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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元燊律師   
 

 

恩愛夫婦進深營經總會會長邱清泰博士和余竹君師母反覆試驗下逐漸定型

下來。三月二十八日至三十一日邱博士和師母來港為我們帶領第三屆恩愛夫婦進

深營，在青衣島霍英東樓舉行，共有九對夫婦參加。我們有機會看見竹君師母與

邱博士一同帶領營會，實在覺得非常榮幸而又得益良多。原來邱博士有了竹君師

母在身旁，就變得如虎添翼。其實竹君師母因身體和家庭的需要，已經有一段時

間沒有隨邱博士前來帶領營會；所以我覺得參與第三屆進深營的夫婦是非常幸運

及有福氣的。邱博士、師母在進深營中漂亮又無間的配搭，加上他倆屬靈的操練

和與神的親密，給了我們清晰的方向和極大的鼓勵。邱博士、師母今次留港時間

比較長，香港的同工、義工可以有較多機會與他倆接觸，他們給了我們很多指導

和鼓勵，加強了我們的士氣，我們的心中非常感恩。 

 

恩愛夫婦進深營實在是一個非常好的營會，能讓關係本來良好的夫婦在靈裏

繼續進深、同心共步。只可惜下一屆的恩愛夫婦進深營要到二零零六年復活節才

舉行，因為我們在今年的下半年需要積極籌劃十一月的家新十五周年慶祝活動和

國際同工會。進深營的詳細資料容後公報，屆時務請盡早報名參加。 

 

今年初資源中心同工林莊卓英師母和劉李麗玉姊妹離職後，我們荃灣的寫字

樓冷清了一陣子現在又熱鬧起來了。因為資源中心剛聘得鄧英傑、周妏蔚夫婦成

為中心的同工。英傑弟兄於四月十八日履新，擔任資源中心主任一職；他的太太

妏蔚姊妹於四月一日履新，任資源中心行政助理。他們夫婦二人在婚姻路上有很

深刻的經歷，以致他們對夫婦事工很有負擔。我們非常歡迎他們二人加入這個團

隊，並仰望神使我們這個家新的團隊有更大的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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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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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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明年平信徒恩愛夫婦進深營定於

四月十四日至十七日（復活節假

期）星期五至一；教牧恩愛夫婦進

深營則定於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一

日星期二至五。如欲參加，敬請預

留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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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主作工。 

 請為十一月家新十五周年慶祝活

動和國際同工會禱告，求主保守籌

備過程及可以順利舉行，讓參加夫

婦得蒙造就。 

 

日期 營會／訓練課程

四月三十至五月二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滿額）

五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滿額）

六月三十至七月二日（星期四至六） 教牧營（滿額）

七月一至三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滿額）

八月六至八日（星期六至一）1 公開營 
九月三十至十月二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星期六至一）1 公開營 
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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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mson 

未進入營之前就覺得四日三夜時間很長，加上日常工作忙

碌，而且入營的時間剛好是公司做年結的時候，所以心情十分緊

張。從沒想過入營之後，時間過得這麼快，轉眼間已四日三夜，

好像不夠用！ 

入了進深營真是喜出望外，從未想過會得到邱博士及師母親

自教授（從前在夫婦營只可從錄影帶看見他們），加上他們的分

享，真是每每觸動人心，我們夫婦二人在第一天已可全情投入。

進深營與恩愛夫婦營如要作出比較，我自己覺得進深營最大的得

著是真正的「三人行」，除了夫婦二人的感情增加及改善外，最重

要是與「神」的關係更進一步，感謝主！ 

從前自己的無知、自大、自滿及無感情等，一個一個在進深

營裡浮現出來，原來神在夫婦二人的關係中是這麼重要的！當然

這個進深營並不是萬能的，但是有了這個秘笈，我深信我們與神

的關係會更進一步，感謝主，感謝邱博士、師母，以及協助夫婦！

朱梁玉焜 

靜觀風雲浮動 

默賞雀鳥飛翔 
遠眺青山高樓 
近望繁花綠樹 

仰賴主話撫慰 
肩靠父懷安息 
夫妻心靈合一 

關係更上層樓 
師傅生命模範 
教導諄諄善誘 

營友活潑可愛 
慶賀天恩豐厚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第三屆恩愛夫婦進深營 

28-31.3.2005 

註 1： 因營地未能配合，原定八月五至七日（星期五至日）的營會；
現將日期順延一天，改為八月六至八日（星期六至一）；原
定十二月二十五至二十七日（星期五至日）的營會，日期提
早一天，改為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六日（星期六至一）。 
敬希留意，不便之處，敬請見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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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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照片網上閱讀可有彩色效果 

小德 

入營前，我擔心會很悶，又怕不能幫到我什

麼，沒有什麼特別期望，只希望夫妻彼此了解加

深。很快的過了三天，覺得夫妻真的需要神的幫

助，自己的力量太小，自己太自大。學會了怎麼

互相“存款＂及“認錯＂；怎樣去溝通，明白妻

子對自己的想法，更了解聖經所應許夫妻所做

的，確立了神在家庭中的重要地位。總之這個營

的效能，將會比想像中高出百倍，終生受用。 

洋葱頭 

剛結婚二十五個月，入營前期望在當中學習夫婦

溝通之道，相處技巧，本來大家都擔心“被深切鼓

勵＂(或“被迫＂)公開說宣言，但感謝神，營會中多

次重申我們為著要夫婦二人重新來到神面前，不在乎

方法與技巧，　在乎彼此交出真心來到主面前，去除

老我，坦誠分享。當帶領夫婦們在示範中表現開放坦

誠，所謂的“骨痺肉麻＂已經不再存在！！當中最大

得着是懂得具體且宣之於口的“存款＂給太太，不像

平日口頭禪式的讚她“靚＂、“可愛＂便算。營中印

象最深刻的是夫婦互相擘餅，互相欣賞及認罪，讓我

們在主愛中得著生命的更新與改造，啟發日後夫婦相

處的重要元素。值得推介 – 因為讓夫婦生命大改

造！！ 
Phyllis 

結婚兩年與丈夫的關係大致和諧，但時有爭

吵，因此希望入營學習夫婦如何相處，希望與丈夫

有更美滿的關係。在營內學習重新肯定對方對自己

的愛，更為我們訂立了“天路＂的方向，一起確立

追求神的目標。入營前我常希望丈夫會學習到如何

改善他的缺點，意外地三天的營會令我學會從他的

角度看事物，也為我更了解“他＂，一個活了數十

年的人，他是怎樣成為今天的他呢？為什麼他會如

此看事物呢？如你希望更了解你自己和配偶，以及

了解學習美滿夫妻關係的要訣，請參加這個營會。

小白 

很感謝導師的帶領，讓我可以好開放和投入地分

享自己的感受，不再怕在丈夫面前表達，明白到在婚

姻裏的不愉快和難過的事是並不羞恥；更會勇敢和有

力去改善彼此的關係，從別人的故事提醒我，仰望和

緊緊的靠着主耶穌，才更有愛和力量去愛我的伴侶和

自己，我會推薦給教會的其他夫婦，希望更多的家庭

得到更新。 

夫婦營 

分享園地 

勵德福音堂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合辦  
25-27.3.2005 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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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家新於四月五日舉行帶領夫婦培訓

工作坊，邀請本會輔導中心諮詢委員會成員、

資深婚姻及家庭治療師屈偉豪博士主領「婚姻

輔導技巧」講座。屈博士真誠地與參加夫婦分

享他多年的家庭輔導經驗，使受訓夫婦獲益良

多，對日後帶領營會有很大幫助。 

承蒙中華基督教會錦江紀念禮拜堂借出

場地為工作坊之用，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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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一至二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五年一至二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金額 

D1 $20,000.00  陳秀英 $2,000.00 經常費奉獻 $70,050.00

Cheung Ho Man $1,000.00  程國維 $200.00 夫婦營營費 $54,00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黃天安、陳淑玲夫婦 $200.00 進深營營費 $12,500.00

Lau Hoi Yan $300.00  黃文靜 $500.00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 $26,400.00

Lee Chui Wai $500.00  楊家傑 $400.00 輔導收費 $1,730.00

Wong Yuk Choi $200.00  廖釗華 $2,000.00 產品收入 $4,390.00

Elaine Siu $300.00  劉國華 $3,850.00 代收奉獻（奉獻總會） $40,000.00

方順源 $1,000.00  鄭淑華 $2,000.00     進項共計 $209,070.00

方麗娟 $400.00  葉國良 $5,000.00  

方放 $300.00  葉碧紅 $500.00 支項 

余舜娥 $400.00  鄧達強 $400.00 夫婦營支出 $29,355.98

吳秀如 $2,000.00  盧達昌 $200.00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支出 $25,400.00

呂碧珊 $200.00  譚梁玉笑 $500.00  國際同工會議費用 $5,040.00

李守儀 $2,000.00  黎伯翔 $3,000.00  奉獻總會 $40,000.00

李廣義 $200.00  2004年12月香港仔浸信會夫婦營 $500.00  家新港聞印刷費及郵費 $1,127.50

李學兒 $1,000.00  香港仔浸信會 $2,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56,364.60

杜婉霞 $200.00  九龍塘宣道會上水堂 $4,000.00      支項共計 $157,288.08

周永健 $400.00  Evert (Secretaries) Ltd. $10,000.00  本期結餘 $51,781.92

張北江 $300.00  經常費奉獻 $70,050.00  承上結餘 $416,575.04

梁志鴻 $500.00    結轉下期 $468,356.96

梁燕玉 $1,400.00  D1（奉獻總會） $40,000.00   

       

 

 

 

 

 

 

 

 

二零零五年一至二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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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San Antonio Road, Suite 408 
輔導中心諮詢委員會：康貴華醫生、袁成志先生、屈偉豪博士、蕭慶儀女士     Mountain View, CA 94043 
會長：龐元燊律師       幹事：劉羅瑞儀女士    輔導員：龐陳麗娟女士   U.S.A. 
財務：何祐康先生、葉偉塘先生               電腦支援：趙民忠先生       Tel：(650) 605-0701 
出版：龐陳麗娟女士、劉羅瑞儀女士                                              Fax：(650) 605-0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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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鄧英傑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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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排名不分先後。上述數字未經核數師覆核，只供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