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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二年．一／四月  第二十三期 
                                              

 

 
 

 會長的話                      
                      龐元燊律師

       家庭更新協會香港分會於一九九七年

四月二十日成立，至今已經五年了。我們並沒有

打算舉辦甚麼大型節目來慶祝，這不是因為我們

覺得沒有可慶祝或感恩的地方。相反，值得我們

慶祝和感恩的事實在很多，只是我們更希望在這

成立五周年的時候，安靜在神的面前，尋求神的

指示，讓神繼續帶領前面的五年。 

 

回想創會之時，我們憑信心定下一些在人看

來非常遙不可及的五年計劃。在過去的五年裡，

憑著神的恩典，現在竟然已經達成或距離目標不

遠。以我們這樣有限的資源，能在短短五年內有

這樣的發展，實在非常感恩。 

 

展望未來，香港分會的方向基本上是配合總

會的計劃至二零一零年能接觸一百萬對夫婦和

家庭，及培訓二仟對帶領夫婦。香港分會首次由

本地執訓夫婦負責的訓練課程，將於八月十二至

十五日舉行，報名將於本月底截止。請各檢定夫

婦推介在夫婦事工上有負擔的夫婦接受訓練。營

會方面，教牧夫婦營將仍是我們的重點，仍然免

費提供給全港教牧。今年七月廿九至三十一日的

教牧夫婦營已經滿額，而下一個教牧夫婦營則定

於在十二月廿六至廿八日舉行，請有需要的牧長

留意。 

 

此外，香港分會亦希望在未來的五年，致力

發展其他層次的夫婦營，諸如第二階段（較進深）

及基層人仕的夫婦營等。對於第二階段的進深

營，我們在事工小組內嘗試摸索，初步已有一點

輪廓，並在試驗中，希望能夠在二零零三年推出。 

 

香港的檢定夫婦最近又增添了兩對生力

軍，他們都是第五屆的訓練學員，分別是：羅國

雄、羅鍾素文夫婦和莫鉅章、莫張碧霞夫婦。謹

祝以上兩對夫婦在未來的日子，更被神所使用，

藉著他們的家庭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資深義工唐余美麗師母在香港分會已經服

務三年有多。唐師母已於四月轉為全時間工作，

不能再一如以往的定期來到「家新」辦事處事

奉。我們深切多謝唐師母一直以來為「家新」無

私的付出，願神親自報答唐師母的辛勞。同時我

們感謝神呼召陳黃美心姊妹，願意成為我們的義

工，每周定期前來辦事處接替唐師母的工作。 

 

數算以上恩典，感到主恩深廣，未來我們將

會盡力拓展祝福香港家庭的事奉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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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ffc.org.hk   http://www.cffc.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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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營會是每一對夫婦必須參加的。我們做每一個

行業都需要花至少兩年以上才可入行，而作夫妻卻很

多時一無所知：當中的委身、男女之別、感情／感覺

的流露與剖白、婚姻中的苦樂、夫婦存款的需要、性

的滿足．．．這都是營會中能給我們學習的頂好機會。 

                  徐志賢 

多讚多賞多激勵 

有笑有淚有真情 

少理少駁少垃圾 

同心同行同上路 

梁文康 

溝通圍牆被拆毀 

感覺如同在天堂 

衝突到來不驚怕 

寬恕認罪得釋放 

 

存款帶來心喜悅 

合一家庭見證多 

蝴蝶水牛永相依 

家庭更新萬象興 

 少燕、石麟 

 

結婚三年多，雖然一直都很開心，但總覺得這段感情未

夠深化。恩愛夫婦營令我深深體會夫妻的愛，原來可以

如此真實，更充滿歡樂的眼淚。This is a “life-changing” 

experience. 除了學會一些很有用的技巧以豐富夫妻相

處之道，更經歷了夫妻如何敞開自己，彼此認罪、接納。

經歷更深一層的愛，reach to the in-depth of the soul. 

這些經歷對我們夫婦關係的成長很有幫助。I’ll highly 
recommend this to all couples that I know. 

  Christina 

感謝神!「家新」滿有主的充滿和能力，使我和丈
夫能排除萬難來到營會，又保守了孩子們在家中的
平安快樂。營會當中，領會夫婦的真情流露，擅用
不同的語調，帶領活動和遊戲，語言精煉帶出真
理，使我印象難忘。我學了很多鞏固婚姻的實用技
巧，感謝神和「家新」的同工，恩愛夫婦營有建設
性，無殺傷力，值得推薦給全世界的夫婦。   
                                   曾小紅 

在這營會不但學到夫婦相處溝通的技巧，而且更

在生命有突破。按我的性格是硬直爽朗，纏綿肉

麻的說話，雖然三十年夫妻生活，亦從未出口，

但竟然在情人晚宴中，我可以寫出一封我認為肉

麻卻情意綿綿的情書送給我丈夫，令到丈夫很感

動，亦因此得獎，是超過我所想所求。最大收獲

是重拾昔日的溫馨，燭光晚餐、寫情書、跳蘋果

舞都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很好玩，好像年輕了

很多。謝謝「家新」為我們所預備和設計！   

                許穎嫻 

 

 

 

 29-31/3/2002 夫婦營 

26-28/12/2001 
教牧夫婦營 

15-17/2/2002 夫婦營 

29-31/3/2002 夫婦營 

此頁照片網上可閱讀彩色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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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分會 
 新網址電郵：即日生效   

網址 http://www.cffc.org.hk   

電郵 cffc@cffc.org.hk 

由下期開始，印刷版將會按讀者回覆要求寄 

達，電郵版讀者亦會在刊物出版後收到電郵 

通知閱讀電子版。沒有回覆讀者將不再收到 

本會通訊，敬希留意。 

 感恩：去年本會憑信心設立免費教牧營，全

年共提供３７對免費名額（七月份廿五對，

十二月份十二對），支出費用超過六萬元。感

謝主親自供應和您的熱心支持！ 

 第七屆訓練課程定於八月十二至十五日

舉行，歡迎有心志參加的夫婦聯絡本會幹

事，報名期限至四月底。 

 肢體消息 

1. 檢定夫婦洪少樂、楊秀英定於四月十六

日出發前往塞班島、天寧島宣教。請為

他們到達工場各方面適應及其留港家人

代禱。 

2. 檢定夫婦李光平、彭艷桃將於今年八月

前往泰國宣教，求主使用他們成為福音

使者，保守他們各項出發安排。 

 奉獻呼籲：請紀念本會免費「教牧夫婦營」

及「夫婦營津助金」的需要，讓您的參與祝

福香港更多家庭的婚姻。奉獻辦法請參考夾

附之回郵封。 

 喜訊：第五屆受訓夫婦羅國雄、鍾素文及莫

鉅章、張碧霞兩對夫婦順利通過總會評鑑，

成為檢定夫婦，謹此祝賀。願主大大使用他

們，成為更多夫婦及家庭的祝福！ 

 

      

      恩愛夫婦營報名資料  

 

 

 

 

 

 

 

 

 

 

 

 

 
 
 
 
 
 
總會及其他分會 
1. 求神帶領、祝福 4 月份分別在澳洲

Melbourne、洛杉磯、加拿大各地、美西南所

舉辦的恩愛夫婦營會，賜每一對帶領夫婦精

神與魄力，以及保守、看顧他們的家庭，使

之無後顧之憂。求主預備參加夫婦們的心，

並大大祝福每個營會。 

2. 請為「家新」各地的負責同工做守望的禱告。

特別是加拿大分會今年營會數目培增，加上

時往各教會團契主領有關婚姻家庭系列的專

講及推介工作，令同工們身心忙透，請為他

們的家庭、教會事奉及個人的靈性迫切禱告。 

3. 粵語「你儂我儂恩愛夫婦訓練課程」將於

4/19-22 在北加州舉行，請為報名情況迫切禱

告，求神感動更多操粵語的 MER 夫婦加入帶

領服事的行列。 

4. 於 7/19-21 在三藩市灣區將舉辦「2002 年家

新北加家庭研討會」，主題是「衝擊下的華人

家庭」。求神保守及帶領一切籌備事宜。 

 

 

現正接受報名營會 類別 

五月十八至二十日（星期六至一） 平信徒 

六月廿九至七月一日（星期六至一） 平信徒 

七月廿六至廿八日(星期五至日) 平信徒 

七月廿九至三十一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 （滿額） 

八月二至四日(星期五至日) 非信徒 

十二月廿六至廿八日(星期四至六) 教牧 

 報名可於本會網址 http://www.cffc.org.hk 下載報名表，或致電幹事林莊卓英師母索取表格：937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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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零零一年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份收支簡報

 

   二零零一年十一至二零零二年二月份徵信錄  二零零一年一至十二月全年收支簡報 

奉獻者 金額   奉獻者   金額  進項  

D1 $40,000  中國播道會恩福堂 $12,000 夫婦營營費 184,500.00 

Evert(Sec.)Ltd $20,000  九龍靈糧堂中央圖書館 $400 奉獻 535,550.20 

Wong Shuk Wah    $2,000  宣道會北角堂 $1,000 其他事工 53,800.00 

梁燕玉 $2,800  宣道會海怡堂 $1,000 產品  11,446.78 

李守儀 $4,000  宣道會葵涌堂 $2,115 銀行利息 509.59 

杜婉霞 $400  學基浸信會 $500     進項共計 785,806.57 

程國維 $400  李少燕 $2,000 支項  

吳進坡夫婦 $800  方放 $500 夫婦營支出 276,731.40 

林廣潤夫婦 $4,000  Fung Wai Lun $200 其他事工 61,353.19 

劉國華夫婦 $11,110  周杏芳 $3,700 經常費及行政費支出 337,287.05 

洪少樂 $2,015  卓國權 $1,000 郵費及印刷費 38,964.20 

陳廣材夫婦 $5,000  姜麗連 $3,500 雜項 28,180.30 

黎德強 $500  梁金有 $500 奉獻總會 101,776.40 

蕭慶儀 $300  陳宇光 $1,500     支項共計 844,292.54 

龐凌志 $2,600  陳榮照 $500 本年結欠 (58,485.97) 

何定邦 $3,000  劉明芝 $500 承上年度結餘 187,720.65 

Greenville Converting  $1,000  王寶權夫婦 $500 結轉下期 $129,234.68 

Mr. & Mrs. Siu Kam Lam $500  金巴崙長老會道顯堂 $2,000   

Tsiu Chun Wai $6,525  香港基督徒聚會中心 $400 夫婦營津助金  

林健文 $2,000  海濱平安福音堂 $2,000 承上結餘 45,100.00 

林瑞興夫婦 $2,000  趙葉麗 $200 本期收入 1,500.00 

彭達賢夫婦 $500  劉文輝夫婦 $2,500 本期支出 900.00 

黃明心夫婦 $500  黎裕宗 $200 結轉下期 $45,700.00 

楊啟毅夫婦 $2,000  霍文輝夫婦 $20,000   

吳達文 $400  羅國彥 $10,000  

李光平 $2,000  譚梁玉笑 $500  

李廣義 $5,000  周國材 $1,000   

   合計 $191,565   

二零零二年一至二月收支簡報      

進項   支項    

奉獻 $110,475  夫婦營 $38,423.80 本期結存 37,597.79 

其他收入 $25,110.09  行政及其他 $59,563.50 承上年度結餘 129,234.68 

進項共計 135,585.09  支項共計 $97,987.30 結轉下期 $166,83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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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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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景行董事夫婦、龐元燊會長夫婦、林廣潤牧師夫婦                               Tel：(408)986-6086 

財務小組：何祐康先生、梁燕玉小姐                                                       Fax：(408)986-6088 

出版小組：黃超靈牧師、龐陳麗娟女士、林莊卓英師母                                        E-mail：mailroom@cffc. org 

事工小組：劉國華夫婦(召集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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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少樂牧師夫婦、陳雪夫夫婦、羅國雄夫婦 

義務核數師：雷鄭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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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