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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九九年．十一 ／十二月  第十二期 
 

 

 

會長的話  
 

來臨，這又是家庭更新協會香港分會回顧與前瞻

的時候了。 

 

回顧 

※九九年是基層家庭夫婦工作的墾土年。與工業

福音團契合力探討的基層夫婦生活營的新嘗

層夫婦在姻婚關係上有極大的需要，更讓我們

一群同工獲得寶貴的經驗。在公元二千年，我

們祈望繼續與工福合作，進深探討。也計劃與

庭。 

 

※過去的日子中，我們看見愈來愈多的義工夫婦

回應神的呼召，加入我們的行列。他們不問報

酬地擺上時間精神，熱心參與，為我們帶領營

會，出版刊物、策劃宣傳等不遺餘力。我們在

此向他們表示衷心感謝，亦求神呼召更多夫婦

一同侍奉。 

 

※香港家新在九七年成立初期，完全沒有定期奉

獻收入，作經費預算殊不容易。短短兩年多後

的今天，已有約十位弟兄姊妹以自動轉賬形式

定期奉獻給香港家新。若我們所侍奉的對象目

標也是您所認同的，請您也支持我們，讓我們

可以無後顧之憂，勇往直前。 

 

前瞻 

※公元二千年我們有一個新嘗試，在二月春節期

間我們將安排一個標準的三日兩夜「教牧領袖

恩愛夫婦營」，並邀請各宗派和教會中具有影

響力的牧長伉儷參加。不但費用全免，而且專

程從美國請來邱清泰博士和他的太太余竹君

姊妹親自帶領。我們一方面盼望牧者能享受主

的恩典，亦希望藉此傳遞家新的異象。直到現

時為止已有十多對的牧師夫婦應邀參加。這個

了。祈求香港家新能更深植根香港，服事各階

層的家庭。 

 

※近期我們收到一些教會的邀請，希望家新為他

們的夫婦辦營會。一切場地、食宿、宣傳、經

費等均由教會自行安排，香港家新祇須派出帶

營祝福更多夫婦，又省卻我們很多營務行政功

夫。在公元二千年，我們將應邀主領五個這樣

形式的夫婦營。若其他教會也希望我們這形式

服侍您們的話，我們是十分歡迎的。請與我們

聯絡。 

 

※香港的夫婦家庭工作逐漸成型之際，我們也關

心到其它地區的需要。透過總會的安排，我們

有機會將夫婦營帶到荷蘭和多倫多。林廣潤牧

師夫婦曾在九九年在荷蘭帶領夫婦營，今年二

月荷蘭將有一對夫婦專程來港接受訓練。而多

倫多方面，香港一對有心夫婦正策劃舉辦一個

以教牧為對象的夫婦營。我們更希望在公元二

發展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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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20 5316, 9372 1754(幹事)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HK)  傳真：(852) 2420 3591  電郵：cffc@hknet.com  綱址：http://www.hknet.com/〜cffc 

龐元燊律師 

mailto:cffc@hkne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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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筆時已屆進入公元二仟倒數，今天（1999 年 12 月 30 日）的空氣污染，全港各區的指數均

超越百位數字，創香港有史以來最高的紀錄。環境污煙障氣，人心漆黑無望，經濟前途未卜，我們

得以跨越兩個千禧年，是有福的一群、抑或是有禍呢？ 

 

現代人似乎脫離不了“忙碌”。身為父母的忙於：工作、家事、教會事奉；子女的學業、課餘

興趣班、行為及成長指引等。多少父母可以“樂在忙碌中”，則見仁見智矣！很多家庭在假期間喜

歡安排長途或短線旅遊，藉此輕鬆享受一番。誰不知往往忙於趕飛機、趕車、觀光時間表、姻親探

訪等。來去匆匆，最終回到家裡才可舒一口氣！單身貴族是否又閒暇有餘？以我的經驗，在晚上十

時或更晚才是最高成功率可以找得著他們。工作、進修、約會、各式各樣的會議．．．時間總是充

塞得滿滿的。基督徒在事奉上身兼數職，忙碌不堪，但能夠真正榮神益人的卻不盡是！另一邊廂，

迷失的青少年人啪丸送命、糾黨遊盪、不務正業、嗟跎歲月。小小年紀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不知

為何而來，為何而去！ 

 

活在忙碌現代社會的基督徒來說，要得著智慧，好好運用時間，優次有序，實在不容易。

90：12。 

 

父母每天要應付的事務很多，但不盡都重要， 

不及每天特定一段時間，與子女“雙向”溝通，以基督的心作感化教導。 

 

新世紀資訊爆炸、是多元化學習模式，但不都能培育出堅勒屬靈生命的孩子， 

不及最終下一代能走在真理的正路上，經得起黑暗邪惡世代的衝擊。 

 

教會很多事奉崗位懸空，但不都是主的心意讓“我”來填補， 

不及先求問天父心意，然後順服接受主的召命和差遣！ 

 

「你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千禧伊始，願我們每天開始任何工作前，先安靜在主面前，

聆聽主的聲音，按照聖經的指引，得著智慧的心，來選擇當天何為何不為，成為一個“忙而不亂”，

主所稱心喜悅的子民！ 

 

 

 

 

叢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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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代禱 

 

 

 

 

 

「美滿婚姻齊共享」夫婦重聚餐會暨家新之夜 
日期時間：2 月 12 日(星期六)下午五時至晚上八時半 
  地點：青衣路 22 號香港專業教育學院 C 座學院餐廳 
  費用：每位$100 
  勉勵：邱清泰博士、邱余竹君女士 
 

歡迎邀請其他夫婦赴會 
尚餘小量名額，報名從速！ 
 

豐富自助晚餐 

邱清泰、余竹君伉儷 

與您齊享甜蜜婚姻 

葵芳地鐵站專車接送 

報名辦法：將夫婦姓名、聯絡電話傳真至本會（Fax No. 2420 3591） 

餐費支票：抬頭“家庭更新協會（香港）有限公司”郵寄至：新界荃灣德士古道廿五號四樓  
查  詢：2420 5116, 2420 5316, 9372 1754          

 

  第一至第五屆受訓夫婦重聚  
 

  匯聚全港受訓夫婦，以敬拜進入新紀元，為得全城家庭獻主前！ 
 
日期時間：2 月 21 日(星期一)晚上六時至九時 
  地點：會址(荃灣德士古道廿五號四樓) 
  費用：晚餐費每位$40 
 

課題難題？觀摩交流！ 
清泰竹君－鞏固更新！ 
 
 
 

 

 

 

二仟年上半年營會已開始報名，地點暫定為青衣霍英東樓（或更佳之營地）。參加者請盡早辦理，手

續可致電幹事林莊卓英師母索取報名表。 

日期       名稱       帶領夫婦     

4 月 21-23 日(星期五至日)  第十二屆恩愛夫婦營  沈鉅萬傳道夫婦、及合作夫婦   

4 月 23-25 日(星期日至二)  第十三屆恩愛夫婦營  龐元燊會長夫婦、及合作夫婦 

6 月 4-6 日(星期日至二)  第七屆教牧夫婦營   龐元燊會長夫婦、林廣潤牧師夫婦 

6 月 30-7 月 2 日(星期五至日) 第十四屆恩愛夫婦營  劉偉強牧師夫婦、李光平牧師夫婦 

8 月 18-20 日(星期五至日)  第十五屆恩愛夫婦營  劉偉強牧師夫婦、及合作夫婦 

 

 

 

恩愛夫婦營  

精彩營會， 
 適合非基督徒，  
  尋覓“ 天長地久”   
   美滿婚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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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更新協會”將於今年﹝AD2000﹞在美國北加州聖荷西 Westin Hotel /Santa Clara Convention Center 舉
辦“世界華人家庭會議”，日期是七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家新”最大的挑戰是辦好這個跨世紀歷史性的
“世界華人家庭會議”。兩年前神給“家新”會長邱清泰博士看到一個異象：神已經賜給世界華人教會一個
鐵三角： 

                                    教會 

 

           專業心理輔導人員             家庭服務機構  

 

  魔鬼在這末世最終的目的是要拆毀教會﹝神的家﹞，而最有效的方法是破壞信徒的家﹝人的
家﹞，特別是愛主而又願意服事主的信徒家庭。為了粉碎魔鬼的詭計，神早已興起也儲備了兩個特種部隊：
專業基督徒心理輔導人員和服務華人家庭的福音機構。 

  “家新”董事會在今年五月終於同心議決全力推動籌備“AD2000 世界華人家庭會議”。目的是希望
把這個鐵三角給建立起來，透過同心禱告、讚美與交通，希望能促進教會教牧、專業心理輔導人員以及服務
華人家庭的福音機構，三者之間的對話與聯繫。 

 大會籌備會已經邀請了七位中外神重用的主題講員，針對華人家庭在下一世紀將會面臨之挑戰與危機
作出精闢的剖析與講解。另外還邀請了約 40 位不同的教牧、專家與學者主領超過 60 個專題和講座。
 我們計劃報名人數約在 1200 – 1500 人之間，大會的預算超過 30 萬美金，估計參加者繳交的註冊膳宿
等費用可以有一半的收入，不足的約 15 萬的美金請您代禱和奉獻支持！也希望各位弟兄姐妹踴躍報名參加。 

詳情請洽家新香港分會，電話：(852)2420-5116，傳真：(852)2420-3591，E-mail:cffc@hknet.com。詳細
大會節目表、講員介紹、報名辦法、請參考大會的 Website:www.cffc.org/conference2000。 

 
 
一九九九年九月至十月份收支簡報     一九九九年九月至十月份徵信錄  

進項    30/9 - 2/10夫婦營 $1,390.00 
夫婦營營費 13,600.00   Annie Lam $1,000.00 
夫婦營預收營費 11,700.00   Wong Shuk Wah $1,000.00 
奉獻收入 58,044.50   方放 $300.00 
其他收入 6,750.00   李守儀 $1,000.00 
產品 5,230.00   杜婉霞 $200.00 

  進項共計  95,324.50  奇極創作室 $10,000.00 
支項    林廣潤牧師夫婦 $1,600.00 
夫婦營支出 21,406.40   宣道會沙田堂 $8,800.00 
經常費及行政支出 54,942.66   唐財方牧師夫婦 $1,000.00 
印刷及郵費 2,974.90   基督會 $2,700.00 
奉獻總會 50,000.00   梁燕玉 $1,400.00 

支項共計  129,323.96  郭榮耀夫婦 $200.00 
本期結餘  (33,999.46)  陳有敬   新加坡幣$100 $454.50 
承上結餘  148,067.84  陳偉民 $250.00 
結轉下期  114,068.38  陳榮照 $200.00 
 
夫婦營津助金    麥景行夫婦 $20,000.00 
承上結餘 52,200.00   曾康年 $500.00 
本期支出 1,000.00   程國維 $200.00 
結轉下期 51,200.00   劉國華 $3,550.00 

      
代收／代支賬    播道會康福堂 $400.00 
承上結餘 2,015.00   謝振南夫婦 $1,500.00 
代收總會款項 1,604.60   職業司機團契 $400.00 
結轉下期 3,619.60    $58,044.50 
 

顧問：余慧根牧師、周永健院長、麥希真牧師、蔡元雲醫生                美國總會：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董事：邱清泰博士、麥景行先生、龐元燊律師                                               3350 Scott Blvd.,Bldg’ #57  
會長：龐元燊律師              幹事：林莊卓英師母                                           Santa Clara, CA 95054                                                       
核心委員：林廣潤牧師夫婦、麥景行董事夫婦、龐元燊會長夫婦                           Tel：(408) 986-6086 
財務小組：何祐康先生、梁燕玉小姐                                                         Fax：(408) 986-6088 
出版組：林莊卓英師母、唐余美麗師母、黃超靈牧師、廖洪坤先生、龐陳麗娟女士                 E-mail：mailroom@cffc. org 
恩愛夫婦事工小組：唐財方牧師夫婦、黃超靈牧師夫婦、劉偉強牧師夫婦                Internet：http://www.cffc. org                
（以上排名以筆劃序）                      

非賣品，如欲奉獻或讀者登記，歡迎透過所附之回郵封處理。                    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刊文章，請與本會聯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