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零零五年十一月至二零零六年二月  第四十三期

                                              
 
 
 
   
                   

                     龐元燊律師   
 

 

感謝神！國際家庭更新協會十五周年的一連串活動於二零零五年十一月在香港順

利舉行。第五屆國際同工聯席會議在烏溪沙青年中心舉行，超過一百二十位同工義工

從世界各地雲集，交流經驗，釐定方向。三晚公開聚會中其中一晚有二千人參加，遠

超我們的預期。非常多謝各界人仕的支持，亦感謝香港家新同工義工們的勞苦和投入，

使這項艱鉅的事工得以順利完成。 

  

在國際同工聯席會議中，我們公佈了一項令人興奮的消息：劉國華弟兄經過長時

間的思考和禱告，終於應允以義工身份擔任香港家新副會長。劉弟兄一直以來不辭勞

苦，早已成為香港家新的百搭義工，現在回應神的呼召成為副會長，實是香港家新之

福。神再一次讓我清楚的感覺到，家新的服侍是不孤單的。 

 

 國際家新資源中心發展迅速，荃灣的辦公室已見不敷使用，故另在屯門覓得合用

的地方，並已於二零零六年一月初順利遷妥。有了更大的儲存和發展空間，資源中心

將更能為各地區提供多方面的支援。而香港分會仍留在荃灣舊址不變。 

 

 農曆新年期間的帶領夫婦訓練課程，因報名人數不足而延期至八月十四至十六

日，我們正好使用這空檔，在一年之始，讓香港家新及國際家新的團隊可以到長洲思

維靜院作三天的靜修。面對繁忙的工作，每天都在衝刺，這三天的安靜，是神給我們

一份最適切的新年禮物。在靜思中，我們都各有領受，得著更新。的確，我們得力，

是在乎平靜安穩（賽 30：15）。 

  

恩愛夫婦進深營按計劃今年公開接受報名，唯四月的平信徒進深營已額滿，教牧

靈命進深營仍接受報名，請代向牧者們推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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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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照片網上閱讀可有彩色效果 

關淑君 
感謝愛人到底的上帝！這個營會是我

今年一份最大的禮物，神在當中更新了我們

的婚姻，變得更豐富、更甜蜜，兩顆心更緊

連在一起，拆了中間的阻隔，兩顆透明的心

看得很清楚。 
讓我再次看清神賜我的幸福及恩典！

同時更進深體會愛的真諦！ 

Patrick 

“存款＂是我在這夫婦營中最大的得益，平時

只會到銀行存款，看看有什麼的儲蓄計劃，但想不

到如何為我們的夫婦關係作存款。我想在這三天的

存款比過往三年還要多。相信在營會中開設的夫婦

二人感情聯名戶口的儲蓄，將會不斷提升，在我們

努力之下，必定年年派紅利，高回報投資，勝過儲

蓄 MPF。這是我夫妻倆及給女兒一生受用不盡的！

夫婦營 

分享園地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26-28.12 .2005  

17 屆教牧恩愛夫婦營 

 ☆☆☆☆☆☆☆☆☆☆☆☆☆☆☆☆☆☆☆☆☆☆☆☆☆☆☆☆☆☆☆☆☆☆☆☆☆☆☆☆☆☆☆ 

鍾少溪 
作為教牧，一方面知道夫婦關係

作為榜樣的重要，另一方面卻會為羊

捨命，先培育他人，最後才為自己打

算。感謝主！家新為我們預備“恩愛

夫婦營”，讓我感受到自己夫婦關係

的優先次序，更藉家新的營會，讓我

感受到神及導師們對我們教牧家庭

的關注。願神藉此調較我事奉的方向

之餘更微調我對自己婚姻/家庭的優

先次序。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26-28.12.2005   
18 屆教牧恩愛夫婦營 

Bell 

入營前，我和丈夫的婚姻狀況不大好，我們時有爭

吵，不懂得欣賞對方的優點，不懂得體恤對方，常以為

對方虧欠了自己，又沒有時間去溝通和處理以往積壓下

來的問題和衝突、誤會與負面感受。入營前希望有更多

溝通和安靜一起禱告、讀經的時間。營中最深刻的印象

是擘餅的環節，因為我們可以互相說出欣賞對方的說

話，也可以彼此在主面前互相認罪，同時又可在此經歷

配偶的原諒和主的寬恕，如釋重負，我們可以重新去接

納對方和在主裡重新建立我們婚姻的關係，也肯定對方

以往為自己所作的，感受到對方作為自己的配偶，真的

不枉此生，認為自己的配偶是最好，是神所預備最好的

禮物。因此這營十分值得推薦給其他夫婦參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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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24-26.12 .2005  
恩愛夫婦營 

牛牛 

婚姻是一生的承諾，又是一生的訓練。“恩愛

的夫婦關係＂是每一個家庭的期望，但並非 Free 
Gift，要訓練，要放下自己、學習、更新，也要別人

（其他同樣都渴望和努力建立恩愛家庭的同行者）

互相支持鼓勵。 

這個訓練營正好給我這些訓練、教導，及同行

者的支持、鼓勵，更有經驗豐富的導師帶領，得益

良多！自覺今次是我倆夫婦的一次更新機會，一次

新開始，盼望日後更有進步成長，也願神祝福這十

多對夫婦一同成長建立“恩愛夫婦＂之家。 

Wendy 

入營前的我對婚姻很絕望，覺得沒有出

路一樣，雖然結婚只有 4 年多的時間，但近

一年已覺得很無助及孤獨，看不出婚姻應該

帶給我的幸福及快樂，所以我盼望上帝在這

一次的營會給我一個神蹟。在這三天裏我尋

回我自己在家庭及丈夫心目中的價值，透過

了練習，其中深刻是存款及清垃圾的練習，

丈夫那份真情流露，讓我驚訝及不敢相信，

現在我對婚姻的感覺是「一切從新的開始」。

香港家庭更新協會 

31.12.2005 - 2.1 .2006  
恩愛夫婦營 

YK 

入營前尚覺得夫妻關係不錯，男主外，女主內。家

中一切由太太打理，自己在外工作，為家庭所需「糊口」

努力！入營期望為姑且一試心態，看看有什麼最新的方

法、技巧增加夫婦間的溝通效果！ 

在營中的認罪與饒恕的環節中，認識到自己對妻子

確實不夠體諒，在 20 多年的婚姻生活中，太自我中心，

將所有時間都投放在工作中，不了解亦不幫助妻子分擔

及處理家中及女兒的需要。當我在此環節得到妻子公開

的以耶穌饒恕罪人的大愛也饒恕了我的錯，感到得到更

新及支持，亦得到了妻子的原諒和愛的肯定。 

Gold in miry clay 

參加“恩愛夫婦營＂對我來說，真

是喜出望外，得到很大的釋放。以往我

倆夫婦的關係出現危機，面臨危機，身

體、心理、靈性都受損，我成了抑鬱、

忿怒、恐懼、憎恨的奴隸。感謝主！在

營中我得到釋放、饒恕、赦免，像一個

新造的人，在 2006 年 1 月 1 日從新學習

與妻子同行，學習如何去愛護她、體貼

她。哈利路亞，感謝主！榮耀歸與釋放

我身、心、靈的主耶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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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零零五年九至十二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五年九至十二月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劉國華夫婦 $3,300.00 進項 金額 

Cheung Ho Man $2,000.00  鄭淑華 $6,000.00 經常費奉獻 $109,907.00

Cheung Kam Hoi $300.00  鄧達強夫婦 $1,000.00 夫婦營 / 進深營營費 $85,500.00

D1 $10,000.00  鄺翠霞 $2,000.00 帶領夫婦訓練課程 $6,000.00

王音發 $500.00  龐凌志 $6,000.00 輔導收費 $24,140.00

何亮同 $5,000.00  羅光明 $1,000.00 夫婦事工退回費用 $10,810.80

李守儀 $4,000.00  Evert (Secretaries) Ltd. $5,000.00 產品銷售 $748.24

李惠芬 $500.00  Liau, Ho & Chan $10,000.00     進項共計 $237,106.04

杜婉霞 $400.00  9月30日-10月2日 夫婦營 $490.00 支項 

周天馼夫婦 $15,000.00  12月24-26日 夫婦營 $1,400.00 夫婦營支出 $66,321.45

洪莉玲 $500.00  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恩福堂 $2,000.00 夫婦事工支出 900.00

梁燕玉 $2,800.00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亞居拉團契 $500.00 奉獻總會 $140,000.00

梅嘉慧 $1,500.00  沙田浸信會 $1,200.00 國際同工會 $29,805.60

陳裕奇 $200.00  香港浸信教會 $9,000.00 家新港聞印刷費及郵費 $1,811.30

陳誠東夫婦 $1,000.00  神召會元朗福音中心 $3,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169,086.69

陳誠根夫婦 $500.00  基督教多加堂 $350.00     支項共計 $407,925.04

麥景行 $960.00  基督教宣道會海怡堂 $2,000.00 本期結餘 （$170,819.00）

程國維 $400.00  基督教香港信義會尊聖堂 $1,607.00 承上結餘 $483,511.37

葉陳瑞慈 $4,000.00  基督教華人神召會 $500.00 一至八月份調整 $23,329.11

廖釗華 $4,000.00  經常費奉獻 $109,907.00 結轉下期 $336,021.48

 

 

 

 

 

 

二零零五年九至十二月份收支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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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家新：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董事：邱清泰博士、麥景行先生、龐元燊律師           1101 San Antonio Road, Suite 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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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untain View, CA 94043 
會長：龐元燊律師    幹事：劉羅瑞儀女士         輔導員：龐陳麗娟女士     U.S.A. 
財務：何祐康先生、葉偉塘先生             電腦技術支援：趙民忠先生        Tel：(650) 605-0701 
出版：龐陳麗娟女士、劉羅瑞儀女士                                                Fax：(650) 605-0706 
事工小組：劉國華夫婦(召集人)、劉偉強牧師夫婦、唐財方牧師夫婦                 E-mail：mailroom@cffc. org 
          陳雪夫夫婦、羅國雄夫婦、劉家祥夫婦、潘柏年夫婦 、鄧英傑夫婦          website：http://www.cffc. 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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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權所有，如欲轉載本刊文章，請與本會聯絡。

 
二零零六年 營會／訓練課程 

四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四月十四至十七日（星期五至一） 進深營（額滿） 

四月十八至二十日（星期二至四） 教牧靈命進深營 

五月一至三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營 

五月五至七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六月三十日至七月二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八月四至六日（星期五至日） 公開營 

八月十四至十六日（星期一至三） 帶領夫婦訓練 1

註 1：預早報名，享有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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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姊妹索取表格：9372 1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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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以上排名不分先後。上述數字未經核數師覆核，只供參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