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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八年三月至四月    第五十六期 
                                              
 
 

    
事工發展                         龐元燊會長 
               

     家新香港分會自一九九七年成立以來，會長一職一直未有轉換過。根據

總會現時的指引，分會會長一職應每三年替換一次，而最長亦不應超過六年。

所以踏入零八年，我開始就會長的交棒作積極的部署。分會會長的定期交替，

是有智慧的安排；新的會長上任，必會帶來新的思維、新的氣象、新的概念、

新的嘗試。祈求神的恩典與智慧充滿將要接捧的下屆會長。如果時間來得及

的話，我們更希望在今年之內順利交接。 
  
    五月九日至十一日，在香港將有一個大型的國際會議，名為「2008 國際

家庭價值會議」，由維護家庭聯盟主辦。非常榮幸，我被邀請出席十一日下午

「如何在教會推動家庭事工」工作坊，作為當中的講員，重點當然是介紹在

教會推動夫婦家庭事工的方法。我已請來一些在夫婦家庭事工有實際經驗的

伙伴教會同工一同出席交流分享。藉著這工作坊，向各教會推介我們的事工

和我們的異象，是個難得的機會。 
  
    在事工的推動方面，我們希望物識一位全時間或部分時間的同工，負責

夫婦營後跟進，對內與帶領夫婦、受訓夫婦和家新之友作緊密聯繫；對外與

教會、神學院和機構作聯絡和推廣等。若能成事，相信我們的事工必能進一

步發展。如果你心目中有適合的人選，請積極鼓勵他與我們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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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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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夫婦營 
分享園地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64 屆恩愛夫婦營  

2008 年 3 月 21-23 日 

皮蛋 

    本來在入營之前，我認為跟妻子的婚姻生

活都好美好，結婚只有兩年，感情不錯的。入

營的期望當然是進深我倆的關係，想不到入營

後所學到的超乎我所想所求，特別是深入地思

考自己原生家庭對我的影響，並藉著分享讓妻

子明白我的過去及解決我們之間的迷思。又透

過存款及清垃圾的練習，讓我跟妻子真誠地溝

通，大大的增加了我們互相了解。我認為此營

會是神對夫妻的最大祝福！謝謝！ 

唐紅 

    入營前我們的婚姻就像一棵蘋果樹，但樹葉已全

部脫落了，只剩下幾根樹枝，苦苦渴望着希望與愛情

的雨水。當聽到朋友介紹家新這個營會，盼望營會給

我們的婚姻蘋果樹帶來生機，給蘋果樹注入復活的元

素，使我們能得到幸福美滿的婚姻生活。在營中這幾

天使我感到營會就像神一樣法力無比，將快要破碎的

家庭婚姻改變成美滿感情；我倆要進一步，讓自己認

識到對方是自己人生當中最重要的一半，要愛對方，

要珍惜神給予的伴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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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車厘子 

    雖然入營前與丈夫在婚姻上沒有太大的問題，但卻渴

望在營會中有更深入的了解。在營會後，我不可不稱讚神

奇妙的安排，因為我和丈夫倆不但能真誠地敞開自己，說

出平日不願或不敢開口向對方說的話，也學習了在神面前

向對方承認自己的不足；同時間，自己亦聽到對方對自己

的認同，令我倆的婚姻道路添上了無限的色彩。現在，存

款及清垃圾對我來說已不再是難事，因為神叫我在營裏沒

有懼怕，只要將家庭交在神手中，祂必有最好的帶領，神

必承托我們在婚姻中的笑與淚。 

羅麗霞 

    入營前我有很多勞氣，當天早上仍

在發脾氣。入營後，感謝神，看到神的

帶領，讓我學習忍耐及勒住自己舌頭，

少說話多聆聽。以往常以為自己是對

的，原來對丈夫來說是誤解為虐待他。

感謝神，讓我有機會明白他，並有機會

向他道歉。感謝神，有機會讓我學習諒

解他及與丈夫相處。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  

香港循理會西營盤堂 

恩愛夫婦營  

2008 年 3 月 21-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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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營會及課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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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神感動更多帶領夫婦參與跟進大使的工作，關顧日漸增多夫婦營的營後跟進小組。 

 請為 2008 年營會及活動期間天氣禱告，求神賜下美好天氣，讓營會及活動能順利舉行。 

 
二零零八年 營會 / 課程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8 月 1-3 日（星期五至日，學校暑假） 恩愛夫婦營 $2,000 6 月 30 日 

8 月 11-13 日（星期一至三，學校暑假） 帶領夫婦訓練 $2,500 6 月 15 日 

9 月 13-15 日（星期六至一，中秋節） 恩愛夫婦營 $2,000 8 月 12 日 

10 月 24-26 日（星期五至日） 恩愛夫婦進深營 $3,000 9 月 15 日 

12 月 26-28 日 （星期五至日，聖誕節） 恩愛夫婦營 $2,000 11 月 25 日 

12 月 29-31 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恩愛夫婦營 $1,000 11 月 30 日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65 屆恩愛夫婦營  

2008 年 4 月 4-6 日 

清風 

    即時想到的祇有「好的無比」四個字去形容我

的感受，從來沒有想到在夫婦營中所獲得的是這麼

多，每對夫婦的分享都是那麼的真誠、坦白，令自

己回想到自己的婚姻生活時，有很多的共鳴，原來

有這樣多的同路人和我們夫婦二人一起的在主裡去

經歷婚姻裡的一切悲傷、痛苦、無奈、失望，也有

喜樂、驚喜和平安。起初帶著很沉重的婚姻擔子進

入夫婦營，夫婦關係是有點冰封的，經過營中的彼

此建立、存款、清垃圾、認罪後，到出營時我們夫

婦的關係就緩和了不少，心情也輕省了，重新有信

心去走前面婚姻的路。 

Sandy 

    入營前，我與丈夫因着一件大事，對過

去兩三年的關係有著重大負面的影響，兩人

都傷痕累累，但仍希望改善關係，只是摸索

不到，即使一次又一次的禱告原諒，都不能

抺掉傷痛，就像活在情緒苦痛的幽谷中。在

這個營裡，重尋戀愛的足跡，重拾對愛侶的

愛意，兩人重投天父恩典的懷抱，重新決志

要在主裏合一，走一條天路為主祝福身邊的

人。現在輕省、喜樂重新充滿我，就像一個

充滿喜樂的氣球，輕飄飄的周圍飄，所飄過

的地方都充滿喜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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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八年一至二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八年一至二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金額 

Cheung Ho Man $1,000.00  學基浸信會 $2,000.00  經常費奉獻 $248,60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區慧燕 $5,000.00  產品銷售 $6,320.00

Chu Wing Hong Park $5,400.00  利明秀 $1,000.00  輔導收費 $8,860.00

Chan Chi Sang Jackson $20,000.00  李守儀 $2,000.00  雜項收入 $9.00

Ho Hon Ming Ivan $80,000.00  程國維 $200.00      進項共計 $263,789.00

Wong Yin Yee Grace $100.00  梁燕玉 $1,400.00   

Tsiu Chun Wai $500.00  梁玉笑 $500.00  支項  

Calvin Fok & Jenny Tse $1,200.00  麥寧香 $500.00  夫婦營 $211.90

Mission 4 Company $2,000.00  呂莉 $1,000.00  夫婦營手冊 $4,258.80

Mayford Paper Bags Fty., Ltd. $100,000.00  劉偉強 $600.00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 $500.00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 $5,000.00  黃美心 $2,000.00  家新港聞 $4,894.70

基督教九龍五旬節會 $8,000.00  馮劍華夫婦 $6,000.00  家新之夜 $1,200.00

大埔浸信會 $1,000.00  林康琪夫婦 $2,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63,540.30

   經常費奉獻 $248,600.00      支項共計 $74,605.70

      

     本期結餘 $189,183.30

     承上結餘 $427,723.47

     結轉下期 $616,906.77

 
 
 

 

 

 

 

二零零八年一至二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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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