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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元燊律師   
 

 

聖誕節期間需要帶領恩愛夫婦營。在入營的前夕，從電視新聞得知印尼發生

海嘯，死亡人數每小時在增加，升幅更愈催嚴重。帶著沉重的心情進入夫婦營，

我們先為死難者默哀，但情緒總未能平服。 

 

海嘯再一次提醒我們人的脆弱，我們對生命並沒有任何把握。地殼些微的移

動，就吞沒了十多萬人的生命。一個海浪，就掩蓋了整個海島，其上的人，根本

無處可逃。在海灘看見遠處的巨浪已經太遲，幾分鐘後，巨浪已經湧至，只嫌兩

條腿跑得太慢。有一個女人在眨眼之間，就失去了所有家人。 

 

在夫婦營中的反省，我再次為每一個清晨感謝神。每一天都是恩典，沒有一

刻時光是必然的。以為自己還有很多時間是個危險的誤會，要令我們失去唯一僅

有的機會。當面對人生最後的時刻，甚麼事情才是要緊的呢？是我的進修嗎？是

我的工作嗎？甚麼人頓時顯得最為重要呢？神將麗娟賜給我，是祂給我最大的恩

典，我的最後一程，只希望與麗娟同走。然而為甚麼要等到人生的盡頭？何不現

在就把握著每一個機會？ 

 

總會資源及研發中心的林莊卓英師母和劉李麗玉姊妹因家庭及個人需要現

已離職，但仍以義工身份服侍家新，非常感謝她們多年的擺上。我們正在尋覓新

的中心主任，暫以半職形式工作，按日後需要再考慮調整。夫婦家庭的服侍是非

常有意義的事奉，有志者請與的我們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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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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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照片網上閱讀可有彩色效果 

夫婦營 

分享園地 

羅永生 

在潔英半推半扯再三催促下，參加了恩愛夫婦營，原

先對營會的若干環節如存款、提款、清垃圾等已略有認

識，故沒有太大的期望，加之以為與潔英的關係亦算穩

定，憑理性分析，相信能平伏兩口子之間的小風波。隨著

夫婦營各項環節的開展，使我明白到昔日的我是過份看輕

這份關係，原來穩定的背後，早巳埋藏無數的暗湧，日積

月累距離氾濫崩堤只差一呎之遠，透過了解我倆原生家庭

的影響、學習化解衝突、敞開、認罪等內容，自高自大的

我，仿如返回起點，重新上路，但今天的路巳經是陽關大

道、天國之路，並非是昔日那條由獨木橋搭起的陰暗彎

路，多謝恩愛夫婦營給我再造的機會。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第四十一屆恩愛夫婦營  

25-27.12.2004 

黃鄭蘭芳  

我入營時覺得自己與丈夫的關係不錯，只是

應丈夫的要求下參加營會。在營會內，我發現自

己是一個不懂欣賞(用說話)丈夫的人，且苛刻，

對人對己也要求高，所以日常生活中對人對事頗

多批評的說話和看法。現在我很深刻感受到我看

見人的黑點，但「白」的部份更多，所以從今天

起，我要多欣賞人的優點，多說造就人的說話，

願主使我永記不忘。 

Christina 

入營前對營會的期望很高，因為透過不同

渠道都聽到對這營會高度的評價，亦擔心因為

期望太高而失望，所以抱著很大的盼望。入營

前和丈夫已開始重整婚姻，但是仍有很多不明

朗的地方。在營內的活動，尤其是「存款」和

「合一擘餅」，使我很受打動，原來我對丈夫

存在的感激和內疚，是多麼的深，在平時沒有

好好的表達出來，而在「最後三天」的活動內，

我更哭得不可停止，這令我很吃驚，因為我從

沒有想過，丈夫對我是這樣重要，這營的參

與，令夫婦可以更了解自己，了解對方，亦給

予我們機會去表達自己，從來未有勇氣和空間

去表達對大家的愛和感激，這都是維持一段好

的關係，不可缺少的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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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第十五屆教牧恩愛夫婦營  

27-29.12.2004 

Boni 
入營的前一晚與丈夫爭吵，一早起來，就不想來

這個營會。就是找不到一個「得體」的藉口，就只有

硬着頭皮的來參加。本想渾噩的｀虛度＇就是最好的

選擇，怎料在營會過程中，一一化解了我心中對婚

姻、對二人相處之疑慮。最大得著的，是對自己的反

省及對丈夫的欣賞。由本來指責丈夫的不是轉變到對

他由心的欣賞，由本來的自義到自我反省；一切的道

理、理論到今日切身處地的體驗，再次建立了對婚姻

的信心和盼望。更大的得著，是我聽到丈夫對我愛的

回應，原來我對他的愛，不是負面的纏累，而是正面

的建立。感謝天父！感謝家新！ 

夫婦營 

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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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請為家新帶領夫婦禱告，求神保守他

們身心靈健康，祝福他們的家庭，讓

他們在婚姻禾場上滿有能力為主事

奉。 

 請為家新資源及研發中心急需一名半

職主任禱告。 

 請為「家新」事工禱告，使事工可如

期順利推出，讓更多家庭蒙福。 

 

二零零五年上半年度 營會／訓練課程 

二月十一至十三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二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一至三） 帶領夫婦訓練課程

三月廿五至廿七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三月廿八至三十一日（星期一至四） 進深營 

四月三十至五月二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五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六月三十至七月二日（星期四至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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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迷路人 

入營前的我，沒有想像那是一個怎樣形式、怎樣運作的營

會，（這還好，沒有對營會抱著若干的期望）。誰知，神早已知

曉我的需要，我的本體不過是塵土。正因這緣故，在婚姻上、

情感上和屬靈上都有挫敗罪疚的我，深深被神帶領而真真正正

去面對這些軟弱。營會的第一天，聖靈巳經有著帶領，我在眾

人面前流淚痛哭，對妻子有著無限的虧欠，但主耶穌讓我完全

的敞開，身上的罪得巳完全的赦免，像勞苦的人放下重擔一

般。出營一剎那，更深感身上的創傷得到醫治。現在我有了盼

望，願意做回妻子的頭，向前走，帶領妻子女兒，踏上天家的

路！哈利路亞！

林國良 

我們未入營前的婚姻表面看來沒有甚

麼大問題，但內裡有隱憂。好像兩個個體

生活在一起，沒有甚麼溝通，各自忙於自

己的事情，沒有發揮家的功效；只是常常

責備對方的不是，覺得自己是沒有問題

的。在營中，學習到欣賞對方，並且用言

語和行動表示；又反省自己原來對配偶都

有很多虧欠，不懂得表達愛意；亦學習一

起正面解決問題，並再一次將神放在我們

中間，作我們家中的保惠師和主，以致我

們可以在神的引導下去面對以後的挑戰。 

茶果嶺浸信會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協辦 

27-29.12.2004 恩愛夫婦營 

恩愛夫婦進深營 

邱清泰博士將於3月底來港主領恩愛夫婦進

深營。對象為帶領夫婦及曾參加恩愛夫婦營

的夫婦（其關係良好又期望夫婦二人在靈裡

進深）。目的是幫助參加過恩愛夫婦營的夫

婦，能夠更上一層樓，與神關係向上進深，

夫妻關係往下扎根。名額 12 對，先到先得。

招 聘 

家新資源及研發中心招聘半職主任一名，負

責出版雙月刊及教材等支援項目，如有興

趣，請郵寄履歷到香港家新辦事處，電話查

詢：龐元燊會長 252127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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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四年九至十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四年九至十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黃天安、陳淑玲夫婦 $200.00

 

進項 金額 

D1 $20,000.00  楊家傑 $400.00 夫婦營營費 $58,480.00

Cheung Ho Man $1,000.00  廖釗華 $2,000.00 經常費奉獻 $81,98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劉文輝夫婦 $2,000.00     進項共計 $140,460.00

Wong Yuk Choi $200.00  劉建中 $500.00  

方順源 $1,000.00  劉國華 $1,830.00 支項 

方麗娟 $400.00  劉國榮 $2,000.00 產品虧蝕 $36.90

余舜娥 $400.00  鄭淑華 $2,000.00 夫婦營支出 $57,010.62

吳秀如 $2,000.00  鄧達強 $400.00 進深夫婦營支出 $11,333.19

呂碧珊 $200.00  黎伯翔 $3,000.00 夫婦事工 $6,164.00

李守儀 $2,000.00  黎德強夫婦 $500.00 家新港聞印刷費及郵費 $1,078.50

李廣義 $200.00  盧達昌 $2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60,614.46

杜婉霞 $200.00  羅國雄夫婦 $400.00      支項共計 $136,237.67

周永健 $400.00  10月1-3日香港浸信教會夫婦營 $500.00  本期結餘 $4,222.33

林康琪夫婦 $2,000.00  10月22-24日夫婦營 $1,950.00  承上結餘 $403,976.15

梁燕玉 $1,400.00  香港宣教會恩霖堂 $300.00  結轉下期 $408,198.48

陳秀英 $2,000.00  香港聖公會東九龍教區 $1,000.00   

陳誠根夫婦 $500.00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1,000.00   

陳鏡榮夫婦 $20,000.00  循道衛理聯合教會沙田堂 $2,000.00   

彭海健 $500.00  Evert (Secretaries) Ltd. $5,000.00   

程國維 $200.00  經常費奉獻 $81,980.00   

      
       

 

 

 

 

 

 

 

 

二零零四年九至十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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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輔導中心顧問：康貴華醫生、袁成志先生、屈偉豪博士、蕭慶儀女士       3350 Scott Blvd.,Bldg’ #57 
董事：邱清泰博士、麥景行先生、龐元燊律師                                            Santa Clara, CA 95054  
會長：龐元燊律師           幹事：劉羅瑞儀女士                                  U.S.A. 
財務：何祐康先生、梁燕玉小姐        電腦支援：趙民忠先生                        Tel：(408)986-6086 
出版：龐陳麗娟女士、劉羅瑞儀女士                                               Fax：(408)986-6088 
事工小組：劉國華夫婦(召集人)、劉偉強牧師夫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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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刊文章，請與本會聯絡。 

如何支持「家新」事工，讓更多家庭蒙福？ 

1. 邀請夫婦參加恩愛夫婦營 

2. 為帶領夫婦禱告 

3. 加入帶領夫婦受訓行列 

4. 成為「家新」義工 

5. 奉獻金錢回應「家新」營運經費需要 

（如欲奉獻，歡迎透過所附之回郵信封處理，或直接郵寄支票到 
「香港家新」辦事處，支票抬頭「家庭更新協會（香港）有限公司」

如欲支持家新資源及研發中心事工，請於支票背頁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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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排名不分先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