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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新港聞 
                                    二零零零年．五／六月  第十四期 

                                              

 

 

 會長的話                                     龐元燊律師

家庭更新協會香港分會在一九九七年四
月成立的時候，我們就首五年的事工定下了目
標。轉眼已經三年了，應該是個適當的時候作
個中期檢討吧！當年我們定下的目標有六點： 

 
1. 恩愛夫婦營在五年內遞增至每年舉辦五至六次   
2. 藉香港分會直接舉辦的夫婦營接觸300對夫婦 
    藉受訓夫婦自發舉辦的夫婦營接觸4000對夫婦 
3. 訓練 100對帶領夫婦 
4. 達至 2002年產生「訓練夫婦」，在本港自

行訓練「帶領夫婦」 
5. 五年內觸及全港各教會 
6. 將家新事工帶給祖國同胞 
 

從一九九八年開始，我們已定期每年舉辦
兩個教牧營及四個公開營，更彈性地按需要增
加，今年則將開辦六個公開營。藉著「家新」
營會，我們已接觸到 268對夫婦。至於受訓夫
婦自發舉辦的營會所接觸到的夫婦，我們有資
料的約有 398對夫婦。但有些營會是我們沒有
資料而無法統計。 

 
分會成立至今，已舉行五屆訓練課程，共

有 81 對夫婦受訓。未來兩年內每年最少應有
十對夫婦接受訓練，所以應該不難達到我們的
目標。 

 
 
 
 
 
 
 

今年三月，我們已經將夫婦營帶到中國杭
州，在西子湖湖畔舉行夫婦營。 

 
在香港方面，大部份較大的宗派我們已有

機會接觸過，求神帶領在未來能觸及全港所有
宗派並所有教會。 

 
在九七年訂定目標時，希望在 2002 年產

生「訓練夫婦」，是很大膽的目標。透過最近
與邱清泰博士和總會溝通後，這個大膽的目標
也有可能實現，形式未必是某一對特定夫婦擔
任訓練事工，而是由多對夫婦組成，以「團隊」
形式負責訓練。這樣，帶領夫婦的訓練可以更
靈活地推行，香港的事工可望更有效地推展。 

 
請大家繼續為未來兩年順利達到並超越

我們的目標而代禱，更為我們第二個五年目標
的訂定而代禱。 

 
美國總會籌備多時、具有劃時代意義的

「將心歸家」──世界華人家庭大會，將於七
月十三日至十七日在美國加州灣區舉行。這是
一個難得的機會，我們一家都已報名，希望大
家把握機會參加。今年「家新」國際同工事工
聯席會議將緊隨家庭大會，在七月十七日下午
於總會舉行。我和麗娟將代表香港出席，回來
後再向大家報告。 

我們唯一的同工卓英師母一直以來祗是
部份時間的同工，但她的工作量卻與全時間無
異。董事會經過考慮後，決定從五月起將她轉
為全時間同工，而卓英師母亦同意這安排。感
謝神，我們終於可以自豪地告訴人：「我們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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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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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維州 

 

 

新約聖經中提到一位少年人，他深得保羅的器

重，保羅甚至稱他為「屬靈的兒子」，這就是提摩太。

提摩太是什麼人？根據（徒 16：1-5）提摩太是路司得

人（即今日的土耳其中部，介乎以色列和希臘中間），

他父親是希臘人，母親是一位「信主的猶太婦人」，所

以提摩太是一位「希猶混血兒」。雖然如此，他卻深得

同鄉稱讚（徒 16：2），他信主之後，保羅邀請他加入

宣教旅程，多次帶同他一起到外地佈道，成為保羅的

得力助手、親信。保羅除了稱他為「神的執事」（帖前

3：2），更加稱他為「同工」、「兄弟」、甚至「兒子」。

所以他們的關係是很密切的。 

（羅 16：21；林後 1：1；提前 1：2，18；提後 1：2；

門 1；來 13：23） 

 

聖經絕少提到提摩太的親生父親，只有一句，就

是說他是一位希臘人（徒 16：1）。在提摩太的信仰生

命中，影響他最重要的人，除了是後期他的屬靈父親

保羅之外，還有前期兩位很重要的人物：他外祖母羅

以及母親友尼基（提後 1：5）。 

 

「猶太人母親 (Jewish Mother)」原來不是一個普

通的名詞 ── 不只是一位猶太人的母親！原來「猶

太人母親」是一個尊稱，一個配受人敬重的稱號。怎

樣才可以被人尊稱為一位 Jewish Mother？ 

 

猶太人非常重男輕女，女人在社會中很難有地

位，所以大部份女性，在生兒育女之後，都會盡力去

撫養和教育下一代，並且將猶太人的信仰和文化很扎

實地教導她們的子女，讓他們從小認識這位獨一的真

神，知道耶和華神曾經如何救贖他們的祖宗、帶領他

們的民族，將來成為一個不折不扣的猶太人。她們以

教導每一個猶太人的子女，無論去到那裡，都以「猶

太人」的身份自豪，以他們的信仰驕傲，這就是她們

一生教育子女的目標。被尊崇為「猶太人母親」！一

位真正的 Jewish Mother，除了養育子女、供書教學外，

還要傳遞民族傳統和信仰，是家庭中的「宗教主任」！ 

 

 

提摩太就是來自一個這樣的家庭，（提後 1：5）

「想到你心裡無偽之信，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羅以，

和你母親友尼基心裡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裡。」提

摩太深得他外祖母和母親的祖傳 ──「無偽之信」，

以致保羅都非常羡慕提摩太可以「從小明白聖經」，因

為這聖經能使他因信基督耶穌，有得救的智慧（提後

3：15） 

 

我們很期望基督教的信仰能夠在家庭中「薪火相

傳」，男人很多時顧及事業，以致家中信仰的傳遞是靠

母親的。如果丈夫還未信主，做妻子的更加責無旁貸。

常見的家庭「咒詛」：例如父母怎樣傷害、疏忽我們，

我們也一樣地傷害、疏忽下一代；上一兩代的破裂婚

姻，在我們這一兩代又再悲劇重演 …..這就是「家族

的咒詛」。我們要切斷它，不要讓它蔓延下去，用耶穌

的愛去取代它。今日，神既然讓我們當中一些姊妹在

家庭中，首先相信祂，被選召作為一個現代的 Jewish 

Mother，就讓我們珍惜這位份，在家庭中做一個「信

仰的傳遞者」──Jewish Mother。 

 

有些婦女信了主，丈夫未信，很擔心不知如何帶

丈夫信主？雖然這絕非容易，但我們可以先做一位

Jewish Mother，將福音帶給孩子，當丈夫見到妻子和

兒女信主後：妻子賢淑、兒女孝順，他一定很想認識

這位耶穌到底是何許人？可以將一個本來亂七八糟的

家庭，弄得如此和諧！試看近期「影音使團」的電影

《地茂廚神》和「路德傳播中心」的話劇《變心人》

都是很好的例子。很多夫婦信主的個案，大多數都是

太太先信主，然後再感動丈夫。所以各位做母親或太

太的，你想早日全家歸主嗎？請先從你的子女著手，

先做一位 Jewish Mother，將來信主的子女也會與妳一

起帶丈夫歸主，那時不再是「孤軍作戰」了。縱使丈

夫最後不信，我們這「無偽之信」已經傳給我們的「提

摩太」了！作為母親的，有什麼最珍貴的東西可以傳

給下一代？──  金錢？金飾？不！信仰是最寶貴

的，不單止可以「旁身」，更可以終生受用，代代相傳！

你願意做一個 Jewish Mother，將信仰傳遞給下一代

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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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視婚姻，受用一生。 
二人合一，榮耀歸神。 
再次立約，永遠不分。 
每日存款，夫婦更新。  

                          梁廷益、吳楚彤 

 

 

 

    

不同的烹調方法及配菜，故吃的時候很享

受，也後悔吃得太遲。           曾黃有卿 

 

 

 

 

 

     

  三日兩夜夫婦營，輕鬆自在添歡笑。 

 

 

婚姻生活要美滿，學習溝通必勝訣。 

 

    

 

    感謝神讓我和丈夫有 

機會參加教牧領袖恩愛夫婦 

營，我倆已結婚廿八年，但在這三日兩夜

的營會中，我對丈夫的瞭解比過去廿八年

更多。                           胡袁百英 

 

 

 聖靈再一次提醒我得罪配偶和對她的
虧欠 

 有如再一次渡蜜月 

 十分輕鬆的營會…得益的實在太多… 

 是一個不可多得的營會，願天下的每一
對夫婦能參加起碼一次。 

 願意在經濟上支持「家新」。      

                                    陳廣才 

 

 

 

 

 

 

 

    

 真誠分享互激勵，婚姻路上成戰友。 

    
   研討心得齊分享，坦誠敞開加互動。

你儂我儂 
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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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零年一至四月份收支簡報 

二零零零年一至四月份徵信錄    二零零零年一至四月份收支報告 

        

奉獻者 金額   奉獻者   金額 進項  

7-9/1/2000家新夫婦營 $1,290.00  梁燕玉 $2,800.00 夫婦營營費 8,500.00 

9-11/2/2000教牧夫婦營 $1,000.00  郭兆和 $500.00 2/2000 年夫婦進深營營費 16,000.00 

Eugenia Tsui Wan Yu $100.00  陳偉民 $100.00 2/2000 訓練課程 28,600.00 

Kwan Tit Shing $1,000.00  陳雪夫 $400.00 奉獻收入 171,460.00 

Lai Kin Chung $100.00  麥景行夫婦 $45,000.00 其他收入 17,040.00 

Lai Wing Hon $100.00  彭滿圓 $1,000.00 產品收入 13,200.78 

Li Yiu Tung $100.00  曾維州夫婦 $500.00     進項共計 254,800.78 
Ng Chun Ming / Chow Wai Ching $1,000.00  程國維 $600.00   

Wong Shuk Wah $1,500.00  楊家傑 $100.00   

Wong Yau Hing $2,000.00  溫偉民夫婦 $20,000.00 支項  

Wu Kim Ling Bella $200.00  熊啟光夫婦 $1,000.00 夫婦營支出 40,576.50 

基督會 $8,400.00  劉文輝 $4,000.00 2/2000 年夫婦進深營支出 18,000.00 

方放 $200.00  劉國華夫婦 $8,050.00 2/2000 訓練課程支出 32,330.10 

王小菁 $100.00  鄧達強 $1,000.00 經常費及行政費支出 116,176.37 

江紹祥夫婦 $900.00  鮑世明 $2,000.00 印刷及郵費 25,133.10 

余慧根 $3,000.00  龍精亮 $1,000.00 奉獻總會 50,000.00 

吳灝烜 $1,000.00  蘇章倫夫婦 $200.00     支項共計 282,216.07 

李守儀 $4,000.00  蘇穎智夫婦 $2,000.00   

李春娥 $1,000.00  九龍靈糧堂中央圖書館 $400.00   

李祖耀 $100.00  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2,000.00 本期結餘 (27,415.29) 

杜婉霞 $500.00  朱活平夫婦 $2,000.00 承上結餘 188,125.41 

沙田浸信會 $5,000.00  江靄雯 $200.00 結轉下期 * 160,710.12 

沈鉅萬 $1,000.00  何雪芳 $1,000.00  ＊包括固定資產及存貨共 110,972.96 

林廣潤夫婦 $3,200.00  姜麗蓮 $1,000.00   

長沙灣基道堂 $1,000.00  洪少樂 $100.00   

胡文俊夫婦 $200.00  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 $3,000.00 夫婦營津助金  

唐淑媛 $500.00  循道會沙田堂 $400.00 承上結餘 51,200.00 

家新之夜現金奉獻 $4,200.00  頌主堂香港分堂 $300.00   

活石堂九龍堂 $3,000.00  廖洪坤 $20,000.00   

活石堂九龍堂-夫婦營 $4,320.00  黎少清 $300.00 代收／代支賬  

   黎淑娟 $500.00 承上結餘 3,619.60 

    $171,460.00 代付總會款項 19,420.00 

     結轉下期 (15,8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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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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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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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國華夫婦           Internet：http://www.cffc. org  

義務核數師：雷兆和會計師事務所                

            （以上排名不分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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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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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與活動 
 
 
 
今年七月十三至十七日在美國加州 Santa Clara 舉行，中外多位著名講員分別主領不同的演講及專題，報名詳情
請參閱附寄之宣傳單或瀏覽網址 http://www.cffc.org/conference 2000。大會為鼓勵教牧參加，設特惠半價優惠，
報名從速。 

 

 

 

 

 

 

 

 

 

 

 

 

 

 

 

日期：二零零零年九月十三日（中秋節翌日假期）  時間：上午九時半至下午一時(會後自費共進午餐) 

地點：本會（新界荃灣德士古道廿五號四樓）   對象：本會受訓夫婦，必須夫婦一起報名參加。 

費用：每對夫婦$100                                 截止：即日起報名，額滿即止。 

講員：梁廷益、梁吳楚彤伉儷                

      (梁牧師為沙田浸信會主任牧師，具多年牧會、主領研討會及帶領夫婦營經驗；夫婦同心，配搭事奉。) 

 

課程特色：就帶領夫婦營之需要而設，提昇及培訓帶領夫婦。下期內容包括「公開演說與溝通技巧」、「約見之 

     基本輔導技巧」等。講員夫婦均曾參加本會之恩愛夫婦營及具經驗。上列為第一期課程，藉此匯聚 

     機會，必能加強本港受訓夫婦質素，請踴躍參加，盡早報名。 

 

   時間 程序 內容 

9:30 - 10:00 歡迎、敬拜  

10:00 - 12:00 專題：小組動力 1. 帶領夫婦如何在營會開始時令參加者開放和投入。 

2. 分組討論時帶領夫婦的角色與責任。 

3. 即場實習。 

12:00 - 12:15 心得分享 富經驗之帶領夫婦分享帶領課題心得。 

12:15 - 1:00 經驗交流 各帶領夫婦自由分享。 

 

 

 
日  期：十月五日下午四時至十月七日下午二時        地點：烏溪沙青年新村 
專題講員：李正榮牧師伉儷、黃超靈牧師伉儷      費用：待定 
兒童節目：小學組（萬國兒童佈道團）              名額：３０個家庭，請預留時間參加。 
     中學組（青年牧師子女帶領）         主辦：教會更新運動。(本會協辦) 

 

營會地點為青衣霍英東樓，首天上午十時開始，                                     至第三天下午四時離營。 

費用每對夫婦$1,700，每次營會名額 12 對。                                        享受再渡密月,報名從速。 

 

今年下半年營期即日開始報名 營會 帶領夫婦 

6 月 30 至 7 月 2 日（尚餘 3 對名額） 第 13 屆夫婦營 劉偉強牧師夫婦、李光平牧師夫婦 

8 月 4 至 6 日           (滿額) 第 14 屆夫婦營 劉龍華傳道夫婦、楊家傑傳道夫婦 

8 月 18 至 20 日    (尚餘 7 對名額) 第 15 屆夫婦營 (非信徒) 劉偉強牧師夫婦、何應景傳道夫婦 

9 月 30 至 10 月 2 日     (滿額) 第 16 屆夫婦營 林廣潤牧師夫婦、麥景行董事夫婦 

10 月 6 至 8 日 第 17 屆夫婦營 洪少樂牧師夫婦、莫鉅章傳道夫婦 

12 月 27 至 29 日 第 8 屆教牧夫婦營 龐元燊會長夫婦、林廣潤牧師夫婦 

 

 

 

 

 

 

 

歡迎全家大小一起參加， 

共渡天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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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會 
1. 非信徒恩愛夫婦營（8 月 18 至 20 日） 

請特別為此營會禱告，求主幫助每一對參加夫婦能順利入營，營會中求聖靈感動參加者投入開放； 

使用帶領及協助夫婦，成為神話語出口，為福音及建立婚姻家庭打美好勝仗！ 

2. 帶領夫婦裝備課程（9 月 13 日上午） 

求主使用這個聚會課程，預備帶領夫婦參加，藉以鞏固香港的帶領夫婦。 

3. 經濟需要 

下年度預算已制定，全年支出需要超過港幣七十萬，平均每月所需奉獻最少為六萬。 

四月份結存流動資金約為五萬元，實際每月定期收到之奉獻只有$13,400，其他為不定期奉獻。 

請為我們金錢需要禱告，求 神為「家新」預備所需。請您考慮以每月自動轉賬形式奉獻，數目 

多少不拘。願更多肢體加入我們這屬靈爭戰行列，同心為主建立香港的家庭！ 

4. 本期通訊只郵寄「家新港聞」,總會因人手及經費不足，五/六月份之「家訊」暫停刊出，以便全力 

準備七月出版之"十週年特刊"。 

  

美國總會 

1. 感謝 神，「世界華人家庭大會」已有 500 多位來自世界各地的弟兄姊妹報名，雖與預定人數 1200-1500 人尚

有相當距離，相信神必要成就祂的應許，讓我們繼續用信心為大會忠心代禱。 

1)求 神繼續在各地帶領大會宣傳工作，親自感動人心報名赴會。這個月，邱會長在 New York, Toronto 等地

與當地的牧者會面聚餐，為大會作宣傳推動，為此代禱。 

2)求 神保守講員、同工在主裏預備信息、配搭事奉。並帶領青少年節目、兒童節目、音樂節目、閒話家常、

晚宴及敬拜節目之預備工作，並大會手冊，家新十週年特刊之編印。 

3)求 神帶領大會前 40 天之接力禁食禱告，感動更多關心大會的人參與此禱告團隊。願 神在大會中彰顯祂

的榮耀權能，並施行潔淨、醫治、釋放、重建的工作。 

2. 竹君姊妹正經歷一種藉刮痧、拔罐排毒的療程，禱告求 神藉此醫治她，讓她腦瘤得以完全痊癒，並在醫治

中與她緊密同在，減輕她的疼痛。五月廿七日是邱會長夫婦結婚卅週年紀念。求  神繼續保守他們美滿幸福

的婚姻生活，不受惡者的攻擊。也為在過去三十年來他們在我們當中所作夫妻同心事奉的美好見證，感謝神。 

3. 求 神帶領在「世界華人家庭大會」之後緊接著召開的「國際家新同工會」及 7/18 舉行的「家新董事會」，

願一切會議內容、討論及決定合神心意。 

4. 六月九日至十一日在加拿大有平信徒的恩愛夫婦營，這是加拿大分會第一次在多倫多辦營會，由邱清泰博士

主領，有三對溫哥華受訓的帶領夫婦飛往多倫多支援，求 神祝福這營會，也求 神親自開啟「家新」在多

倫多的事工。 

    

香港家庭更新協會 聚會報名表 

姓名：(夫)                                (妻)                  

日間電話：            （夫／妻） 聚會教會：                

報名聚會： 13 屆夫婦營   15 屆夫婦營   17 屆夫婦營   教牧夫婦營   

   帶領夫婦課程  教牧家庭營   世界華人家庭大會 

費用支票：銀碼 ＄１００   銀行名稱        (只適用於帶領夫婦課程) 

注意：參加夫婦營、教牧家庭營或世界華人家庭大會，只須先傳真此表至本會(2420 3591)辦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