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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一月至二月    第五十五期 
                                              
 
 

   
界線                          龐元燊會長 
               

     「神造人，安置於伊甸園。在伊甸園中有分辨善惡樹。善惡是兩極，在

猶太人的用詞中，兩極亦包括兩極之間的一切，好像中國人說的『天地』，亦

包括天與地和期間所有的東西。因此，善惡也可以包括人世間所有的智慧和

知識。神是全知全能的，祂的智慧高於一切；人卻是受造之物，必有其限制，

不可能與神同等。可是人卻要超越界線，要擁有所有的智慧和知識，要與神

同等，自己管理自己，不需要神的管理。」這是我於二月十七日主日聽到牧

師的講道。  
 
    「性」是神所創造，是神給人的美好禮物。性亦有其界限，必須是在夫

婦之間的性關係才蒙神祝福。但人卻要超越界線，在夫婦關係之外追求性滿

足。又將性拍成照片和短片，以致它有機會被傳開去。其他人同樣超越了自

己應有的界線，進入別人的私隱，發放傳閱別人的相片，或在網上搜覽。又

為著財利，將照片製成光盤、雜誌出售。警方的工作是執法，不是釋法；香

港刑法的解釋權是在法庭，不在警方；而警方卻又超越其界線解釋刑法，發

表甚麼是犯法，甚麼不是犯法的言論。其實警方只要清楚解釋其立案調查的

原則，即在甚麼情況之下會立案調查，甚麼情況之下不一定立案調查，已十

分足夠。  
 
    不能安份守界，是人的一大弱點。世人不是不知道界線在哪裏，只是不

滿足於界線內的平庸，或抵擋不了那越過界線的快感。神為性定立界限，必

須在夫婦之間，不是要將好處拿走，而是要人得到最好的，因為在夫妻之間

的性才是最美好的，超越界線的性只會引來破壞和咒詛。家庭更新協會著重

神所設定「一男一女、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觀，今天更顯得重要了。

讓我們都能穩守神所立的界線；當在基督裏的夫婦都如此行的時候，神亦會

因此而得著極大的榮耀；這正是我們可以為這世代作的一件極具意義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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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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 2007 年 9 月 29 日至 10 月 1 日參加了由「香港家庭更新協會」（他們簡稱為「家新」）

的「恩愛夫婦營」，當中獲益良多。 
 

    我們參加這個營會，不表示我們夫婦關係出現問題，乃是我們是不滿足於現況，尋求更好的

溝通方法，了解配偶內心的想法和釋放自己的感受；不想等到問題出現時，才尋求幫助。 
 

    在這三日兩夜的營會中，我們結識了來自不同教會的夫婦，其中包括三對帶領夫婦。這三對

帶領夫婦是義務的帶領營會，當中不收分文。他們用心的帶領和由衷的分享示範，讓我們感受到

願意付出及對夫婦的負擔所帶來的動力是何等的震撼。 
 

    這個營會所安排的夫婦課題內容既豐富又緊湊，然而我們絕對不感受到疲乏。我們得到的不

單是溝通的方法，更重要的是我們有足夠的空間練習溝通。在出營前，我們還覺得不足夠，不願

意離開營舍。除了在營會中學習及實踐外，更需要在出營後繼續操練。「家新」更安排參加夫婦成

立跟進小組，以便互相支持，在婚姻路上繼續成長。 
 

    在營會中，我們學會∕領會很多有關夫婦溝通的課題。當中包括： 
 

1. 「舊夢重溫」 - 我們重溫昔日初戀 / 求婚 / 初婚時的景況；我們用了一條河來形容我們婚

姻生活，平靜有時，湍急有時，順流有時，逆流有時；無論何時，我們總能靠著兩邊河堤（就

如神的膀臂）來盛載。 
 

2. 「水牛與蝴蝶」 – 男是水牛，女是蝴蝶。 
 

3. 「存款」 - 我們學會稱讚及欣賞配偶的好處。 
 

4. 「原生家庭」 - 我們也探討「原生家庭」對我們婚姻生活的影響，並為此接納配偶的原生性

格和品格。 
 

5. 「感覺就是感覺」 - 我們學會和配偶溝通時，可以用「我覺得……」來開始。因為感覺就是

感覺，沒有錯或對，可以減少衝突。 
 

6. 「化解衝突」- 我們學會「清垃圾」這個有趣又有用的功課。 
 

7. 我們也探討「性」、「合一」及「彼此認罪」的功課。 
 

    在營會中，我們得著最大的是學會了「存款」、「清垃圾」和「彼此認罪」的功課。 
 

 「存款」 - 在出營後，當我們實習「存款」時，邀請了我們的兒女（凱橋、凱揚）參加。驚

喜的是，一向沉默的凱橋，看見我們「存款」後，親口的稱讚我們。更驚喜的是，我們四歲

的小兒子凱揚，也開口稱讚媽媽陪他入睡和帶他返學呢！ 

 

  見證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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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垃圾」 - 在出營後，我們也有實習「清垃圾」。有一次炳祥因著少英遲到了 45 分鐘而遲

了炳祥的家庭聚會，炳祥當時十分不好受。但當炳祥想到少英為家庭付出那麼多的時候，炳

祥的氣忿就放下。但當晚，炳祥還要向少英「清垃圾」。大家的感覺十分好。 
 

 「彼此認罪」 - 在營會中，我們覺得最高潮是領聖餐的環節。這是一個非一般的聖餐聚會，

當中釋放的感覺十分難忘！ 
 

    我們十分鼓勵夫婦考慮參加這個營會。 
 

鄧炳祥、黃少英夫婦 

結婚 12 週年紀念日 

2007 年 l0 月 l4 日 

 

 

最新活動 

 「鶼鰈情繫家新夜 之 祝福頌」將於 2008 年 5 月 17 日假銅鑼灣警官會所舉行。 

    主題：重溫婚盟暨祝福禮，實踐婚姻鐵三角 

    截止報名日期：2008 年 3 月 15 日 

   名額有限，從速上網下載報名表報名！！ 
 

 

 2008 年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 及 恩愛夫婦進深營 分別定於 8 月 11-13 日及 10 月 24-26 日舉行。 

 

 
 
 

 

 

 

 

 
 

以上所有活動、課程及營會報名表均可於本會網址 http://www.cffc.org.hk
下載報名表格或致電幹事劉羅瑞儀姊妹（9372 1754）索取表格 

 
消息與代禱 

 請為帶領夫婦及跟進大使禱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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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 年營會所需帶領夫婦及營運經費禱告，讓事工能持續發展，祝福更多婚姻家庭。 

 

 
二零零八年 營會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3 月 21-23 日（星期五至日，復活節） 公開營 $2,000 2 月 20 日 

4 月 4-6 日（星期五至日，清明節） 公開營 $2,000 3 月 3 日 

6 月 7-9 日（星期六至一，端午節） 公開營 $2,000 5 月 6 日 

6 月 29 日 – 7 月 1 日（星期日至二，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公開營 $2,000 5 月 28 日 

6 月 30 日 – 7 月 2 日（星期一至三，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 教牧營 $1,000 5 月 31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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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七年十一至十二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七年十一至十二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金額 

Cheung Ho Man $1,000.00  劉文輝 $4,000.00  夫婦營營費 $51,80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劉偉強 $900.00  經常費奉獻 $146,500.00

Cheung Man Pui $30,000.00  呂莉 $1,000.00  產品銷售 $1,998.00

Siu Hing Yee Elaine $1,200.00  黃美心 $2,000.00  輔導收費 $11,120.00

Mission 4 Company $2,000.00  利明秀 $2,000.00      進項共計 $211,418.00

Pearltex Limited $50,000.00  潘柏年 $1,000.00   

何啟浩 $200.00  夫婦營自由奉獻 $1,500.00  支項  

何景昕 $300.00  信義會尊聖堂 $400.00  夫婦營 $49,729.3

謝啟文 $500.00  中華傳道會祐寧堂 $500.00  夫婦營手冊 $6,920.56

區慧燕 $5,000.00  基督教宣道會北角堂 $2,000.00  付國際家新版權費 $9,126.00

李守儀 $2,000.00  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18,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97,289.50

程國維 $200.00  大埔浸信會 $3,500.00      支項共計 $163,065.36

梁燕玉 $1,400.00  香港浸信教會 $4,000.00   

陳漢誠 $300.00  聖公會北角聖彼得堂 $500.00  本期結餘 $48,352.64

陳志光 $2,000.00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 $2,000.00  承上結餘 $379,370.83

陳雪夫 $1,000.00  九龍靈糧堂中央圖書館 $400.00  結轉下期 $427,723.47

鍾振成 $500.00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4,000.00   

鄭淑華 $1,000.00  經常費奉獻 $146,500.00   

 
 
 

 

 

 

 

二零零七年十一至十二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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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董事：邱清泰博士、麥景行先生、龐元燊律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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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長：龐元燊律師          副會長：劉國華先生      
幹事：劉羅瑞儀女士         輔導員：龐陳麗娟女士      
財務：何祐康先生、梁冼玉英女士          電腦技術支援：趙民忠先生       
出版：龐陳麗娟女士、劉羅瑞儀女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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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