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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七年十一月至十二月    第五十四期
                                              
 
 

   
滿心感恩                      龐元燊會長 
               

     聖誕節翌日，內子麗娟和我懷著依依不捨的心情，送女兒士洛到機場。

這回，她要離開我們半年，到美國參與大學的交換生計劃。 
 
    回想二十多年前，在大兒子出生之前，為了做好準備當父親，看了好幾

本書。其中最深刻的一個課題，是提醒讀者從孩子一出生開始，便要作好準

備，到孩子十八歲的時候，可以完完全全的放手。 
 
    作為父母，我感受到「放手」的確是個難學的功課。十多二十年的「準

備」，到了女兒真要離開的時候，心情還是這麼沉重。然而，最感恩的是兩個

孩子從小就認識神、明白真理，這對我來說是唯一的保障。如果女兒還未認

識主耶穌的話，很難想像這份忐忑的心情不知還要高出幾多倍。耶穌基督降

世是要送給我們珍貴禮物，其中的一份禮物正是這一份平安。 
 
    中午離開機場，麗娟和我決定到霍英東樓走走，因那裏的第六十二屆和

六十三屆恩愛夫婦營快要完結；我們到達時剛好來得及聽他們的見證和分

享。原來在兩個夫婦營中都有未接受主耶穌的營友決志信主，慶幸之前沒有

打消探營的念頭，而錯過了這份喜悅。神藉著營友們的見證，再一次清楚地

告訴我們，家新所作的一切，都是非常值得的。另一位太太分享她報了名參

加夫婦營後，公司卻不讓她請假，這位太太堅決要來，必要時辭去工作不幹

也在所不惜。她對夫婦營抱這樣大的信心，實在給了我們很大的鼓勵。結果

她既不須辭工，又能參加夫婦營，因為神必看顧敬畏祂的人。 
 
 香港家新 2008 年的恩愛夫婦營日期已全部上網，請從速報名，並請代為

推介。一年一度的「鶼鰈情繫家新夜」將於 5 月 17 日假銅鑼灣警官會所舉行，

曾參加恩愛夫婦營的夫婦，如欲透過是次聚會邁向婚姻更合一之路，萬勿錯

過這珍貴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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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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營 
分享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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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63 屆恩愛夫婦營  

2007 年 12 月 24-26 日 

黃康年 

    真的是感觸良多不能盡錄！但

最大的感受是覺得主真的美麗，祂會

為需要的人安排需要的事！感謝主

幫我，使我知道怎樣做一個好丈夫，

亦使我明白了我妻子的想法，為我倆

日後安排一條好路。 

Richard Lee 

    這 次 收 獲 比 我 預 期 中 來 得

大，從來沒有想過夫婦間的相處是

應該（可以）如此以“方法＂去改

善，這三天聖誕假期的得著，遠比

我花三天外出遊埠為多，我會將這

推薦給任何夫婦，主內或非主內，

新婚或久婚的，謝謝！ 

Amy 

    參加此營會的目的，原是希望能改變自己，對丈夫沒有存太

大的期望，但神竟讓我在營會的認罪悔改的環節中，得著莫大的

喜悅，亦讓我放下自我，同樣向丈夫認罪求饒，深深感受神對我

的愛，從來都無離開過，祂一直都顧念我，縱使以前我犯了多少

罪，做了多少神不喜悅的事，祂依然愛我，在此營會中，我獲得

的是超過我所想所求，衷心願每一對夫婦都能參加恩愛夫婦營， 

從中領受不可言喻的幸福。阿門！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62 屆恩愛夫婦營 

2007 年 12 月 24-26 日 

S.K. Chan     

    我在入營前常和太太冷戰，雙方關係“冰冷＂及不開心。我常

不與太太同睡，使她孤單，令她難受，她又常發脾氣及故意與我為

難；我見不到她會更放鬆及自由。心中常有想“分開＂的念頭，但

想到一對子女及他們不可以在單親或破碎家庭長大而放棄此想

法。近兩年時常持續好好壞壞的關係。但入營後，主大大祝福，感

受主的話語及工作，心靈大大加力，將心底的話與太太分享，而男

女之間的關係與溝通亦大大“破冰＂。雙方靜下來及有“第三者＂

教導及鼓勵，亦看見每一對夫婦亦有每對夫婦的問題，令我獲益良

多。三日兩夜“專心＂弄好兩夫婦關係是很難得、很寶貴，兩夫婦

重溫恩愛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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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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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額有限，報名從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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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取表格：937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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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21 屆教牧恩愛夫婦營 

2007 年 12 月 26-28 日 

細細 

    入營前只是希望可以在營會裡有好好

休息及夫婦二人有好好溝通的機會，因為我

原本覺得我倆的溝通問題不大。 

    在營會中令我感到很震撼，因為我發現

我倆以往在溝通過程中常會有為自己解釋

和辯護的情況，這使我有很深的反省。 

邱傑成 

    未參加前，對這個營會有一定的祈禱。整

個營會的安排都非常有心思和意義，讓我可以

和太太有很多機會和方法表達我對太太的感

受，並且又可聆聽她的心聲。每一次都是寶貴

和甜蜜的時刻，有眼淚也有從心發出的歡笑、

喜樂。我對要走前面的婚姻生活，感到更有盼

望，更有力量，願上帝引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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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七年九至十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七年九至十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金額 

Chan Chi Sang Jackson $20,000.00  黃美心 $2,000.00  夫婦營營費 $64,000.00

Chan Chun Kwan $1,100.00  利明秀 $2,000.00  經常費奉獻 $56,806.00

Cheung Ho Man $1,000.00  潘柏年 $1,000.00  產品銷售 $14,826.00

Cheung Kam Hoi $200.00  呂錦強 $200.00  輔導收費 $10,610.00

Ho Kai Ho $200.00  鄧炳祥 $100.00      進項共計 $146,242.00

Wong Yin Yee Grace $100.00  張則彤 $200.00   

Tsang Chi Kong $500.00  宋錦洪 $100.00  支項  

Mission 4 Company $3,000.00  林丹鳳 $300.00  夫婦營 $55,523.70

不具名 $3,346.00  鄉逸權 $1,000.00  夫婦營手冊 $17,620.78

李守儀 $2,000.00  夫婦營奉獻 $2,950.00  付國際家新版權費 $23,166.00

程國維 $200.00  播道會恩福堂夫婦營奉獻 $2,460.00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 $500.00

梁燕玉 $1,400.00  五旬節聖潔會盧亨利紀念堂 $1,000.00  家新港聞印刷費、郵費 2,463.80

陳秋琪 $1,000.00  大埔浸信會 $1,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66,624.60

劉文輝 $3,000.00  又新浸信會 $800.00      支項共計 $165,898.88

鄭淑華 $2,000.00  香港浸信會聯會 $2,000.00   

劉偉強 $300.00  香港華人基督教聯會 $350.00  本期不敷 ($19,656.88)

  經常費奉獻 $56,806.00  承上結餘 $399,027.71

     結轉下期 $379,370.83

 
 
 

 

 

 

 

二零零七年九至十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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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