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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三年．三／四月  第二十八期 

                                              
 
 
 
                      
                       龐元燊律師 
 

踏破鐵鞋無覓處，我們尋找已久的幹

事，  神終於為我們預備了，劉羅瑞儀姊

妹已於四月一日履新。 
 
瑞儀姊妹與丈夫劉家祥先生於二零

零二年五月初次與我們接觸，參加了我們

的恩愛夫婦營，  神隨即帶領他們夫婦二

人於同年八月接受帶領夫婦訓練，他們亦

於復活節期間帶領中華基督教會屯門

堂、田景堂與香港家庭更新協會協辦的夫

婦營，他們二人對夫婦事工的熱切和負擔

可見一斑。 
 
瑞儀姊妹原先任職於一家國際公司

擔任高級秘書，她願意放下原本穩定的商

職而來家新服侍，讓  神使用，我們十分

感謝她的擺上，願  神悅納並且親自報答

她。 
 
瑞儀姊妹上任後，卓英師母將仍是我

們的義工、執訓夫婦，和我們的親密戰

友，大家將仍有很多機會與卓英師母同

工。 
 
三月底的二十六日至三十日，家新總

會在加拿大的溫哥華召開了第四屆的國

際同工事工聯席會議，本人代表香港分會

出席。在四天的會議中，讓我能深入認識

在世界各地事奉的家新同工，實在難能可

貴；而令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溫哥華同工們

的積極投入，及彼此緊密的聯繫和支持。

而台灣事工的迅速發展和中國的廣大禾

場，實在開廣了我的眼界。另外竹君師母

雖然剛做過開腦的大手術，亦不辭勞苦，

坐上兩小時的飛機從三藩市到溫哥華與

我們見面，鼓勵和支持我們，看見手術的

成功和她復原的迅速，真為她感恩。我和

邱清泰博士傾談時，邱博士更鼓勵香港分

會協助在澳門和廣東省的廣東話夫婦營

事工，我們必定全力以赴，求主為我們開

路。而第五屆的國際同工事工聯席會議暫

計劃於二零零五年在香港舉行。 
 

今年的復活節，我們原先計劃的三個

夫婦營在同一個周末在兩個不同地點進

行，但因非典型肺炎肆虐，有兩個營會被

迫取消。在五月尾、六月尾、七月及八月

亦陸續有多個夫婦營，恐怕這非典型肺炎

疫症會影響營會的計劃。求  神賜我們智

慧，讓我們知道如何作出最適當的安排，

亦請為我們代禱，捆綁撒旦的攻擊，讓家

新的事工免受阻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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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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劉羅瑞儀 

 

 
 

感謝  神的帶領，感謝龐元燊會長及

林莊卓英師母的信任，更感謝外子劉家祥

的支持，讓我可以加入家新這個大家庭。

回想去年初，雖然我再萌停止工作、在家

專心照顧三個小孩的念頭，但仍沒有與家

祥直接商量，因數年前我曾經提出這想

法，但沒有得到他的認同，加上經濟上的

需要，我惟有把這想法擱置下來。然而這

念頭卻不斷浮現，我惟有向  神求一個明

證，若這是  神的心意，衪必成就這事，

讓家祥主動向我提出。 
 
去年五月，我倆參加了家新的恩愛夫

婦營，之後兩個月，家祥數次建議我辭退

工作，在家專心照顧孩子。我的心裏滿是

喜樂，  神應允了我的禱告！於是我繼續

求  神帶領我前面的每一步，看看是否需

要留在家裏，或是  神有衪的美意，要我

做其他更有意義的工作：能事奉那愛我們

的主是好得無比的。為求  神指引我的方

向，除了不斷禱告外，查經班的姊妹也成

為我屬靈的守望者。 
 

 
 
 

 
 
 

參加了恩愛夫婦營，對家新的工作很

有負擔，看過家新總會的家訊及雙月刊之

夫婦分享，我的心更被感動，於是家祥和

我報名參加去年八月的帶領夫婦訓練

營。那時心想，如果家新若需要聘用人

手，我就去試試。這個「奇」想我還沒有

與人分享，只是把它藏在心坎裏。直至十

一月初，當我看到林師母請辭的消息，便

向師母查詢家新的工作，與師母及龐會長

分享我的領受，有幸他們都願意接納試用

我。 
 

深知自己是一個軟弱的人，要接林師

母這個努力經營的棒委實不易，願上帝的

能力覆庇我，在我這軟弱的人身上顯出衪 
的榮耀來。 
 

 

 

 

 

 

 

 

 

 

 

 

 

「當你說愛的時候，其實你還不懂愛； 

只有當你付出的時候，你的愛才開始成熟。」 

《杏林小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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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課程及夫婦營 營會／訓練課程 

六月廿九至七月一日(星期日至二) 平信徒 （待確定） 

六月三十至七月二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 

七月十八至二十日(星期五至日) 平信徒 

八月四至七日(星期一至四) 第九屆訓練課程 

八月十一至十四日（星期一至四） 進深營 

九月十二至十四日(星期五至日) 平信徒 

十月三至五日(星期五至日) 平信徒 

十二月廿九至三十一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 
 
六月三十至七月二日教牧營地點將改為上水碧溪莊，現尚餘少量名額， 
報名從速！  
第九屆訓練課程已接受報名。  
報名可於本會網址 http://www.cffc.org.hk 下載報名表， 
或致電幹事劉羅瑞儀索取表格：9372 1754 

 

夫婦營 
分享園地 

香 港 第 一 屆 進 深

營 現 已 開 始 接 受

報名, 暫定的內容

有：「與神有約」、

「親子關係」、「壓

力與能力」、「含情

脈脈的眼」等等。

歡 迎 曾 參 加 恩 愛

夫 婦 營 的 夫 婦 報

名。 

好消息！ 

我們夫婦二人的關係總體說是平穩不算

差，入營前並無特別期望，但相信上帝自有帶

領，我們順服便可。 
營中令我感受最深刻的是三日後死期到的

一課，這提醒了我沉睡或怠慢的傳福音心態。 
我們夫婦二人藉此營會翻開了夫婦生活新

的一頁，使我們互相更關心對方的需要，從而彌

補關係中的遺憾。這類夫婦營對任何一種情況的

夫婦都有幫助，值得推薦。              牛精

在入夫婦營之前是帶着一些期望，希望

能夠在營裡面，自己的問題得到解決，盼望

帶領者能為我分析問題所在，從而得到幫

助。 
帶着一個向帶領者投訴的心態，投訴丈

夫的不是，說明自己在家中的付出是很辛苦

的，然後想他認同我的苦處。 
感謝  神，祂知道我的無知，沒有令我

在別人面前感到羞愧。祂知道我需要的是甚

麽，在營會中我學習到謙卑、順服，讓我想

到其實他是一個好丈夫，只是自己單看他的

短處，而忘記看他的優點及他對家人的付

出。 
感恩的是透過這個夫婦營，令我更懂得

學習欣賞家中每一個人，包括丈夫。凡事謝

恩，讓  神作我們一家之主，榮耀 
歸於父  神，阿們！    李陳雅芳 

18-20 / 04 / 03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 
田景堂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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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婦營禮券：面額分港幣三佰元及五佰元
正。歡迎購買贈送親友，禮券可於報名時  
扣除面值營費，有效期兩年。 

 
 
 
 
 
 

 
 
 
 
 
 
 
 

 
 

 

 

 

 

 

 

 

 

   二零零三年一至二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三年一至二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D1 $20,000  播道會恩福堂 $6,000 奉獻 78,730.00
Wong Shuk Wah    $1,000  宣道會德荃堂 $1,150 訓練課程收入 24,200.00
Cheung Ho Man $1,000  宣道會海怡堂 $1,000 產品收入 4,774.45
Lam Yat Wa $3,000  宣教會恩基堂 $5,320     進項共計 107,704.45
杜婉霞 $200  大埔基督徒會堂 $500 支項 
程國維 $200  主恩福音堂 $5,000 夫婦營支出 5,689.20
梁燕玉 $1,400  九龍靈糧堂中央圖書館 $400 訓練課程支出 22,760.30
李守儀 $2,000  上海家庭更新協會 $5,000 奉獻總會 26,000.00
吳進坡夫婦 $400  周國材 $1,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34,202.30
林廣潤夫婦 $2,000  吳達文 $600     支項共計 88,651.80
劉國華夫婦 $4,860  陳少芳 $2,000 本期結餘 19,052.65
吳冠文夫婦 $1,200  周杏芳 $10,000 承上結餘 145,176.67

賴榮漢夫婦 $2,000  合計 $78,730 結轉下期 $164,229.32

朱鏡明夫婦 $1,000  教牧夫婦營基金 ($1,600) 夫婦營津助金 
彭達賢夫婦 $500  平信徒夫婦營基金 $65,000 承上結餘 63,400.00
   *夫婦營津助基金結轉 *$63,400.00 結轉下期 *$63,4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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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三年一至二月份收支簡報

本刊照片網上可閱讀彩色效果

 請為香港祈禱，求  神憐憫，盡快止息非典型肺
炎的肆虐，讓市民心享平安，讓「家新」香港營
會不受影響，可以如期舉行。特別為六、七月夫
婦營營地需要禱告, 因霍英東樓巳被醫管局徵用
為臨時醫護人員宿舍，若有適合營舍，請與會長
或幹事聯絡。 

 教牧營基金：為造就教會，本會教牧營不收費
用，此基金現已為負數，請代禱。 

 請懇切為「家新」總會事工發展禱告。特別是全
力推動在中國、台灣、加東、美東、西歐、夏威
夷、新加坡、東馬、西馬以及紐西蘭等國家及地
區之「恩愛夫婦營」事工。為新事工所需的經費、
人力、物力禱告。 

註：上述數字未經核數師覆核，只供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