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龐元燊律師 

 

    「你儂我儂恩愛夫婦營」近年來已逐漸在東南亞地區受到垂注，多個地區都表示希望舉辦

恩愛夫婦營。初是內地南部教會，接著越南的教會也表示有需要，最近柬埔寨的教會也與我們

聯絡上，希望能在當地舉辦恩愛夫婦營。 

 

有這麼多地區對恩愛夫婦營感興趣，我們當然感到非常興奮。而且香港位於亞洲的中央，

由香港支援這些地區應該是最經濟、最順理成章的。然而，我們一時之間面對這麼多方面的呼

聲，顯然覺得力有不逮。香港分會的事工主要倚賴義務的帶領夫婦，但能夠抽身到海外帶領夫

婦營的夫婦並不多。另一方面的缺乏是金錢，因為有些個別新發展的地區在資源上比較缺乏，

不可能完全負擔帶領夫婦的旅費住宿費，和營會的費用。 

 

香港已經有很多夫婦嚐過恩愛夫婦營的好處，我相信必定不乏有心的夫婦，願意為著這些

地區作出奉獻，在時間和金錢上有所擺上。我們希望及後能與這些地區並總會達成共識，又在

香港集合有心的團隊，分成不同的小組，支援各地區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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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地區的恩愛夫婦營能否順

利展開，完全依賴你們的支持和參

與。如果你對這事工有負擔的話，請

即與我們聯絡，我們需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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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營 

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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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5-7.5.2006   

 51 屆恩愛夫婦營 

李杰 

    在來參加夫婦營之前，我和太太常因為溝通方面不是很

好，導致生活中出現很多誤會，更有甚者吵鬧。在這三天兩夜

的營會中，在導師的帶領及一些真實個案及坦誠分享中，讓我

們夫婦得到很大幫助，在其他夫婦分享上亦幫助我們解決了很

多問題。 

    在坦誠的交流中，我更加肯定妻子在我生命中的位置是非

常重要，同時增加對妻子的了解，亦體會到她的那份難處，心

情的感受，以前因為不懂溝通，令愛我的妻子常常受委屈。我

相信在我們以後的生活，會更加彼此珍惜對方，深愛對方。 

美菲 
    我與丈夫是對經常希望努力取悅

對方的夫婦，但由於常常各執自己的見

解，有時不容易妥協，致使經常不滿足

於相處的現狀。參加家新營會後，我們

學習多放下我們的自我中心，以神和對

方的好處為首位，多嘗試接納對方意見

和感受，用人的努力更加上神的大能幫

助，去填補家庭內一切的不足和破口，

擊退撒旦一切的詭計。 

余光雄 
    在夫婦營之前的我，是個自信、自我亦自卑

的人，憑着所謂個人的知識才能去解決夫婦間的

問題。可惜，這許多年來只會增加對愛侶的批評，

降低她的自尊，甚至把問題加大加寬，直至完全

看不到對方的好處。夫婦營後，我明白到亦感受

到愛的偉大，亦應放下老我，不要自以為是，再

次踐踏、傷害我的愛侶。我要將營內所學所感受，

帶回日常生活當中，與愛侶一起行走以後的路

程，這是我倆必定要做及唯一的出路。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1-3.5.2006  

19 屆教牧恩愛夫婦營 

馮尉珊 
    參加這個營幫助我把頭腦

上的知識化為行動，而且在聖靈

光照下，看見自己的問題，更有

勇氣、真誠地向丈夫道歉。我願

意謙卑靠主，與丈夫建立合一的

關係，以致能榮耀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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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偉業 Stephen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參與這個營會，最初來到時，

只是期望可有安靜的時間去處理夫婦倆最近的煩惱，但

進入營會的課題裡，給自己有了新的體會，神讓我知道

要先處理夫婦間的問題，使我倆真確地感到合二為一的

感覺，更加叫我知道，我本以為都不錯的夫婦關係，原

來還有很多可改善的地方。另外，我最深刻的地方，是

這個營會讓我開始學習表達內心的感受！最後我相信這

只是開始，我倆要繼續努力，求神幫助！ 

 
二零零六年 營會／訓練課程 

八月四至六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八月七至九日（星期一至三） 帶領夫婦訓練 1 

八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一至三） 帶領夫婦訓練 1 
九月三十日至十月二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十月七至九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十月二十八至三十日（星期六至一） 公開營 

十二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星期日至二） 公開營（廣州）2 
  

註 1：已截止報名 

註 2：營會在廣州酒店舉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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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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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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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參加營會的夫婦禱告，求神保守他們可順利入營，讓他們經歷神創造婚姻之甜蜜。 

 香港 7-8 月是雨季及颱風季節，求神賜下適宜的天氣，使 7-8 月的恩愛夫婦營及帶領夫婦

訓練課程可順利舉行。 

陳志剛 

    原來婚姻可以這樣美好，原來

夫婦關係真的可以進深學習。到恩

愛營後覺得我與妻子之間竟然可以

打通了很多障礙，清走了很多垃

圾，大家的關係走進了一個新的台

階，讓我們可以在新的更高的更穩

固的平台上一起相處。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  

中華基督教會油基堂 / 

大埔浸信會 合辦 

30.6 – 2.7 .2006 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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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六年三至四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六年三至四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金額 

D1 $20,000.00  陸偉強 $1,000.00  經常費奉獻 $132,570.00

Cheung Ho Man $1,000.00  何景昕夫婦 $500.00  夫婦營營費 $41,40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黃錦榮夫婦 $3,000.00  進深營營費 $2,500.00

Chow Chiu Mei Ying $200.00  吳秀如 $500.00  輔導收費 $15,540.00

Dick & Ada Wan $5,000.00  劉文輝夫婦 $3,000.00  產品銷售 $11,564.00

Yip Chor Kin Toby $1,000.00  鄭淑華 $1,000.00      進項共計 $203,574.00

李守儀 $2,000.00  嚴鎮國 $1,300.00    

杜婉霞 $200.00  夫婦營自由奉獻 $1,560.00  支項  

梁燕玉 $1,400.00  進深營自由奉獻 $1,610.00  夫婦營支出 $74,694.40

程國維 $200.00  香港華人基督會聯會 $1,000.00  進深營支出 $28,942.70

曾君嵐 $8,000.00  基督教九龍五旬節會 $7,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65,021.60

金劍秋 $300.00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54,000.00      支項共計 $168,658.70

陳誠根 $500.00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1,000.00   

張麗卿 $500.00  宣道會德荃堂 $400.00  本期結餘 $34,915.30

葉陳瑞慈 $2,000.00  香港浸信教會 $6,000.00  調整（上期夫婦營支出） $31,800.00

戴邵聰 $500.00  香港浸信會聯會 $2,000.00  承上結餘 $250,884.48

陳鏡榮夫婦 $3,000.00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 $500.00  結轉下期 $317,599.78

林舜軒 $1,200.00  經常費奉獻 $132,570.00   

       
 
 
 

 

 

 

 

 

 

二零零六年三至四月份收支簡報 

註：以上排名不分先後。上述數字未經核數師覆核，只供參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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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邱清泰博士、麥景行先生、龐元燊律師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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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1 San Antonio Road, Suite 408 
會長：龐元燊律師        副會長：劉國華先生       Mountain View, CA 94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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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梁冼玉英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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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們的愛心 
奉獻，使更多 
家庭蒙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