

 
 

   
                   
                       龐元燊律師 

 

沒想到二零零四年家庭更新協會的事工在香港有這麼多的發展。繼總會將研發資源中心遷移到

香港及林莊卓英師母重投「家新」擔任研發資源中心主任後，研發資源中心更成立基層夫婦事工部，

探討基層夫婦事工。羅國雄夫婦是「香港家新」多年以來的義工，又熟悉基層家庭所面對的種種情

況和困難，羅弟兄已在二月開始上任為基層事工幹事，以部份時間形式協助發展基層夫婦事工，其

中一項工作是將恩愛夫婦營課程作適當的修改，以適合基層夫婦的學習模式。我們更慶幸獲得「鎮

泰基金」的資助發展基層恩愛夫婦營。若一切進行順利，「家新」將在今年七月期間首次推出重新編

制的基層恩愛夫婦營，年終之前舉辦多兩次營會，計劃於二零零五年舉行五次基層恩愛夫婦營。 

此外，因研發資源中心的工作繁重，而林師母又只能部分時間工作，實須增添人手，而  神亦

感動劉李麗玉姊妹加入我們的同工隊伍，麗玉姊妹和她的丈夫劉國華弟兄亦是「香港家新」多年的

義工，又是我們的資深帶領夫婦。麗玉姊妹將於今年五月正式履新，我們都焦急地期待著她的加入。 

大家可能仍然記得內子麗娟兩年前開始修讀輔導課程。時間過得很快，到今年五月，麗娟就要

畢業了。我的心願是「香港家新」能夠盡快提供輔導服務。雖然其他機構也有提供輔導服務，但有

時輪候時間較長，亦不一定都是基督教的背景；我相信若我們能夠提供與恩愛夫婦營互相配合而又

切合「家新」精神的輔導部，將會是香港夫婦和家庭的福氣，盼望我們能盡快提供這方面的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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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帶領夫婦禱告，求  神保

守他們身心靈健康，讓他們在婚姻禾場

上儘心事奉。 

 

 請為 2004 年的恩愛夫婦營禱告，求  

神感動更多夫婦參加恩愛夫婦營，使婚

姻生活能被更新。 

 

 請為「家新」事工禱告，使事工可如期

順利推出。 

訓練課程及夫婦營 營會／訓練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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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月六至八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八月九至十一日（星期一至三） 帶領夫婦訓練課程 

八月十六至十九日（星期一至四） 進深營 

十月一至三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十月廿二至廿四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十二月廿五至廿七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十二月廿七至廿九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營 
 
 
報名可於本會網址 http://www.cffc.org.hk 下載報名表， 

或致電幹事劉羅瑞儀姊妹索取表格：937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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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項目 經費預算 備註 

家新雙月刊 $292,334 全年六期，全球 9,300 冊 

製作宣傳 DVD 及單張 $35,300 推廣異象及夫婦營 1,000 套 

出版夫婦進深營教材 $50,000 2004 年年底出版 1,000 套 

香港區免費教牧夫婦營 $54,000 全年兩次，服事 24 對教牧 

同工薪金 $590,000 香港分會全職一位 

資源中心全職一位，半職一位 

辦公室設備、港聞、郵費及行政費 $503,000 電腦(軟、硬件)、印刷及經營費 

合共經費          $1,524,634 

發展基層恩愛夫婦營計劃 

（已獲得“扶貧基金”支持兩年） 

 

$500,000 參加營會者津助金 

兩年合共七次營會／課程及課本 

合約幹事兩年薪金 

設計編寫及印製基層課程費用 

「家新」於三月十九日晚上假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舉行「點點愛火點家燈」

籌款晚會，當天晚上總會會長邱清泰博士及夫人余竹君女士與蒞臨的夫婦、朋友分享「家

新」的異象及未來的發展 -- 總會於香港設立研發資源中心，發展基層恩愛夫婦營，夫婦

營教材、推廣計劃等等。出席人數有一百零二人，他們認同「家新」的異象，願意支持「家

新」的事工，將婚姻家庭愛火傳播出去，使更多家庭蒙福。當晚收到的獻金有$20,730，為

期一年的自動轉賬認獻有十八份，預計一年的獻金有$63,600，稍後寄上支票的認獻有

$2,400，謝謝你們對婚姻家庭事工的參與及支持。 

以愛心堆砌的婚姻家庭愛火 

 

 

 

如欲奉獻支持「家新」婚

姻家庭事工，歡迎聯絡幹

事劉羅瑞儀姊妹，或直接

郵寄支票到：新界荃灣德

士古道 25 號四樓「香港家

庭更新協會」收，支票抬

頭「家庭更新協會（香港）

有限公司」，謝謝！ 

會長邱清泰伉儷及蒞臨嘉賓 

  

點點點點愛愛火火點點家家燈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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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我參加時，是抱著一般的心態，覺得每

一個聚會都不多不少有些得著。但開始第一天的

學習，我真是深深感謝  神，祂使用林牧師夫婦

等開啟了我與太太間一些沒法突破的地方。其實

我與太太的關係，多謝主的保守，雖有風浪，都

能平穩過渡，但沒法再進一步，而今次卻開啟了

我原來是不善表達及處理方法的盲點，而且盲點

原來只是一塊薄冰，一擊即碎。透過存款，表達

是可以這麼直接、真摯及簡單，使我從之前的困

局而進入了海闊天空的境地。我覺得每一對夫婦

都會有相處的盲點，來到夫婦營，可以讓  神給

我們開啟，而不留給撒旦作為攻擊目標。    

司徒海清 

這是我第二次參加。三年前，我們夫婦參

加完夫婦營後，我的先生有極大的改變，我們

的婚姻生活也有極大的更新。而這次參加完

後，我見到自己的自我中心，也見到自己完美

主義的性格造成的問題。因此，這次的夫婦

營，做出較多調整的將會是我自己。夫婦營使

我見到自己的盲點，對我的婚姻生活大有幫

助。謝謝帶領夫婦的委身與付出。我想說一

句：「您們的辛勞是絕對值得的！」 江顧瓊華 

 

 

本刊照片網上可閱讀彩色效果 

 

夫婦營 

分享園地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 

第三十七屆恩愛夫婦營   

3-5.4.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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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採取懷疑的心態，覺得我倆夫婦沒有任何問

題，但後來才知道並不是這麼簡單。入營之前，兩夫

婦之相處，彼此都不理會對方的需要和感覺。藉今次

營會，我們學會了互相存款及化解衝突。總括而言，

夫婦營能大大加深我倆夫婦關係，從而令我兩個女兒

有一個好的原生家庭。                    雷朝榛 

香港浸信教會 / 香港家新更新協會 

合辦 恩愛夫婦營 

 10-12.4.2004 

 

在極不捨得放下唯一的女兒在家，我倆沒有甚

麼預備下入營。在初期我想我與妻子之間婚姻也很

恩愛吧，但想不到在營中竟然可以再重新檢閱婚姻

中隱藏的問題。用極大的努力說出欣賞太太的說

話，用最大的坦誠求她原諒我對她的誤解和不關

心，在求寬恕和流出男兒第一滴淚後，婚姻出現新

的突破，進入一個新的境界，我與太太更可作合一

的事奉，感謝主無限的忍耐和祝福。     譚樟森 

 

這個夫婦營的價值是遠超過$1800，她價值

$1,800,000,000,000…..，但這不是你要付出的，

而是你要得到的！  神天上的倉庫又豈止這數

目，但祂要將這一切傾倒在你的家內，使你和你

的配偶合而為一，使你和你的家都能得力去事奉  

神！哈利路亞！                     高山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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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四年一至二月份徵信錄  二零零四年一至二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金額  陳汝生夫婦   $700.00 

 

進項 金額 

D1 $20,000.00  吳譚瑞愛 $200.00 經常費奉獻 $79,181.50 

Cheung Ho Man $1,000.00  無名氏 $200.00 夫婦營營費 $37,60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13屆教牧夫婦營參加者 $5,200.00 帶領夫婦訓練課程收費 $13,200.00 

 吳進坡夫婦 $200.00  36屆夫婦營參加者 $1,030.00 產品收入 $2,870.98 

李守儀 $2,000.00  中國神學研究院夫婦營參加者 $1,100.00 研發資源中心(代收) $32,000.00 

杜婉霞 $200.00  金巴倫長老會道顯堂 $2,000.00     進項共計 $164,852.48 

梁燕玉 $1,400.00  宣道會葵清堂 $1,700.00 支項  

劉國華 $5,150.00  香港九龍塘宣道會上水堂 $4,000.00 夫婦營支出 $51,544.50 

 程國維 $200.00  海濱平安福音堂 $250.00 帶領夫婦訓練課程支出 $20,969.01 

鄭淑華 $4,000.00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1,000.00 奉獻總會 $93,713.50 

黎伯翔 $2,500.00  中華錫安傳道會華基堂 $2,000.00 研發資源中心(代支) $26,725.00 

 黃勁華 $10,000.00  播道會活泉堂 $2,000.00  經常費、行政費及其他支出 $69,691.20 

 周志明 $2,000.00 

 
 經常費奉獻 $79,181.50      支項共計 $262,643.21 

Mr. & Mrs Fok Wai Lung $200.00  研發資源中心奉獻：   本期結餘 ($97,790.73) 

邱清泰夫婦 $7,751.50 

 

 周杏芳 $30,000.00  承上結餘 $191,482.91 

劉偉強夫婦 $1,000.00 

 

 合計 $109,181.50  結轉下期 $93,692.18 

  
 

 

 

 

 

 

                 

二零零四年一至二月份收支簡報 

在進入恩愛夫婦營之先，我只是與丈夫結婚剛剛一

年的時間，但在這一年間，彼此互有不少的衝突、吵罵，

以致並不是像新婚般甜蜜。雖然在入營前都希望能改善

關係，但不是抱太大的期望。但  神真的在作工，使我

在營中能學習怎樣欣賞丈夫，怎樣體諒、明白他，更重

要的是曉得怎樣處理衝突。而其中最受感動的是在擘餅

的過程中，夫婦彼此認罪及求寬恕，在當中真感到  神

的大能及作工，使到我們及其他夫婦都能完完全全的寬

恕對方，並更加愛惜對方。                勞李欣霖                

 

參加這個夫婦營之前也可說是波折重

重，一時是我自己想參加，但丈夫不想；也曾

經歷丈夫想參加的時候，輪到自己不想。入營

前的一個星期，我與丈夫之間也有很多不愉快

的事情，把入營的興致大打折扣，幸好得到教

會姊妹的鼓勵，叫我們堅持！我們婚姻曾發生

了大問題，想過放棄，想過離婚，但入營後經

上帝不斷的介入祝福，帶領我們不斷學習，我

們的關係竟一天一天好過來，而最深刻的是第

一次存款練習，記得那時我們的眼淚是不停地

流下！感謝  神救了我的婚姻，救了我的家庭, 

使我們一切從新開始過。               J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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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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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羅瑞儀女士                                          Santa Clara, CA 95054 

財務：何祐康先生        電腦支援：梁燕玉小姐                                Tel：(408)986-6086 

出版：龐陳麗娟女士、林莊卓英師母                                               Fax：(408)986-6088 

事工小組：劉國華夫婦(召集人)、劉偉強牧師夫婦、林廣潤牧師夫婦、唐財方牧師夫婦             E-mail：mailroom@cffc. org 

          陳雪夫夫婦、羅國雄夫婦、劉家祥夫婦、潘柏年夫婦                   Internet：http://www.cffc. org  

義務核數師：雷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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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封處理，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刊文章，請與本會聯絡。 

        或直接郵寄支票到「香港家新」辦事處） 

 

勵德福音堂 / 香港家新更新協會 

合辦 恩愛夫婦營 

 9-11.4.2004 

 

 

註：上述數字未經核數師覆核，只供參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