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過去一年多，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性向

教育的議題，在澳洲引起相當熱烈的討論。一

些團體亦應運而生，首要工作是反對同性婚姻

合法化，以及反對向學童推行「（不）安全學校

聯盟計劃」（�Un�Safe Schools Coalition Program）

（此計劃教導學童接受同性戀、雙性戀、及性

別自決等等）。相信不少讀者在過去一年，曾

經參與了一些相關的活動，例如講座、座談

會、簽名運動等等。在2016年的澳洲聯邦選舉

時，筆者在投票站外與一名華人助選員閒談，

她並非基督徒，但她表示在她的華人朋友中，

大部分人都反對同性婚姻合法化。看來，華人

中反對改變婚姻定義的人也不少。

同性婚姻的理據，是站不住腳的。除了不

能通過聖經真理的考驗外，無論從社會學、醫

學、輔導學等等，都能夠提出很多有力的反對

論點。只是，社會上有不少人，因着被誤導，

或是自身的利益、政治考慮、性向選擇及慾望

等等，不願意接受反對者的論點。

成功的婚姻要合情合理；情是情感，理是

真理。婚姻的結合，必須要合乎真理。不過，

婚姻關係上，若只停留在真理上的理解，而缺

乏情感上的聯繫，這婚姻便流於冷漠，夫婦關

係難以融合。「家新」盼望藉着夫婦營，不單

幫助夫婦認識聖經真理，更是鼓勵夫婦進入生

命的互動中，讓兩人心靈彼此連結，並且在生

命中與神連結。若然夫婦關係能夠建基於聖經

真理，並支取從神而來的情感作動力，夫婦必

定能夠活出榮神益人的美好關係。

以下是「恩愛夫婦營」的學員所寫的見證

中，與情理有關的一些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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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興夫婦

澳洲家新會長伉儷

「恩愛夫婦營讓我們重新認識男與女的差異，認識

伴侶之間的問題。讓夫婦之間可以傾訴彼此的心

聲，促進我們夫婦間的溝通。敞開自己，在神的帶

領下，夫婦一起經營美滿婚姻鐵三角。令人難忘的

晚宴，我們夫婦重溫了婚宴的溫馨感覺，堅信在主

內，彼此可以合而為一。堅守六個一：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通過學習，使我認識到夫妻之間是需要互相溝

通，坦誠相待。遇到問題，不可硬碰硬，要了解丈

夫的感受。過去的我總是『對』的，通過學習，我

要學會『以心尊頭』，多聽丈夫的意見，支持和鼓

勵他！不可忽略夫婦間的感情存款，要學習欣賞對

方。希望通過這次學習，我們夫妻間能擦出新的火

花，在通往天國天梯的路上攜手共進！」

還有參加了「夫婦進深營」的學員所分享的心

聲：

「在夫婦進深營中，最大收穫是老公第一次為我按

手祝福，這是我渴望五年之久，那刻眼淚落下，而

且老公禱告很詳細又真誠，我很感動看到丈夫與主

連接，這樣我更有信心預備計劃生下一代；承諾不

停止三腳凳的操練，幫助丈夫與主建立，也要按丈

夫需求去存款，願我們的婚姻可榮耀神！」

「把主放在第一位，且可以和自己另一半一起來等

候神，禱讀和會話式禱告，實在是從未體驗過的，

極其美妙的感覺和享受。」

盼望夫婦們能夠不斷學習，在夫婦關係上「合

情合理」。

感謝神，帶領「家新」在過去一年，在全國的

主要城市成功舉辦了多個「恩愛夫婦營」和「夫婦

進深營」。由於來自中國大陸的移民不斷增加，參

加國語營的人數亦不斷增多，佔總營友人數的三分

之二；而總人數亦為歷年之冠。從這年開始，營會

全面使用新的第五版教材，營會後的跟進小組聚會

亦增加至10次。

至於公開聚會，「家新」邀請了多位資深講員

主領家庭婚姻、親子、及青年人交友等講座。講員

包括屈偉豪和黎懿堅博士夫婦、沈祖堯教授（「家

新」協辦）、吳振智牧師、游建國和劉儷夫婦，以

及總會會長邱清泰博士等等。藉着這些聚會，會眾

在婚姻及家庭關係上，必能得着啟發和鼓勵。

期待已久的墨爾本專業輔導服務，在數月前正

式啟動，為墨爾本的會眾提供婚前及婚姻輔導服

務。

感謝神在家庭婚姻關係上對眾人所給予的祝

福。願神的恩惠，在未來一年加倍的臨到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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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家庭更新協會2015年7月至2016年6月收支表

捐款  $239,117 

恩愛夫婦營  $89,485 

感恩大團聚  $10,482 

輔導  $958 

銷售影音產品  $4,348 

同工退修會 

其他收入  $2,507 

收入總額   $346,897 

恩愛夫婦營  $118,214 

感恩大團聚  $9,775 

輔導  $1,560 

影音產品成本  $932 

親子講座   

公開聚會  $15,675 

國際同工大會  $4,800 

總活動支出總額   $150,956 

   $195,941 

總會資源費  $15,000 

辦公室租金及維修  $39,463 

人事費用  $87,267 

印刷及推廣費用  $14,346 

其他行政費用  $24,845 

總營運開支  $180,921 

  $15,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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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瞬間的一瞥，注定了故事的開始。

青春可人的臉龐，堅毅執拗的眼眸，

讓我心動，曾經，現在，將來！

我的天使，你來了！

新西蘭的天空，白雲，綠草，請見證我們的愛。

當你的飛機慢慢遠離我的視綫，

眼淚終於不受控制的噴湧而出。

感謝主讓我們夫婦兩人參加了MER2這個營會。

因著一些事情的發生，我們夫婦彼此的關係以及

與主的關係都需要重建，希望藉著這營會讓這兩

種關係更加鞏固。營會裏有很多的教導，參加的

夫婦有很多見證分享，尤其是帶領夫婦的見證，

更深深的打動我和提醒我，他們無私的見證，把

自己最軟弱的一面揭露於人前，為的是要以生命

影響生命。這三天裏我最大的收穫是�洗腳�和  

�我死你活�這兩節課，在當中我學到真正的饒

恕，真正的釋放，學到主耶穌怎樣服侍出賣祂的

猶大，在�我死你活�一節裏，學習到若不釘死

自己的老我，就不能有復活的生命，其他人也因

著我的死，而得到益處。

這營會讓我再次回到主的身邊，感覺主實在的與

我同死。經過三腳凳的操練，使我們夫婦二人與

主更親密，我們夫婦之間也更親密。盼望我們能

在主裏更加恩愛甜蜜，有主做我們家裏的頭，帶

領我們夫婦二人行在主的路上，活出主喜悅的生

命和生活。感謝主，願我們永遠永遠都愛主。

整個謍會的活動都是在神的見證下進行，不論

是帶領的同工夫婦或是參與謍會的學員夫妻

們，都能讓人感受到�真情流露�，絲毫沒有演

戲或造作虛假。感謝聖靈的帶領，讓我們能看

到遲鈍呆板的�水牛�們，隨著輕盈靈巧的�蝴

蝶�們踏出有一點節奏感的舞步。

更難能可貴的是，課程不會只偏重理論，也能

搭配生動的�示範�，以及提供每對夫婦�實地

演練�的機會，讓學員們終能在�半推半就�練

就一套可以帶回自己婚姻生活中的功夫。

最重要的是聖靈改變了我們看人看事的態度，

譬如說，參加謍會之前，我也覺得我的婚姻還

不錯，但那是我覺得�我�改變了，�我�用心

了，�我�努力了；參加謍會這些日子，我才覺

得�我�做得還�差得遠呢�，反倒是讓我看到我

的配偶才是建造我們美滿婚姻的最大功臣呢！

感謝主賜給我們這一群滿有基督樣式的營會同

工夫妻，來帶領我們，循循善誘地陪伴我們成

長，我真要向神獻上感恩與讚美，哈利路亞！

菲臘

那時，我知，何為心痛。

那時，我知，此生不能沒有你。

主，成了我那時的依靠，

因為，是祂把你送到我身邊！

Adelaide的炎熱，不能阻擋我的步伐，

Wellington 的虐風不能停止你的腳步，

艱辛，困苦的生活不能消減你我的思念，

我們注定要在一起，因為，

神，是祂讓我們在一起！

年月如白駒過隙，又如跋山涉水，

你我的愛雖經風雨，但總能見到彩虹，因為，

心一直在，愛一直在，神一直在，我們一直在！

感謝神，為我生命中差派的天使；

感謝神，為我準備的恩典！

感謝神，對我們的不離不棄；

感謝神，對我們無盡的愛！

但尼斯 芳



同工辦公間

總幹事辦公室

光碟製作間

圖書室及輔導室

接待處及會議大廳

存物間



捐款者姓名：＿＿ 　所屬教會 :  ＿＿＿

地址 : ＿＿＿＿＿＿

電話 : ＿＿　電郵 : ＿＿＿＿　日期 : ＿

我願意支持家新「更新婚姻、重建神家」使命：

□ 每月奉獻＄70，以支持夫婦進深營（MER2）的發展及舉行

□ 每月奉獻＄50，以致每年能幫助一對夫婦參加恩愛夫婦營（MER1）營會

□ 一次過奉獻＄500，每年舉辦公開聚會之支出

□ 一次過奉獻＄＿ ，以支持家新其他有需要的項目，如婚姻輔導、季刊印刷、光碟製作、青年關係事工等

 （請註明奉獻項目：＿＿）

需要收條退稅： 是□ 否□

奉獻方法：

1) 獻款從以下信用卡戶口扣除

 □ VISA   □ MASTERCARD   □ AMEX   有效日期至：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持卡人簽名：＿＿＿＿

2) 支票捐款＄＿　　　抬頭請寫：Marriage and Family For Christ

捐款＄2或以上，可憑收據退稅，每月定期捐款總數之收據將於稅務年度完結前寄往以上地址

把您們的幸福
　　   成為別人的祝福

支
持
澳
洲
家
新
回
應
表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電郵：info@mffc.org.au；傳真：02-9633-2143；或寄回：PO Box 587, Parramatta, NSW 2124, Australia）

日期：5月21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六時正

講員：邱清泰博士

費用：$50 (5月1日前報名$45)

地點：囍鳳臺

地址：Level 5, Rhodes Shopping Center, 

　　　1 Rider Blvd, Rhodes NSW 2138

報名及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2017年澳洲各省粵語公開聚會

聯絡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info@mffc.org.au

日期：4 月 8 日
講員：吳宗文牧師
地點：華澳浸信會展愛堂
1 Reserve St, West Ryde, NSW 2114

日期：7月8-9日
講員：區祥江博士
地點：待定

日期：7月14-16日
講員：區祥江博士
地點：待定

日期：8月11-13日
講員：屈偉豪博士
地點：待定

日期：8月16日
講員：屈偉豪博士
地點：待定

悉尼恩愛夫婦
感恩大團聚（粵語）

悉尼

悉尼

布里斯本 布里斯本

墨爾本

家新人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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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尼

墨
爾
本

語言 日期 地點 費用 報名查詢 

4月15日至4月17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9月30日至10月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9月30日至10月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3月11日至3月13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9月29日至10月1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6月10日至6月1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Maclin Lodge 

Campbelltown, NSW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Stanwell Tops, NSW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Country Place 

Kalorama VIC

Country Place 

Kalorama VIC

Country Place 

Kalorama VIC

國語

粵語

國語

粵語

$480

$480

$475

悉尼各營會報名查詢：

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湯華燊(San Thang)(03)98300118或0438178338

許李雪花(Phoebe Hoi)(03)95603132或0413883680

錢濱(Qian Bin)

(03)9701 8628或0403 855 516

黃東標(Bill Huang)

(03)9852 1489或0412 872 267

悉
尼

$490 

$490 

$490 

4月29日至5月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4月29日至5月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梁巍巍(07)3172 2306或0432 805 794

Tina Chan 0421 996 178

Eric & Cecilia Yu 0421 012 065

Tina Chan 0421 996 178

國語 

粵語 

$490

$490

布
里
斯
本

6月10日至6月1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6月10日至6月1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McCracken Country Club

Adelaide

McCracken Country Club

Adelaide

Peter & Agnes Tam 

0412 888 828

粵語

 

國語

$490

$490

阿
德
雷
德

布
里
斯
本

$490 

恩
愛
夫
婦
營
Ｍ
Ｅ
Ｒ
１

夫
婦
進
深
營
Ｍ
Ｅ
Ｒ
２

男
人
事
工

Ｍ
Ｅ
Ｒ
３

9月29日至10月1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Country Place 

Kalorama VIC
粵語 

$560 墨
爾
本

教
牧
夫
婦
營

Ｐ
Ｍ
Ｅ
Ｒ
１

5月8日至5月10日

星期一至星期三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國語 

悉
尼

悉
尼

9月30日至10月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Apollo Resort

Wamberal, NSW

免費

國語 
$560 

6月10日至6月1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Maclin Lodge

Campbelltown, NSW
國語 

$560 

唐右民(Jimmy Tong)(08)93646419或0409883880

Jane Lai (08)6262 2588或0411 829 930

柏
斯

6月3日至6月5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Mandurah Motels & Apts

Mandurah, WA
粵語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7月14日至7月16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Apollo Resort

Wamberal, NSW
粵語 

$560 

5月13日

星期六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粵語 

5月20日

星期六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國語 

湯華燊(San Thang)

(03) 9830 0118或0438 178 338

王建國(David Wang)

0421 892 617

已满額

待定

待定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