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二零零一年．一／二月  第十八期 
                                              

 

 
 

 會長的話                      
                      龐元燊律師

    

 

家庭更新協會香港分會每年以舉辦兩個

教牧夫婦營和四個公開夫婦營為目標。此

外，更經常應邀往各教會主領聚會和夫婦營。 

 

透過與教會的接觸和了解，我們覺得夫

婦營對教牧同工十分重要，一方面能鞏固建

立教牧自己的婚姻狀況，同時亦可以在牧養

中幫助會眾。一些我們所認識，而且在夫婦

家庭工作推動有顯著發展的，多是參加過夫

婦營的教牧，他們認定夫婦營的作用和會友

的需要，由上而下的在教會中推行。 

 

參加過營會的夫婦都會發覺從夫婦營所

得著的與所付出的營費相比，實在是遠超所

值。但我們亦聽過營費對某些教牧來說，實

在感到吃力。我們以往曾鼓勵教會贊助他們

的牧者參加夫婦營，作為對牧者的回饋，而

我們的盼望是能看到更多的牧者有機會參加

夫婦營。 

 

香港家新的同工們，在商討二仟零一年

的事工的時候，作了一個大膽的嘗試：以後

的教牧夫婦營完全免費！ 

 

香港家新沒有龐大的現金儲備，而一次

夫婦營的費用支出也不少。但我們相信若然

這是神的心意和所喜悅的事情，祂必定會供

應一切所需。也請您為我們這個方向、決定

和需要代禱。 

 

第一個免費的教牧夫婦營將於七月三十

日至八月一日舉行，地點仍然選用青衣島的

霍英東樓。我們期望能夠透過這次營會，接

觸到我們以前未曾有機會接觸到的教會、宗

派及神學院，請各讀者代為推介。 

 

四月份平信徒夫婦營，截稿時經已滿

額，其後的兩個平信徒夫婦營將於八月十至

十二日及九月廿九至十月一日舉行，報名亦

已開始。 

 

今年唯一的非信徒恩愛夫婦營定於八月

十七至十九日舉行，歡迎推介未信主的夫婦

（或配偶未信）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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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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鄭 如

    去年我們一家三口懷著歡欣的心情，進入公元二
千年，除了迎向新一年的開始，更因為我們快將遷往
一較大的居所而興奮。 

  一切裝修執拾事宜忙過後，便寫信告知親友新住
址。信正待寄出，便知悉兒子灝倫得病。當時匆匆補
上數語，請大家代禱記念，並作「精彩故事」預告。 

能以冷靜的心情面對，皆因深信父神要透過這經
歷，祝福兒子的生命，且要讓我們在當中看見神奇妙
的作為...... 

 

 

發現病情的經過 

  一年多前，灝倫左耳聽覺出現問題，起初不以為
意。後來由公司的專科醫生檢查，估計或許是受到碰
撞令神經線損毀；又或許是過濾性病毒影響；另一個
較低的可能是有腫瘤。 

  由於檢查沒有副作用，費用亦由公司支付，灝倫
淡然決定接受詳細檢查。誰料報告的結果是腦內長有
一個比乒乓球還要大的「聽覺神經線瘤」，且大至把腦
幹也推歪了...... 

  在我們漫不經心下，神的愛卻早已覆庇我們。在
接著的檢查及治療過程中，神掌管著一切。 

神賜出人意外的安排 

  教會的余弟兄（著名腦外科私家醫生）在治療方
面為我們提供免費且寶貴的意見，令我們不用惆悵。
他更坦誠相告謂：沒有必要就私家醫院數十萬圓的昂
貴手術費而借貸，就是外國的手術，也不能有更高的
成功率保証。 

透過余醫生，轉介灝倫往廣華醫院，由該院腦外
科高級顧問郭醫生操作手術，余醫生當時也臨場觀看
過程。由兩位資深醫生，帶領其他醫護人員在政府醫
院接受手術，就是有錢人家也未必能如此安排。由於
手術精細，需要借助一部「電腦導航」的系統儀器，
幫助醫生更準確的切割腫瘤。原來全港獨有這所醫院
有此設施。 

驚險歷程 

由於腫瘤太大，壓毀聽覺神經，手術後左耳將失
去聽覺功能；加上靠近面部神經線，有一半機會令左
面肌肉不能控制，以致咀歪眼不能瞌。醫生預計手術
只能切除大部份腫瘤，餘下靠近面部神經線日後再採
用「迦瑪刀」清除。 

 

 

 

 

 

  醫生充滿信心且親切友善的態度，令我們稍為安
心，他比我們更著緊保持灝倫的面容。可是作為父母，
想到兒子的容貌日後或許有變，不免心有戚戚然。但
神藉「受苦有益」這首詩歌安慰我們：「每次的打擊，

經歷神許可的雕琢，兒子生命更像恩主，不比容貌像
我們更好嗎？主啊！為這一切，我們邊流淚邊讚美！ 

神賜出人意外的平安 

  〈手術前〉我們看到神給予最好的安排，領略到
「在神凡事都能」的真實。透過家人、主內弟兄姊妹
的關懷，讓我們"知道"不只是我們一家面對這經歷，
乃是大家陪伴我們一起面對。灝倫在等候手術期間，
亦學習忍耐和交託。因病他享盡了家人、朋友、牧者
和弟兄姊妹的關顧和支持。 

  〈手術後〉手術歷時十個多小時，當郭醫生告訴
我們腫瘤已完全清除，不用再做迦瑪刀時，我們不禁
放下心頭大石！灝倫從手術室推進深切治療房時，包
著的頭部、手上及口裡都插著管子。咀唇由於長時間
吸著氣喉而腫得像兩條香腸，人雖然辛苦但也頗清
醒。感謝父神看顧保守！ 

康復進展神速 

  醫生預計灝倫需留在深切治療病房五、六天，但
第三天他已返回普通病房，第十天拆線出院。感謝神
垂聽禱告（教會及海內、外的肢體，都迫切地為灝倫
的手術及康復祈禱）；也感謝大家的問候、探訪、湯水
和補品的餽贈，這份愛的情誼，對我們來說是無比珍
貴的！ 

精彩故事陸續有來 

  出院後，灝倫面部肌肉不能控制，大家都以為這
是手術的後遺症。當灝倫到醫院探望病友時，護士即
時安排他見醫生，才知道是腦部積水，需要針灸治療，
經過廿多次痛楚的療程，終能恢復風采！ 

人說：「神的恩典夠用。」灝倫卻說：「何止夠用，
簡直超過我們所想所求！」病患加速他的成長，加深
他對生命的體會...神啊！縱然失去左耳聽覺，但願灝

 

 

  人生的每個際遇，神都與我們同在。祂不會把過
重的軛加給我們，絕望中總有出路；艱難的背後必是
祝福，這就是我們能凡事謝恩的理由......但願人因耶和
華的慈愛，和祂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稱頌祂！ 

 

 

                         

   

 

 
 

 

深哉!耶穌的愛! 
(作者全家照) 

手術前清晰可見的酒窩 

手術後三天由深切治療房遷出 

今日的風采 

團契中述說主的慈愛 

（版權為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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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愛夫婦營 

分享園地 

“ 家新” 能一針見血地針對今日
無數家庭、婚姻、教會以及社會問題
的癥結，恩愛夫婦營的材料是首先回
到聖經去，從最基本的單元開始，從
婚姻中去建立夫婦，建立最基本且最
重要的單元，以致我們能在婚姻中享
受神設立婚姻的美意及恩典！我十分
衷心地推薦每一對基督徒夫婦， 
  在一生中最少參加一次。  
                     黃永雄 

婚姻生活就好似患了一埸重
病，四處找醫生去醫治，藥力
過後又再患病。但透過夫婦
營，讓我們彼此能夠找到一個
合适的醫生對症下藥，將病源
根治。我們好像一個患了頑疾
的病人得到醫治，康復後的一
個喜樂的心。 
                   鍾國祥 
 

雖然信主十年，結婚五年，只
有這個營會才能真正將我與
丈夫之間的關係拉得這麼
近，在神的愛與饒恕中重新建
立，將以往的罪及傷痕連根拔
起，讓我與丈夫之間能夠因彼
此坦誠原諒得到和好，重新建
立基督化的家庭，讓主在我家
居真正首位，盼望主繼續祝褔
家庭更新協會的事工及同
工。阿門！                   
                   石嘉鳳 

很多時服侍人，甚少有這樣被人服侍的機
會。感謝一班同工夫婦為我們所預備的一切，我
相信知識很重要，但敞開的生命和真摯的分享更
有果效。在牧養的過程中，看到人心中真正的需
要正是這些。最後，「不能愛看得見的妻子／丈
夫，怎能愛看不見的神呢？」願與君互勉之。                    

高志明、陳海儀 

 

 

 我會以「喜出望外」、
「刻骨銘心」和「旭日初升」
來形容自己在這次營會的
得著（收獲）。我倆夫婦的
婚姻關係，以前總在兜圈子
或在迷宮中苦無出路，白費
氣力。如今仙人引路，走出
黑暗森林，滿有盼望、憧憬
和信心。加上營後有支持小
組的跟進和鼓勵，在婚姻兩
性關係的路上，我倆並不孤
單。 

           何保賢 
 

 

 
 

Satisfied.  Based on past experience, I 
expected nothing from a camp like this; 
but to my surprise, the Lord really worked 
wonders in my marriage through this camp.  
God helped Olivia and I to know each other 
at a deep level than ever before.  We 
leave this Camp with full of hope in God’s 
purposes for our life and ministry.  

Praise the Lord.                                
                              Ken 

第 18 屆恩愛夫婦營 

(5-7/1/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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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會及外地分會消息 
1. 求神帶領、祝福各地家新事工的推展及新事工的建立，讓家新事工與各地華人教會及福音機構有更密切的 

   同工，並普及於各地華人社會更多的群體，進入更多國家與地區。 

2. 求神保守、祝福總會與各地分會、協調小組美好的同工團隊，也在各地興起更多同工、義工加入家新事奉 

   行列，以因應更多事工之需求，尤其是營會的帶領夫婦與同工，求神親自呼召與預備。 

3. 求神將家新的異象顯明在更多弟兄姊妹的心中。興起更多代禱勇士，為家新事工代禱，建立嚴密、有能力 

   的代禱網絡。也感動更多人在金錢奉獻上，參與家新事工，使家新有充足的經費發展全球事工。 

4. 邱會長在家新十年繁忙事奉後，今年二月至八月展開為期半年的長假，享受主裡的靜修。願主與他同在，祝

福他身心靈得享安息，重新得力。也求神全然醫治竹君的腦瘤。 

5. 感謝神，加拿大分會林醒文弟兄自今年二月起，將全職擔任加拿大分會總幹事，願神祝福他一家及在家新的

事奉。 

6. 求神帶領二、三月份分別在 Dallas(2 月 16-18 日)、南加州(2 月 17-19 日)、西雅圖(2 月 17-19 日)、加拿大

(3 月 9-11 日)舉辦的恩愛夫婦營。與帶領夫婦同在,使他們事奉有力。也讓每一對參加夫婦蒙福得造就。 

7. 求神帶領「恩愛夫婦訓練教材」之修訂，及影視磁碟之製作與課程手冊的印製工作。 

 

  

 

 

 

 

 

 

 

香港分會 
1. 2001 年起，本會決定教牧夫婦營不收費用，以造就教會及牧者，最新之教牧夫婦營訂於 7 月 30 至 8 月 1 日

舉行，報名請聯絡幹事林師母。 

2. 為印製精美彩色夫婦營"紀念冊"贈予每對夫婦，本會斥資購置彩色鐳射打印機，並已投入服務。 

3. 2001 年度訓練課程暫定於國慶假期間由總會邱清泰博士主領，歡迎有志委身「恩愛夫婦事工」服侍之夫婦

參加，報名詳情請留意下期通訊。 

4. 「恩愛夫婦事工小組」增添新力軍：感謝主！由本年度起承蒙洪少樂牧師夫婦、陳雪夫夫婦及羅國雄夫婦加

入義工團協助推動本會異象。求主興起更多義工及夫婦加入「家新」事奉行列，也祝福每一位同工、義工的

家庭、工作與事奉。 

5. 奉獻呼籲： 

a. 「夫婦營津助金」：此津助特別為有經濟需要之夫婦提供支援，另外亦設「教牧夫婦營津助」，專為教牧

同工營會支出，歡迎教會或個別人士支持奉獻。 

b. 「經常費」：為本會發展、行政及各支出需要。憑本會奉獻收據可在本港作免稅申請。 

6. 肢體消息 

a. 檢定夫婦劉龍華弟兄胃癌代禱：劉弟兄一月下旬發現胃癌，一月三十日進行割除腫瘤手術。 

感謝主！手術過程順利，報告為初期胃癌。劉弟兄現正休養康復中，求主全然醫治，堅固夫婦二人。 

b. 檢定夫婦許沛賢弟兄、第四屆受訓夫婦雷振華弟兄按牧誌慶：按牧典禮於二月十八日假播道會恩福堂舉

行，特此祝賀！ 

 

 

教牧夫婦重聚日花絮 

 

 

 

 

在
婚
姻
的
路
上
，
我
們
並
不
孤
單
．
．
． 

回到現實生活中，實踐主愛家園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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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儂、我儂」恩愛夫婦營報名表  
 
 
 
 
 
 
 
 
 
 

目的：參加者從繁忙的工作和生活中抽離，透過群體互動及上帝介入，更新及建立更美滿婚姻生活。 

時間：第一天由上午十時開始，至第三天下午四時離營。 

地點：新界青衣霍英東樓（新界青衣路 22 號，鄰近美景花園） 

營費：每對夫婦港幣$1,800（包括住宿、膳食、燭光晚餐、會議室場租、茶點、 

   營刊及學員手冊）。教牧同工免費。 

講員：本會檢定或受訓夫婦擔任。 
 

 

            學習與實踐夫婦相處之道及婚姻關係共 12 個課題： 

1. 婚姻受苦論 

2. 婚姻無後門有天梯 

3. 存款與提款 

4. 蝴蝶與水牛 

5. 原生家庭 

6. 溝與通 

 

 

 

1. 夫婦須全時間出席營會，不可遲到早退，亦不可中途離營。 

2. 營會不設託兒，請自行安排子女的照顧。 

3. 積極投入營會每項環節，包括：夫婦二人或小組討論、群體活動及分享。 

4. 信徒：需經教會負責牧養之教牧簽署推薦確認。 

教牧：傳道需經堂主任簽署。如參加者為堂主任，則由執事／理事會主席或顧問牧師簽署。 
 
 
 

   

 

 

 

 

 

 

姓名：(夫)                                (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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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請先傳真此表報名(傳真：2420 3591)，本會將再送上正式報名表。 查詢請電 9372 1754 林師母。 

參加營期 

營會資料 

參加條件 

根據華人教會資深家庭輔導員及家庭更新協會創辦人

邱清泰博士、余竹君女士多年來在婚姻輔導上的心得，

幫助參加者建立和鞏固夫妻之恩愛關係。 

 

營會內容 7. 感覺就是感覺 

8. 夫妻對話 

9. 吵架的藝術 

10. 親暱與性 

11. 合而為一 

12. 行動與計劃 

 

 

請 v 日期 2001 年度恩愛夫婦營 

 7 月 30-8 月 1 日(一至三) 第 8 屆教牧夫婦營(教牧) 

 8 月 10-12 日(五至日) 第 21 屆夫婦營(平信徒) 

 8 月 17-19 日(五至日) 第 22 屆夫婦營(非信徒) 

 9 月 29-10 月 1 日(六至一) 第 23 屆夫婦營(平信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