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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年老雙親一生為家庭，為兒女付出了無私的
愛，展現的正是「不疲乏的愛」(Nothing is burden
in

love)！而耶穌為罪人釘十字架的犧牲，展現的

「不疲乏的愛」更是最偉大的榜樣：「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加2:20下)
以下是「不疲乏的愛」三個秘訣：

一. 神知道一切，放下埋怨

權…」(賽40:10)，「祂必像牧人牧養自己的羊
群…」(賽40:11)。所以，我們應當在心靈疲乏時放
下埋怨，相信神知道一切，因看見神同在的光明前
景而感恩！

二. 神充滿知慧，傾聽行道
「你豈不曾知道麼？你豈不曾聽見麼？永在的神耶

「雅各啊，你為何說，我的道路向耶和華隱藏？以

和華，創造地極的主，並不疲乏，也不困倦；祂的

色列啊，你為何言，我的冤屈神並不查問？」(賽

智慧無法測度。」(賽40:2)

40:27-31)，這裡所說的「道路」是比喻人生與神交

時候，勿把自己封閉起來，與外界隔絕！要剔除心

往同行之路。人生路上我們會疲乏和困倦，往往是

靈深處負面的聲音，揀選神智慧的聲音！當先知以

承受心靈深處隱藏著傷害和苦澀。

利亞在筋疲力竭、極度沮喪時，神對他說：「出來

以色列人當日從被擄之地(巴比倫)回國，却充滿怨言

站在山頂上，站在我的面前。」他聽從神指示，勇

和愁苦；因為他們仍受困於過去痛苦的經驗和鬱

敢地執行效忠神委託的任務！

結，甚至向神發出埋怨！我們今天是否也「帶著昨

我們也要以保羅為榜樣：「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

天的怨恨，活在今天的埋怨，而朝向沉重的人生

記背後，努力面前的。」(腓3:13下)當我們疲乏時，

路！」盼望我們能「釋放昨天的怨恨，活在今天的

更要傾聽神智慧的聲音，重建從神而來的目標和方

喜樂，朝向感恩的人生路！」聖經說：「一切苦

向，要有使命、有委身；人生才有意義。

毒、惱恨、忿怒、嚷鬧、毀謗，並一切惡毒，都當
從你們中間除掉。」(弗4:31)「因為賜生命聖靈的
律，在基督耶穌裡釋放了我，使我脫離罪和死的律
了。」(羅8:2)
我們對前景抱有的盼望，不是建立在軟弱的人身

提醒我們在疲乏鬱悶的

本會創會會長龐元燊，陳麗娟伉儷多年來委身於事
奉神和服事家新的使命，矢志不渝，在艱難中體會
神的能力和恩典，成為我們的激勵！

三. 等候耶和華，從新得力

上，乃是建立在神話語的信實和不變的應許上，以

「疲乏的，祂賜能力；軟弱的，祂加力量…但那等

賽亞先知說：「草必枯乾，花必凋殘，惟有我們神

候耶和華的必從新得力。他們必如鷹展翅上騰；他

的話必永遠立定。」(賽40:8)神是「…大能者…祂掌

們奔跑卻不困倦，行走卻不疲乏。」(賽40:29-31)

我們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走遠路會疲乏，工作、

路；面對困苦壓力時，要交託於神，放鬆、放

事奉繁重會困倦；主耶穌深明我們的軟弱，祂能

心、放手！猶如老鷹張開翅膀地飛翔，把身體完

體諒那愚蒙和失迷的人！(參來4:15)。

全由氣流承託，隨風飛揚，消遙自在！越走越有

我們縱然有軟弱，但不要縱容自己常在軟弱中！

力地朝向那位信實施恩的神。

以致產生麻木和抽離；我們要靠神的力量去克服

家新的異象是：建立生命品格，活像基督的家新

挑戰困難！神是一切能力的源頭，祂願意把力量

人，在婚姻家庭建立的服事中，有疲累、困倦；

賜給凡向祂祈求的人。因為「神是我們的避難

也有感恩、成長。讓我們一起在主面前從得力，

所，是我們的力量，是我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

實踐不疲乏的愛！神知道一切，放下埋怨；神充

助。」(詩46:1)我們也要向神尋求力量，從新上

滿智慧，傾聽行道；等候耶和華，從新得力！

親愛的家新人：
二十年來，神一直透過你們的愛心同行和慷慨奉獻，讓香
港家新的財政能夠持續穩健，事工得以穩步發展。為此，
我們向大家致以衷心感謝。

我們大家都是同路人，都曾經在恩愛夫婦營中經歷主的祝福，

由於過去租用的營地不能再提供營會需用的設施，我們為

深信大家都盼望能將這祝福傳遞開去。因此，我們將家新的經

了保持營會的質素，讓參加者能在舒適的環境中享受難忘

濟需要放在大家面前，除了請求大家為香港家新的需要代禱，

的親密之旅，便毅然於去年起轉往荃灣顯達鄉村俱樂部舉

也呼籲大家響應我們的雅歌行動：

辦營會。

鼓勵大家認獻支持補貼一對夫婦參加恩愛夫婦營(MER1)，即每對

新營地的環境的確優美，設施亦適合，但收費就比前昂貴

夫婦$2400；當然，也歡迎大家支持多於一對夫婦營會費用。

得多了。然而，我們持守一貫宗旨，不讓收費成為參加營

這是一個參與天國事工的好機會，深信主必大大使用你們的愛

會的阻礙，因此，目前我們每舉辦一個12對夫婦的標準恩

心奉獻，讓更多婚姻家庭因此蒙福。

愛夫婦營(MER1)便要補貼$28000，即為每對夫婦補貼超過
$2300。雖然如此，能夠讓這些夫婦在主裏面經歷屬靈生
命的更新，夫妻關係的改變，是絕對值得的。我們亦深信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要勉強，因為捐得樂
意的人是神所喜愛的。」(哥林多後書9:7)

那位樂意祝福婚姻家庭的主必然會有所供應。

會長楊家傑牧師謹啟

雅歌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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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20日是家庭更新協會(香港分會)正式

們經過流淚谷，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並有秋雨之

成立，龐元燊和陳麗娟伉儷從邱清泰博士及余竹

福，蓋滿了全谷。他們行走，力上加力，各人到錫

君師母手上接過「帥印」，至今已經過了二十個

安朝見神。」(詩84:5-7)

年頭。

香港家新感謝各位家新人，不論大家在何時參加

藉「鶼鰈情繫家新夜暨成立二十週年感恩慶典」，

營會、何時參加MER1和MER2、何時成為帶領

帶領我們回顧香港家新的「愛的歷史長河」。

者、或在什麼崗位服事家新；大家藉家新之夜歡

我們首先藉敬拜讚美向施恩的神獻上頌讚。然而，

聚一堂，彼此問候，一同回顧二十年家新的足

二十年來，撒但的攻擊從未停斷，因此楊家傑牧師

跡，不知道您能否在「家新歷史愛河圖」裡尋找

會長以「不疲乏的愛」的真理信息，鼓勵我們抓緊

到自己的足印？

主，以不埋怨的態度，傾聽神的智慧，行在祂的引

是次家新之夜共有172位嘉賓及家新人出席，衷心

導中，等候耶和華重新得力。創會會長龐元燊伉儷

多謝大家對家新的愛護，我們亦借此機會向服侍

見證分享如何面對二十年來家新事奉上的衝擊、同

家新多年的義工及同工致謝，希望大家喜歡我們

工的離開、事工的發展未如人意等，仍能抓住神的

送上的「雨傘」，盼望我們繼續風雨同路，一同

託付，堅守使命，縱然有眼淚，但不放棄。「靠祢

撐起建立婚姻家庭的服侍，與撒但爭戰。

有力量，心中想往鍚安大道的，這人便為有福！他

願將一齊榮耀頌讚獻給建立婚姻家庭的主。

龐元燊律師
香 港 家新 前 會 長

香港家新，從最初的成立，直到今天二十周年紀

們繼續留下。但客觀的事實是，事工並不是幾何

念，經常被問到，是甚麼因素叫你們一直留下來

級數的上升。事實上，香港家新夫婦營的事工開

呢？有沒有感覺到疲乏的情況呢？

始了幾年，我們的營會數字已經到達瓶頸。及

老實說，最初加入家新，當然是因為自己有又多
又大的得著。又因為家新的營會的確幫助了很多
夫婦，吸引了很多很有熱誠的夫婦一同服事，一
點也不孤單。而且普遍對家新營會的評價高，事
工發展順利而且有果效，給我們有與上帝同工的

後，我們花了很多功夫來推動一些事工，卻因為
種種的原因叫我們不得不放棄，或讓它停下來。
當再感受不到那份事工發展的興奮和成功感，反
而感到很多失望、挫敗的時候，我們還要繼續
嗎？

感覺。當時留在家新是並不困難的。但我們有親

所以，綜合我們二十年的回顧，那些美好的果

密的同工，我們見到事工有果效，是不是就能夠

效、那些美麗的時刻，那些驕人的數字，從人而

叫我們一直留下，不離開呢？回想過去的日子，

來的吸引，都未必能夠叫我們留守崗位。我們就

我的答案是：這些都不足夠。因為能夠帶吸引我

要提醒自己，我們不是要去追求甚麼成功感、滿

們的，亦同時能夠帶給我們失望。

足感、別人的掌聲。原來我們能夠留守崗位，是

熱誠的團隊，會吸引我們留著一同事奉。香港家
新團隊最強盛而又緊密的時候，應該是在2005
年，我們一同齊心協力，一同籌劃國際家新在香
港舉辦的國際同工會。當時很感受到同工之間那
份同心、團結。但情況卻不會永遠維持。之後，
因為種種原因，有不少夫婦離開了團隊。之後，

因為我們沒有忘記神曾經藉著家新為我們的婚姻
帶來真正的出路，神亦藉著家新的服事不斷在建
立我們的屬靈生命，拉近我們和祂的關係，與此
同時，神亦讓我們越來越看清楚這是祂託付給我
們的使命，直至今日，我們還未有聽見祂叫我們
離開這崗位。

在另外一屆的國際同工大會，各地區的參加者加

其實在家新裏的服事，最大的學習是謙卑和順

起來有過百個家新人出席，但當我環顧四周，卻

服，學習放低自己的期望、理想、不堅持自己的

驀然發覺，像我們一樣，在上個世紀就加入家新

想法和做法，接受很多事情不在自己的掌握之

的，幾乎找不到，我不禁要問：「當年那班相當

中，願意交出主權，承認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

委身積極投入的夫婦，今天都到哪裏去了？」

路，神的意念高過人的意念，神的作為可以是出

或者可以說，團隊中有某些人離開了也不算太

人意表的。

壞。只要有一班合得來的夫婦一同事奉就好了。

最近我向神作了一個很簡單的祈禱，按照香港家

但親密的關係本身也是脆弱的。記得有一次，有

新目前的情況，我向神說：「神啊，你知道我們

一對很核心的夫婦，在我完全意想不到情況下，

家新無人、無錢、無地方……」神很快就給我回

告訴我說要離開團隊，原因是我傷害了他們。原

應，祂說：「是的，不過你們有我！」這句說話

來團隊的吸引，未必一定能夠叫我們長期留下。

給我很大的安慰。

幸好那一次，我們用家新的清垃圾，修補了大家
的關係，現在我們的關係比以前更好。
事工得著順利而有果效地發展，當然會吸引著我

不疲乏的愛，只有從神而來，唯有當我們帶著一
份清心來到神面前，謙卑下來，讓神的愛再一次
滋潤我們，我們就能重新得力，繼續上路。

人 事消息
1. 委任義務總幹事
感謝神恩典帶領，香港家庭更新協會委任現任
總幹事唐財方牧師為義務總幹事，代表本會與
教會建立關係，並聯繫及凝聚家新人。生效日
期：2017年4月1日。特此敬告。
2. 幹事請辭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幹事劉羅瑞儀姊妹領受神的
引導、在禱告中的平安，已向本會請辭。瑞儀
姊妹服事家新超過十四年，處事細心、忠心勤
懇，對香港家新歷年發展十分重要；又與家祥
弟兄在不同崗位上同心事奉，實在是我們的好
伙伴。
我們雖然不捨，然而也尊重姊妹的決定和順服
神的帶領。深信主的恩手必常與瑞儀姊妹和她
的家人同在。
3. 本會亦已聘請林陳淑婷姊妹擔任幹事職位，並
已於8月2日履新。求神保守姊妹的適應。

消 息與代禱
 感謝神，本會帶領夫婦劉金明、劉蘇婉君伉儷願意加
入事工小組團隊，一同帶領和服事神所喜悅的家新善
工！
 2017年8月18日晚上舉行「家新人加油站」- 投身
神國，神國中更豐盛生命。主題：順服神 – 順服勝
於公羊脂油。
 求主保守2017年8月25日至27日舉行的帶領夫婦
培育訓練。深願神的僕人以盡心、盡性尋求神的心接
受訓練，使自己的家和別人的家成為蒙福的器皿！
 專題講座
7月16日(日) 中華傳道會安柱堂
10月1日(日) 宣道會美門堂
10月8日(日) 宣道會大興堂
 家新主日
11月19日(日) 基督教恩臨堂

 請記念本會財務負擔，家新人積極回應「雅歌行
動」。

感謝神讓我倆在過去有機會參與恩愛夫婦營的事
奉，回想在服事的過程中，有很多夫婦間學習愛
的機會，讓我倆的關係可以突破並更親密。今次
有機會參加MER2-LCT實在有點受寵若驚，沒有想
過可以成為第一屆的學員，更感恩的是能有機會
受教於邱博士及Louis伉儷下。
訓練過程中讓我們更清晰掌握課程設計的根基，
建基於聖經的教導。讓我們夫婦二人更能夠同心
同步與神建立三角關係，讓神在婚姻關係中居首
位是最穩妥，最有安全感，最滿足及最親密的。
但同時又看見魔鬼以世務成為我們的難阻，阻礙
我們同心親近神；所以，課程設計為我們建立同
行者，發揮彼此守望，監察，鼓勵的作用。
願神使用我們成為別人的祝福！

2 017年營會∕課程時間表
營會/課程

日期

費用

標準恩愛
夫婦營
MER1

9月30日-10月2日(六至一)
12月24-26日(日至二)

$3,500

教牧恩愛夫婦營
PMER1

12月27-29日(三至五)

$2,000

夫婦進深營
MER2

10月13-15日(五至日)

$3,900

帶領夫婦訓練
LCT

8月25-27日(五至日)

$2,500

額滿即止，請於本會網址
www.cffc.org.hk下載報名表格
查詢：幹事劉羅瑞儀女士24205116或93721754

︵排名不分先後︶

 本會已覓得香港北角堡壘街一單位作辦事處及輔導服
務，詳情容後公佈。

劉英峰牧師、劉陳佩霞師母

二零一七年二月至四月
經常費奉獻者
Archcorp Design Structural
Engineers Limited
Chan Chi Kwong
Chan Kwok Ming Nita
Chan Sui Chi
Chan Wan Ling
Cheng Sau Sze Philip
Cheung Ho Man
Ching Kwok Wai
Christian Caleb Health Care
Centre Limited
D2
Fong Shun Yuen
Fu Wing Mei
Ho Man Wai
Kwong Wai Yi Christina
Lam Chun Pong Samson &
Kun Sze Ki Jasmine
Lau Sin Hay
Lau Yee Wai Vivian
Law Cheung Yeung
Lee James
Lee Ka Yun
Lee Kwok Lun
Lee Oi Tai
Lee Wai Hung Michael
Leung Fung Yuk Bonnie
Leung Kwok Ching Kelvin
Li Sau Yee
LIAU, HO & CHAN
Link Clever Limited
Lo Wai Man

進項

6,000.00
600.00
3,000.00
3,000.00
600.00
600.00
1,500.00
300.00
1,000.00
100,000.00
3,600.00
300.00
500.00
2,000.00
10,000.00
1,000.00
500.00
200.00
600.00
1,500.00
300.00
1,500.00
1,500.00
1,500.00
270.00
300.00
10,000.00
1,805.00
600.00

金額

經常費奉獻
基層事工奉獻

Tong Chi Wing
Wong Wai Leung Kenneth
Wong Wing Yuen
Yeung Wai Shing
Yim Chi Hang
Yim Kwai Mei
Yip Kwong Yu
周甘振剛夫婦
吳子傑夫婦
李天立、黃綺玲
周蔚晴
胡建國
原香妹
張德輝、區慧燕
莊嘉敏
陳國華
陸志忠
曾翠珊
馮劍華夫婦
黃永雄
黃錦芳
董頌德
劉玉容
潘乃邦、梁慧敏
潘瑞桂
蔡振興
蔡濱
鄧廣才、楊淑霞
黎淑華
黎德偉
薜彥玲
鄺偉慶
魏鳳貞

支項

180.00
1,000.00
180.00
600.00
2,000.00
1,000.00
300.00
280.00
500.00
1,000.00
2,000.00
500.00
500.00
10,000.00
3,000.00
3,000.00
2,000.00
1,100.00
3,000.00
1,000.00
100.00
1,500.00
500.00
1,000.00
300.00
5,000.00
1,500.00
600.00
1,000.00
300.00
15,000.00
500.00
300.00

恩愛夫婦營支出

184,586.85

7,150.00

夫婦進深營支出

60,365.08

恩愛夫婦營收費

126,000.00

夫婦進深營收費

38,500.00

夫婦進深營帶領夫婦

恩愛夫婦營帶領夫婦聚會

624.00

產品銷售成本

16,625.87

付總會版權費

46,380.00

17,500.00

家新港聞及季刊印刷費、郵費 11,228.00

產品銷售

17,145.00

同工薪津、經常費、行政費

輔導收費

5,380.00

進項共計

$451,587.50

訓練課程收費

譚蒨怡
500.00
蘇平崗
1,500.00
不記名
6,673.00
無名氏
1,500.00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
亞居拉團契
2,000.00
香港西區浸信教會
700.00
基督徒信望愛堂牛頭角堂
600.00
基督徒信望愛堂紅磡堂
800.00
基督教宣道會青衣堂
5,000.00
基督教宣道會翠屏堂
500.00
恩愛夫婦營自由奉獻
200.00
夫婦進深營自由奉獻
1,000.00
播道會泉福堂夫婦營自由奉獻 3,624.50
經常費奉獻
$239,912.50
基層事工奉獻者
Chan So Kuen
Ching Kwok Wai
Choy Chun Wah
Kwok Hing Kuen
無名氏
基層事工奉獻

及其他支出
支項共計
本期不敷

139,757.82
$459,567.62
(7,980.12)

2017年2月-4月

承上結餘

210,584.88

收支簡報

結轉結餘

$202,604.76

︵排名不分先後︶

註：上述數字未經核數師覆核，只供參考。

180.00
5,000.00
270.00
1,200.00
500.00

$7,1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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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支持「家新」事工，
讓更多家庭蒙福？

金額

239,912.50

徵信錄

①
②
③
④
⑤

邀請夫婦參加恩愛夫婦營
為帶領夫婦禱告
加入帶領夫婦受訓行列
成為「家新」義工
以下列方式奉獻金錢，回應「家新」的需要：
● 支票奉獻：抬頭請寫
「家庭更新協會(香港)有限公司」或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HK) Ltd」寄回本會。
● 直接存入銀行：款項可存入本會匯豐銀行戶口
518-004163-001，並將存根寄回本會。
● 每月定期奉獻：採用自動轉賬方式，快捷方便，請於
網頁下載自動轉賬表格，填寫後寄回本會。
奉獻港幣一百元或以上，可憑收據在本港作免稅申請。

顧問：余慧根牧師、李鴻標牧師、周永健牧師、麥希真牧師、蔡元雲醫生、蘇穎智牧師 董事：邱清泰博士、方順源校長、龐元燊律師
輔導中心諮詢委員會：康貴華醫生、袁成志先生 會長：楊家傑牧師 總幹事：唐財方牧師 幹事：劉羅瑞儀女士 林陳淑婷女士
輔導員：陳李惠芬女士、龐陳麗娟女士 財務：何祐康先生、梁冼玉英女士 恩愛夫婦事工小組召集人：唐財方牧師
素材圖片：Selected by freepik
出版：唐財方牧師、楊余舜娥師母、龐陳麗娟女士、劉羅瑞儀女士 設計：張潔恩女士

非賣品；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刊文章，請與本會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