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零零四年．五／六月  第三十五期 
                                              

 

 
 

   
                   
                       龐元燊律師 

 

六月十二日，是內子麗娟畢業的日子。經過兩年的掙扎，終於完成了輔導教育碩士課程。那天

的下午，假樂富永光堂的畢業禮中，我看著麗娟上台領取畢業文憑的時刻，說不定我的心情比麗娟

的心情更興奮。一方面是高興她兩年的努力終於得到了成果，另一方面是我期待已久的「家新」輔

導部有了指望。 

「家庭更新協會」能提供針對夫婦家庭的輔導服務是我良久的禱告。但要實現這個夢想，首先

要有一位認識「家新」、又認同「家新」的異象和方向、曾經參加過「家新」的夫婦營、願意投放時

間事奉、又有輔導專業訓練的人。可以想像要有這樣的一個人，殊不容易。隨著麗娟的畢業，  神

已經為我們預備了。 

回想兩年前課程開始的時候，麗娟只想先裝備自己，同時再等待  神的帶領。兩年後的今天，

她基本上已經認定了夫婦家庭是她的服侍對象。我們現在正積極籌備輔導部的成立，需要面對和解

決的事情還多，我們需要有經驗的輔導前輩、心理醫生、臨床心理學家等作我們的顧問，又需要物

色合適的地方進行輔導，亦需要客席輔導員的幫忙。 

希望「家新」的輔導部能儘快在今年的暑假後順利成立，投入服務。我相信輔導部的成立，將

是香港分會一個重要的里程碑。請多多為我們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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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源中心急需一位 IT 義工協助雙月刊

電郵版的出版，請代禱。如可協助，請

聯絡劉李麗玉姊妹：2420 5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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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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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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不要寵壞我。我十分清楚，我不可能擁有一切我想要的，我只是想考驗你而已。 

2. 不要害怕限制我。我喜歡一點限制，如此讓我覺得有安全感。 

3. 不要讓我養成壞習慣。我必須靠你儘早告訴我甚麼是壞習慣。 

4. 不要常說：我還太「小」，甚麼都不懂。如此，只會使我更想表現像個「大」笨蛋。 

5. 請不要當眾糾正我的錯誤。如果你私底下告訴我，我會比較聽得進去。 

6. 不要太保護我。做錯事我自己要承擔，我有時需要從痛苦中學到教訓。 

7. 不要把我的過錯，說成罪惡羞恥的事情，那只會傷害我的自尊心和信心。 

8. 當我說：「我恨你」時，請不要太難過。我恨的不是你，而是你那令我挫折的權威。 

9. 不要太計較我犯的小小錯誤。我只不過想引人注意而已。 

10. 不要對我嘮叨。如果你對我嘮叨，我只好假裝聾子來保護自己。 

11. 不要給我草率的承諾。請記得，當你食言時，我會因被騙而氣憤難過。 

12. 不要忘了，我往往無法清楚地說出我想要表達的，這也是爲甚麼我說的常常不正確。 

13. 不要經常消耗我的誠實，我很容易因為害怕而說謊。 

14. 當我問你問題的時候，不要讓我難堪，你如果這樣做，你會發現我不再問你問題，我只

好去問別人了。 

15. 不要告訴我：我的害怕、恐懼是可笑的。我的害怕是千真萬確的，請安慰我和了解我。

16. 千萬不要說你是完美不會犯錯的人。當我發覺你既不完美，又會犯錯時，會令我多麼地

失望。 

17. 不要言行不一致。那只會令我不知所措，令我失去對你的信任。 

18. 不要認為向我道歉，會讓你喪失尊嚴。坦誠的道歉讓我覺得格外地親近你。 

19. 別忘了，我喜歡到處嘗試。不嘗試就長不大，請多包涵一點。 

20. 別忘了，我正在迅速長大。我可以想像：要管教我不是一件容易的事情，請多試試。 

21. 別忘了，沒有很多了解的愛心，我不可能活下去。這一點我不提醒你，你也會知道的。

 

每位父母都希望與兒女有良好的溝通，以上的 
二十一點希望能給作為父母的你一點提示。 

 

 

作者：不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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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寶寶 
雖然我仍在新婚階段，但巳感到做人妻子、

做人媳婦的艱難。我常常強迫伴侶接受我的生活
方式，愈來愈覺得丈夫不能滿足我的要求，自己
鑽進牛角尖裡。在「家新」夫婦營裡，我學會“ 存
款” 、“ 清垃圾” ，把對愛侶的怨氣消滅，以讚
美代替之。因此，我更能明白“ 水牛與蝴蝶” 的
分別，了解及接納  神為我預備的丈夫。在個別
面談中，令我一生受用的是妻子應順服丈夫，因
丈夫是妻子的頭，要我學會謙卑，事事以丈夫為
主，他才會更疼愛我。因為家裡不是講理的地方，
乃是講情的地方。 

出營前，我有一個異象：邀請信主及未信主
的親友參加這個營，好讓他們也大大地得著，做
一對一對榮  神益人的夫妻。 

本刊照片網上可閱讀彩色效果 

夫婦營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第三十八屆恩愛夫婦營  

1-3.5.2004 

小貓 
我和丈夫結婚年半以來，非常恩愛，但每次

一起解決分歧或處理不愉快經歷時，都是以誠意
開始，卻在不歡、大吵及失望下無疾而終。我期
望在夫婦營中得到指引。營中 深刻的是體會到
丈夫都很愛我及家庭，二人都努力學習。當中
“ 存款” 和“ 清垃圾” 的學習，對我幫助非常
大。“ 還有三天生命” 一節，更激發我去悔改認
罪，珍惜丈夫的情誼，也要修補婆媳關係，不要
再叫丈夫為難、心痛了。 

譚長光 
入營前自覺婚姻不是有太大問題，只是抱著

多一些學習才參加這個夫婦營，沒有太大期望。
入營後感覺每一個課程都是超乎我想的。 

其中學習互相讚賞，清垃圾行為令我有 深
刻的印象，要學習與妻子面對面，四目交投時要
真心的對話，並非心目中的容易和表達，但當我
能開始說出第一句後，就可以釋放自己，真真正
正的用內心說話來讚賞我妻子，和將以往的不愉
快事情消除，對我們日後夫婦間的溝通有很大的
幫助，感謝主！ 

林炎茂 
經劉師母多次的邀請，並為我安排了姊

妹來照顧家中的子女，便請了假來參加此
營。當決定參與時，並沒有太大的期望，只
是抱著平常心，希望能改善夫妻間的關係。 

此營會提供了一個合適的時間、環境給
我，對妻子說出心中的愛意及欣賞，並且清
理心中的垃圾。願我與妻子兩人更懂得彼此
欣賞及清理心中的垃圾，使我未來的生命里
程，更加燦爛精彩，更愛對方。也許每對期
望有永遠和好婚姻的夫婦，都應參加此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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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四年三至四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四年三至四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Evert Secretaries Limited $5,000.00

 

進項 金額 

D1 $20,000.00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4,000.00 經常費奉獻 $78,507.00

Cheung Ho Man $1,000.00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1,000.00 點家燈晚會奉獻 $20,73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基督教九龍五旬節會 $6,000.00 夫婦營營費 $55,800.00

Lai Pak Cheung $2,500.00 勵德福音堂 $500.00 廢紙回收 $132.00

Pang Kit Yee $4,500.00 世界華人福音事工聯絡中心 $237.00 產品收入 $147.08

方放 $300.00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 $400.00     進項共計 $155,316.08

方順源 $500.00 第37屆夫婦營 $200.00 支項 

丘志光 $100.00 香港浸信教會夫婦營 $1,100.00 夫婦營支出 $56,625.22

何亮同夫婦 $2,000.00 勵德福音堂夫婦營 $70.00 夫婦事工 $5,906.00

吳秀如 $1,000.00 盧達昌 $100.00 港聞製作費 $1,045.60

呂碧珊 $100.00 謝任生夫婦 $1,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56,169.41

李守儀 $2,000.00 羅國雄夫婦 $400.00      支項共計 $119,746.23

李廣義 $100.00 羅達雄 $500.00  本期結餘 $35,569.85

杜婉霞 $200.00 譚梁玉笑 $500.00  承上結餘 $102,672.18

周永健 $200.00 經常費奉獻 $78,507.00  結轉下期 $138,242.03

唐財方 $2,500.00 Margaret Leung $100.00   

梁燕玉 $1,400.00 Yip Pui Chun $100.00   

梁耀偉 $200.00 何嘉平夫婦 $2,400.00   

陳國強夫婦 $500.00 余偉榮 $100.00   

程國維 $200.00 周杏芳 $10,000.00   

馮嘉慧 $1,000.00 林康琪 $2,400.00   

黃天安、陳淑玲夫婦 $100.00 陳仁賢 $1,200.00   

黃仲麒 $1,200.00 曾維州、吳月靈夫婦 $500.00   

廖釗華 $1,000.00 黃少媚 $200.00   

趙葉麗 $100.00 黎汝富夫婦 $1,000.00   

劉美娥 $2,400.00 不具名 $2,730.00   

劉偉強夫婦 $1,200.00 點家燈晚會奉獻 $20,730.00   

鄭志明 $3,000.00  合計 $99,237.00   

鄭淑華 $8,000.00  教牧夫婦營基金：梁甄陶 $1,800.00   

   

 

 

 

 

 

 

 

 

二零零四年三至四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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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的 
愛心奉獻， 
使更多家庭 

蒙福！ 

註：上述數字未經核數師覆核，只供參考 更正：上期結餘應是 $102,672.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