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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零零九年一月至二月    第六十期 
                                              
 
 

    
鶼鰈情繫家新夜                      潘柏年 - 籌委會召集人 
               

    耶和華是愛。家新的由來便是秉承了神這話語，鼓勵夫妻之愛建基在與神親密

的關係上，鑄成那堅貞牢固的婚姻鐵三角，為主作見證，惠己及人，相得益彰。 
 

今年「鶼鰈情繫家新夜」（家新之夜）的主題：『愛~家新』意在不斷提醒我們

學效耶和華的愛，永不止息。香港家新將於五月三十日舉辦這個每年一度的盛典，

我們假黃大仙錦江紀念禮拜堂的大禮堂，設那滿載誠意和愛心的宴席，邀請你們重

溫恩愛夫婦營的澎湃情懷。錦江堂主任牧師劉偉強在香港家新各項事工上都鼎力支

持，上址曾經是多屆培訓和講座的會場；在他大義的襄助之下，提供了場地、食物、

服務及有關雜項的支援，使整個開支的擔子大大輕省了，使家新之夜的入場費得以

適度調減，主的預備使相信的人無懼金融海嘯的肆虐，應付裕如，大可瀟灑赴會了。 
 

家新之夜是恩愛營友最佳的打氣大會；回望夫婦營裏復和、互勉的心志，經過

歲月的洗禮、生活的磋磨，如今該是時候來個翻新翻新，重新得力。家新之夜既然

成為領袖團的正式活動，今年的參與者可謂濟濟一堂，我們除了召集帶領夫婦來個

大團聚，也力邀恩愛營友齊來重新得力；帶領的可以互相切磋，被領的可以溫故知

新，實在是美事。家新之夜是為你們而設的盛事，內容盡量讓來賓有機會參與：一

如以往，會眾一起以敬拜序幕，繼而分享恩愛祕技，觀摩見證，重溫「婚姻鐵三角」

概念，實踐「恩上加恩」行動，今年還加插了「情歌愛曲填詞」比賽，加強會前參

與感，也為「有心人」製造了一個發揮的渠道。節目豐富之餘，更不忘讓來賓把其

中信息帶進生活裏，延續「愛」的精神。 
 

家新之夜的籌備在去年年中已展開，為的是你們的參與，我們期望你們的到會

能帶給自己會前和會後的祝福，讓你們的愛永不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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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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一生一世」可以嗎？                 黃杜少蓉師母 
                                                        

    根據 2001 年政府統計署的數字，香港人的離婚判令數目是一萬三千多宗，相對於同年的三萬

二千宗結婚過案，離婚率約佔 41%。在 2006 年，五萬多對結婚人士當中，就有一萬七千多宗離婚

判令個案，意思是每三對新人結婚，差不多就有一對離婚，這個離婚數字是二十五年前的八倍，

在 1981 年，本港只有約二千對夫婦離婚。由此可見，本港的離婚個案不斷增加，甚至有超越歐美

的趨勢。 

 

    中國人以往的觀念是隱惡揚善，家醜不出外傳，所以，我們的上一代即使婚姻搞得一團糟，

仍會為兒為女，盡力忍受婚姻帶來的痛苦，較少以離婚收場；他們頂多希望配偶早日離世，好讓

自己從婚姻的枷鎖中被釋放出來。近年的離婚問題，在基督教圈子亦相當嚴重，雖然未有正式統

計，然而從所接觸的個案中，亦發現離婚的問題屢見不鮮，當中包括平信徒、執事，也不乏教牧

人員，可見基督徒並不能置離婚於事外。 

 

    兩個人的婚姻出現問題，要逐一分析原因，箇中可謂千絲萬縷，但這不是本文的目的，我只

是希望利用這個小小的空間去分享一點心聲，讓人能夠重尋神設立婚姻的美意，從而享受相親相

愛的婚姻生活。首先，追本溯源，我們必須了解耶穌對婚姻的看法，就是按照神起初的心意︰「夫

妻不是兩個人，乃是一體的，所以神配合的，人不可分開。」（太 19:6）可見三位一體真神並不喜

悅人離婚。把「合則來、不合則去」這個觀念放在婚姻的盟約之中，是完全錯誤的。 

 

    我了解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是一個非常複雜的問題，夫妻關係尤甚。要學習愛一個朝夕相對

的人，更是難上加難，因為，你對他/她的「真面目」比誰都看得更清楚。我們都是罪人，雖立志

為善，卻身不由己（羅 7:18），因此，夫妻間不能單憑對方是否值得愛才去愛。邱清泰博士曾說：

「婚姻沒有後門，只有天梯」；另一些人喜歡用三角形去描述神在夫婦關係中的位置，這三角形的

頂尖部分就是設立婚姻的主，夫婦的感情若出了問題，不是一走了之，或以離婚解決，而是應該

把問題帶到主面前，這樣才有出路。 

 

    我這樣說，希望你不要以為我只是老生常談，我實在是希望把過去幾天看到的活生生的見証

與你分享，說明神的吩咐：「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是絕對可行的，若果行不通，只是我們不肯放

下自我而已，果真如此，便誰也幫不了忙。我所說的見証，是來自教會所舉辦的三日兩夜「恩愛

夫婦營」。在帶領完營會之後，我的身心本已非常疲乏，但內心卻有一種難以形容的感恩和喜樂。

腦海中，一幅幅感人的圖畫、一個個難忘的片段不斷浮現，久久揮之不去。 

 

    在營中，有兩對夫婦坦言整個營會既温馨又感動；這位妻子說到能在營會重温拍拖時的甜蜜；

另一位妻子分享：她從來很少見丈夫哭的，但在營中，丈夫卻數度為他們的感情流下喜悅的眼淚。

透過認識彼此的原生家庭，一位太太表示此刻才能明白並接納丈夫過去的壞習慣。在實踐溝通的

環節，我又看見一位丈夫情深款款地對著妻子細語，他承認從未試過如此深入地跟妻子溝通。另

一些拙於表達愛的夫婦，藉著學習說出愛的三字真言：「對不起」、「原諒我」、「我愛你」，打破了

中國人多年來的文化束縛，願意公開肯定自己對配偶的愛，彼此的關係因而得到很大的突破。 

 

    在營中有一個指定動作是學習欣賞配偶。當彼此具體地欣賞對方，就猶如把一筆款項存入大

家的感情户口，當存款越是充足，就越不容易「透支」；同樣，越能夠用神的眼光去欣賞配偶，大

家的感情也會越來越好，關係也會越來越穩固。夫婦營的高潮在於最後的擘餅環節，每一對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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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會站在聖餐桌前，在領受聖餐之前，彼此坦誠分享。當中有一位營友因著聖靈的感動，鼓起勇

氣，求配偶饒恕一件困擾他們多年的事情，當其配偶說：「我原諒你，我愛你！」當事人與不少在

場的營友都不期然地流下感恩與激動的眼淚，他倆的心結，在此刻得以完全解開。又有一位丈夫

說：「慶幸我們能在結婚的初期經歷這三日，深信這定能給予我們日後無限的祝福。」 

 

    當婚姻出現問題而需要去找婚姻輔導，固然有點「亡羊補牢」，但如果能夠未雨綢繆，當然是

最好不過。不少教會已經為已婚的肢體開辦「恩愛夫婦營」，目的是幫助弟兄姊妹在婚姻裡更上一

層樓，在未嘗經歷「驚濤駭浪」之前得以鞏固。每一次舉辦「恩愛夫婦營」，我都能親身經歷到神

奇妙的作為，祂定意要祝福每一對來到祂面前的夫婦，讓夫婦倆真正能夠「恩愛到白頭」。 

 

                                                                 黃杜少蓉師母是香港家新檢定帶領夫婦。 
                          文章摘自《基督教週報》第 2306 期。文章版權為《基督教週報》所有，已獲該報允許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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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營會現已接受報名，請於本會網址 http://www.cffc.org.hk 下載報名表格或 

致電幹事劉羅瑞儀姊妹（9372 1754）索取表格。名額有限，額滿即止；如欲報名，敬請從速。 

 
 

消息與代禱 

 請為帶領夫婦及跟進大使禱告，求神保守他們身心靈健康，祝福他們的家庭，讓他們在婚姻

禾場上滿有能力為主作工。 

 求神感動更多帶領夫婦參與跟進大使的工作，關顧日漸增多夫婦營的營後跟進小組。 

 請為 2009 年營會及活動期間天氣禱告，求神賜下美好天氣，讓營會及活動能順利舉行。 

 
二零零九年 營會 / 課程 費用 截止報名日期 

4 月 10-12 日（星期五至日，復活節） 恩愛夫婦營 $2,000 3 月 10 日 

5 月 1-3 日 （星期五至日，勞動節及佛誕） 恩愛夫婦營 $2,000 3 月 31 日 

5 月 8-10 日 （星期五至日） 恩愛夫婦進深營 $3,000 4 月 8 日 
5 月 30 日 （星期六） 鶼鰈情繫家新夜 $100 5 月 16 日 

6 月 26-28 日(星期五至日) 恩愛夫婦營 $2,000 5 月 31 日 

6 月 29 日 - 7 月 1 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恩愛夫婦營 $1,000 5 月 31 日 

8 月 10-12 日(星期一至三) 帶領夫婦訓練課程 $2,500 7 月 15 日 
8 月 14-16 日(星期五至日，學校暑假) 恩愛夫婦營 $2,000 7 月 15 日 

10 月 24-26 日(星期六至一，重陽節) 恩愛夫婦營 $2,000 9 月 25 日 

12 月 25-27 日(星期五至日，聖誕節) 恩愛夫婦營 $2,000 11 月 25 日 

12 月 28-30 日(星期一至三) 教牧恩愛夫婦營 $1,000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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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零八年十一月至十二月份收支簡報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至十二月份徵信錄 二零零八年十一月至十二月份收支簡報 

奉獻者 金額   進項 金額 

Chan Chi Sang Jackson $20,000.00  陳偉屏 $100.00 經常費奉獻 $76,000.00

Cheung Ho Man $1,000.00  趙玉琼 $300.00 夫婦營收入 $59,000.00

Cheung Kam Hoi $200.00  何業添夫婦 $1,000.00 產品銷售 $7,350.00

Edward Tung $300.00  馮劍華夫婦 $3,000.00 輔導收費 $12,830.00

Siu Hing Yee Elaine $300.00  黎廣民夫婦 $3,000.00 雜項收入 $4,500.00

LIAU, HO & CHAN $15,000.00  興學證基協會 $500.00     進項共計 $159,680.00

Mission 4 Company $2,000.00  大埔浸信會 $1,000.00  

李守儀 $2,000.00  香港浸信教會 $4,000.00 支項  

程國維 $200.00  青衣基督教惠荃堂 $400.00 夫婦營 $75,732.59

梁燕玉 $1,400.00  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 $2,000.00 夫婦營手冊 $11,022.73

劉文輝 $2,000.00  九龍靈糧堂中央圖書館 $400.00 總會版權費 $15,210.00

劉偉強 $600.00  基督教中華宣道會上水堂 $5,000.00 經常費、行政費及其他支出 $96,983.82

黃美心 $3,000.00  夫婦營自由奉獻 $2,300.00     支項共計 $198,949.14

區慧燕 $5,000.00  經常費奉獻 $76,000.00  

   本期不敷 ($39,269.14)

   承上結餘 $574,619.32

   結轉下期 $535,35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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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順源校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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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恩愛夫婦事工小組召集人：潘柏年夫婦     
出版：龐陳麗娟女士、劉羅瑞儀女士   電腦技術支援：趙民忠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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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