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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龐元燊律師   
 

 

英國家新協調小組的負責人陳廣材夫婦是內子麗娟的大哥大嫂，麗娟和我有機會

在暑假期間到倫敦主領「帶領夫婦訓練課程」，與他們緊密合作同工，實在難得。這次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共有七對夫婦參加。 

 

廣材夫婦推動恩愛夫婦營不遺餘力。由於英國的住宿和開會場地收費昂貴，他們

便將自己的房子改動了，騰出四個客房和一個可供上課的大廳。我們夫婦二人及三對

居住較遠的受訓夫婦被安排在他們家裏住宿。若不是他們的付出和這樣的刻意安排，

恐怕這次訓練亦不能成事。不但如此，這樣的安排更帶給我們額外的祝福，因為在家

中進行訓練，大家倍覺親切，我們不但一起用膳，並且有較多的時間交流分享，而最

珍貴的是我們可以與每對受訓夫婦有個別約見分享的時間，使短短四天的訓練時間

內，締造意想不到的深厚情誼。 

 

在這次訓練中，我和麗娟更深深體會到，在帶領夫婦訓練的過程中，技巧的傳遞

不是最重要，最重要的是如何建立和提昇受訓夫婦的生命質素，因為家新的事工是要

以生命影響生命，這是訓練夫婦所面對的最大挑戰。這次訓練最令人興奮的是看見神

的介入，祂提昇了每一對受訓夫婦的生命。哈利路亞！ 

 

此外，由於這是我們夫婦第一次獨力承担整個訓練課程，因此感到很吃力。雖然

彼此已有緊密的商討及溝通，但仍然感到孤單。忽然想到邱博士近幾年經常獨個兒在

沒有竹君師母的陪同下，東奔西跑，帶領營會，主領訓練，邱博士過程中的勞苦和孤

單，我們彷彿能體會得到。求主加強我們的團隊，興起更多願意委身服侍婚姻家庭的

夫婦，積極參與，互相配搭，共同努力完成主所托負家新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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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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照片網上閱讀可有彩色效果 

Angela 

營 前 的 婚 姻 可 以 用 一 杯 清 水 來 形

容，是很清澈、透明，但沒有色彩、沒有

味道，很平淡的放在桌上，但入營後，夫

婦間互相了解，互相傾吐，清理多年來的

垃圾，互相表白，令我倆了解加深，好像

在那原來的清水中加添色彩，經過陽光的

照射下，那平淡的桌子變得色彩繽紛。 

Francis 

因着牧師的推介，就參加了這三天的恩愛夫婦營。

沒有太大的期望，只想在這三天的日子裏能更加清楚夫

婦相處之道。神的安排是奇妙的，祂讓我在營中能更瞭

解我的太太，也改造我 – 讓我可以用我的言語來表達

我的愛意及關懷。我學到了怎樣去存款、怎樣去清理垃

圾，也學會了怎樣去溝通及愛我身邊最親的人。這些領

略真是非筆墨可形容的，是要用心去感受，用愛去包容

及用行動去實踐的。在這二人一起走的路途裏，能有明

燈指引及同途人一起支持，讓婚姻生活變得更為完美及

受祝福，真的是很好。誠意推介你參予這活動，你所獲

得的是你想像不到的。 
 ☆☆☆☆☆☆☆☆☆☆☆☆☆☆☆☆☆☆☆☆☆☆☆☆☆☆☆☆☆☆☆☆☆☆☆☆☆☆☆☆☆☆☆ 

小婷 
從前無淚、沒感受、傷痕纍纍的我在這

三日兩夜之間流了無數的喜悅眼淚！從憎恨
丈夫的地步，一步一步被神的帶領下，從仇
恨溶化成饒恕，從看不起丈夫的眼光變成開
始欣賞他的眼光，神的大能是無所不能，無
所不在，連自大狂妄的大丈夫也溫純地降服
在祂面前求認罪及饒恕，多神奇！ 

香港商人團契 /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合辦 
6-8.8.2005 恩愛夫婦營 

Y.Y. 

入營前婚姻狀況很平淡無味，覺得夫婦關係

存在問題，可是不知問題在那裏，及如何落藥處

方，只有在退色的關係生活苦痛中靜靜倒數終

結。入營後深刻印象是將主耶穌介入我們的關係

中，對我們夫婦關係最大的幫助是重燃起初相識

的甜美。 

夫婦營 

分享園地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6-8.8 .2005 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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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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力為主作工。 

 請為十一月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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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備足夠義工協

助，使項目可以順利舉行，讓參加夫婦得蒙造就。 

 
 

二零零五年 營會／訓練課程 

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十二月二十六至二十八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營（滿額） 

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二零零六年一月二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二零零六年 營會／訓練課程 

一月三十一日至二月二日（星期二至四） 帶領夫婦訓練 1 

四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四月十四至十七日（星期五至一） 進深營 1 

四月十八至二十一日（星期二至五） 教牧進深營 1 

五月一至三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營 

五月五至七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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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 1：預早報名，享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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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瑜婷 

在參加營會前，我一直都覺

得與丈夫的關係好好，十分滿

足，但上帝透過營會告訴我，婚

姻關係仍有很多精彩的地方待

我們去開拓，同時上帝更令我懂

得去欣賞丈夫的優點，也同時光

照到我對他的虧欠。我感謝神讓

我們有互相欣賞、讚美的機會，

也有互相認罪的機會！就是因

為上帝愛我們，我們才有力量相

愛！恩愛夫婦營使我們能互相

敞開心靈，讓對方去了解自己，

感謝天父！ 

鄧秉旋 

在婚後的兩年中，身心靈都受到生活及煩事所影響，一直都不覺得

快樂，表面上似是很親密，但實質很不合一。我只顧自己的思慮而沒有

特別考慮到太太的感受，引致我的屬靈生命不但沒有成長，反而退步。

起初我也不覺有問題，但經過這個營會後，察覺到原來撒旦一直在我們

家中作分裂工作，使我們不合一；而這次營會使我能放下自己的自尊而

面對問題，回到起初的愛，更能勇敢地面對婚姻及創造未來。 

營會中最深刻是學到如何欣賞太太(要用說話讚賞她，而不是放在心

裡) 這是我最弱的，感謝主。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30.9 - 2.10 .2005 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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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五至八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五年五至八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鄭淑華 $7,000.00 進項 金額 

Cheung Ho Man $2,000.00  鄧達強夫婦 $1,000.00 經常費奉獻 $143,767.00

Cheung Kam Hoi $400.00  羅光榮 $380.00 夫婦營營費
1
 $66,600.00

D1 $40,000.00  Evert (Secretaries) Ltd. $10,000.00 進深夫婦營營費
2
 $30,000.00

David Lew $2,000.00  4月30日 – 5月2 日夫婦營 $210.00 輔導收費 $14,965.00

何杏歡 $3,000.00  5月14-16日夫婦營 $600.00 產品收入 $1,119.97

何根培 $200.00  8月6-8日夫婦營 $400.00     進項共計 $256,451.97

吳焯君 $500.00  8月6-8日商人團契夫婦營 $200.00  

李守儀 $4,000.00  中華傳道會青衣堂 $400.00  

杜婉霞 $400.00  中國基督徒傳道會中心堂 $900.00 支項 

周天馼夫婦 $10,000.00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太古城堂 $5,000.00 夫婦營支出 $115,215.81

徐偉傑夫婦 $500.00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2,200.00 家新港聞印刷費及郵費 $1,964.50

梁偉輝 $500.00  沙田浸信會 $2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120,712.55

梁燕玉 $2,800.00  東方基督教會美光堂 $2,437.00     支項共計 $237,892.86

陳瑞慈 $6,000.00  香港浸信教會 $18,000.00 本期結餘 $18,559.11

陳誠根夫婦 $500.00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1,000.00 承上結餘 $483,511.37

麥根基夫婦 $2,000.00  基督教會恆道堂 $500.00 結轉下期 $502,070.48

程國維 $400.00  基督教會葵涌真道堂 $400.00   

楊家傑 $200.00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4,000.00  

廖釗華 $4,000.00  基督教九龍五旬節會 $3,640.00 備註： 

廖楚燕 $500.00  經常費奉獻 $143,767.00 1. 包括預繳營費 

劉國華 $5,400.00  謝任生牧師夫婦（教牧夫婦營） $1,000.00 2. 2006年進深營預繳營費 

       

 

 

 

 

 

 

 

 

二零零五年五至八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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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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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技術支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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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sit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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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