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約是十二年前的事了……當時還不算老夫老

妻，但也已經結婚約二十年。

初戀的熱情冷淡了。面對的是工作的壓力，孩

子的哭鬧，和對方不完美的真我。婚姻專家叫這個時

候為磨合期；就是說蜜月期過後，我們都有意無意的

壓制對方，磨平和傷害對方。

這個磨合期是每個婚姻必經的危機。很多婚姻

就在互相埋怨的痛苦中破裂了。

說起來慚愧，我一早就聽過恩愛夫妻營，可那

時從來沒有想要去夫妻營的計劃；就好像當初我生命

中從來沒有要信耶穌的計劃一樣。我認為相愛之道人

人都懂；自己就是專家；才不相信再有甚麼可以教我

的東西；而且衝突每對夫妻都有。誰怪我們當初都揀

選帥的，漂亮的，而不找老實的，順服的！

神可是掌管明天的神。時候到了，就算躲進山

洞，避到曠野，神都找到我們。

在中國旅遊，同隊來了兩位雪梨的家新天使。

他們是去過夫妻營又有負擔去宣傳這個營會的夫婦。

我們看到他們夫妻的恩愛，十分的驚訝，佩服，和羨

慕。他們在途中活生生的見證，打動了我的心。我希

望我們的婚姻能像他們一樣；我盼望我們的婚姻也可

以再擦出火花。我盼望我們能再一次經驗初戀的激

情。我說，要參加恩愛夫妻營，太太聽見喜出望外﹗

2000年的9月份，我們夫婦坐飛機到雪梨參加

了恩愛夫妻營，當時，我們是昆省第一對被說服參加

夫妻營的夫婦。像千千萬萬參加過營會的夫妻一樣，

三天兩夜的營會過後，我們對婚姻的認識和委身都有

震撼性的突破。以前總是覺得對方不夠合作，現在開

始看到自己的盲點。以前常常抱怨。當然，婚姻是兩

個罪人學習溝通，學習寬恕的地方。恩愛夫妻營只是

開始，往後學習的功課還多著呢。

神設立婚姻，是要我們互相愛護，互相造就。

有幸福婚姻的家庭是每個教會不可缺少的支柱。但撒

旦卻要拆毀。撒旦最大的謊話，就是要我們相信我們

的婚姻不需要、也不可以更新。其實，恩愛的婚姻是

要努力經營的，所以我呼籲每一對珍惜婚姻，珍惜家

庭，珍惜子女的夫婦，不要忽略恩愛關係的經營。

盼望聖靈感動你們參加恩愛夫妻營，除了與配

偶一起享受，一起成長以外，也學會怎樣給孩子們一

個溫暖幸福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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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澳洲家新會計年度根據美國總會之制度而訂定。鑒於

總會年前移遷香港，以及澳洲家新需配合澳洲稅務新法制，董事

會議決自二零一三年起，將會計年度結算更改�六月三十日。惟

此變動對一切家新事工之推動及個人奉獻之退稅條款並無影響。

此收支表亦因應會計年度之更改而總結二零一三年一至六

月之財政狀況，敬希垂注；亦請繼續記念家新事工發展及需要。

猶記得去年在悉尼舉辦的粵語「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眾家新人

與友好共聚一起，享受一個輕鬆又感恩的晚上。眾夫婦共嘗浪漫佳餚之

餘，更能藉區祥江博士分享＜你儂我儂＞詞之箇中意會，心、身、靈均

得飽足。

去年大團聚「澳洲家新」特別為「家新園」募集建築經費，家新人

領受神恩典之餘，亦同心回應神的呼召。經折算後當晚共籌得澳幣約三

萬多元（或港幣約二十四萬元），全數已轉交香港總會處理（註）。

感謝神的恩召，讓家新人領受這異國一家的使命，參與轉化工人的

拓展工程。願我家同心，建造屬天的「家新園」，建立屬靈的家新人。

回味之

際，二零一

四年之恩愛

筵席已箭在

弦上。今年

適逢梁燕城

博士臨澳主

領多場公開

聚會，「家新」將分別在布里斯本及悉尼舉辦華、粵語感恩大

團聚（詳見本刊右頁），眾「家新人」難得聚首之餘，亦勿忘

藉梁博士的分享彼此勸勉。

鑒於場地所限，欲報名參加2014之感恩大團聚，請從

速報名。詳情請瀏覽我們網站，或與當地同工聯絡。

註：欲了解家新園的異象，或願意奉獻支持，請瀏覽

「國際家新」（總會）網頁： http://www.cffc.org/blueprint?char

_set=zh-tw。

會計年度更改 

捐款  $169,415

恩愛夫婦營  $62,018

青年關係成長營  $-

感恩大團聚  $13,323

輔導  $2,040

同工退修營  $-

銷售影音產品  $2,927

其他收入  $1,113

收入總額   $250,836

恩愛夫婦營  $81,762

青年關係成長營  $289

感恩大團聚  $12,006

輔導  $987

影音產品成本  $794

公開聚會  $8,868

總活動支出總額  $104,706

  $146,130

總會資源費  $7,500

辦公室及車位租金  $9,762

人事費用  $55,446

印刷及推廣費用  $8,755

辦公室搬遷及維修  $10,241

其他行政費用  $13,273

總營運開支  $104,977

  $41,153

收入

活動費用
及成本

減：
營運開支

捐款及活動淨收益

本年度營運盈餘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2013年1至6月收支表澳洲家庭更新協會2013年1至6月收支表

牵手共尝恩爱筵席後記



流金歲月
日期：4月27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

地點：詳情留意本會網站

「澳洲家新」全新網站經已面世！內

容亦已全面更新。欲進一步認識我

們，或緊貼事工發展，請瀏覽：

http://www.mffc.org.au

（另註：英文網站將於2014年年底啟用。）

流金歲月
日期：5月3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六時正

地點：八樂居 The Eight

地址：Level 3/9-13 Hay St, 

Market City Food Court, 

Haymarket NSW 2000

費用：$50

堅守婚姻的盟約
日期：5月4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六時正

地點：囍鳳台
Rhodes Phoenix Chinese Restaurant

地址：Rhodes Shopping Centre, Level 5, 

1 Rider Bvd., Rhodes NSW 2138

費用：待定

悉
尼 (粵語)

悉尼 (華語

)

布里斯本 (華
、

粵
語

)

2014恩愛夫婦
感恩大團聚



感謝主，感謝家新同工，讓我在此營會中經歷了

神莫大的恩典和祝福！所以能如此，因為家新事

工有幾項特別的長處：

1. 牧者專屬的恩愛夫婦營—讓傳道人能更放心

敞開心胸來接受服侍、彼此交流。

2. 營會內容專業、精心、高品質、有符合聖經的

智慧。使學員領受真理，且實際演練操作，在

溫馨、安全、愉快的環境氣氛中學習成長，促

進夫婦關係。

3. 同工以生命、委身、謙卑、敬業的態度來服事

學員，讓聖靈大大動工，成就奇妙的工作。

這是主賜下的奇妙恩典，使我們夫婦領受安息、

醫治、突破、更新、成長，

願主繼續大大賜福，使用家

新的同工及事工，也願主繼

續興起牧者，不僅來參加，

並且也投入服事的行列！

婚姻是神賜人最好的神祕的禮品，

是一生都學不完的功課。保持一顆

開放，願意順服神的心，與自己相

伴一生最知心的朋友彼此欣賞，聆

聽對方，互相接納、彼此饒恕，並

常常花時間去做，婚姻的愛火將會

像星星之火，愈燃愈亮。

婚姻是神所設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

生一世，這是營會第一天再一次提醒我們的。

要信守這一生的承諾，真的不容易。很多理論

及技巧，我們都可能經常有機會認識及接觸到

，然而卻往往不容易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出來。

我們明白人都需要鼓勵和被接納，但卻很容易

對配偶提出批評、指責及傷害。我們知道人需

要被了解、被關懷，但我們在生活中卻被很多

東西環繞著，而忽略了我們最親近的人的傾訴

。這三天兩夜的營會，讓我們不斷有機會去實

踐，去欣賞，感謝另一半的付出，去聆聽對方

的心聲。而更深體會的是，假設地上的生命在

走到盡頭時，誰會是你最不捨得、最記掛的人

與事，讓我更懂得珍惜眼前的人和事。

何明珠

渺小的我

糯米鸡

教牧
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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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715-6924；或寄回：PO Box 313, Burwood, NSW 1805, Australia）

莫慶堯博士紀念公開講座

梁燕城博士2014年公開聚會

(一) 親子公開講座—
中西教養子女方法的融匯貫通
● 如何承傳優良的中國傳統文化予下一代

● 如何集中西文化之所長去培育敬虔的子女

(二) 夫婦公開講座—
異國情鴛驚夢散
● 下一代跟本地人通婚所面對的衝擊

● 如何增進異國婚姻的姻親和婆媳關係

省份 布里斯本省份 布里斯本 悉尼

日期 4月26日(星期六) 5月2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七至十時 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語言 粵語 粵語

地點
新利班浸信會
Sunnybank District 
Baptist Church

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West Sydney Chinese 
Christian Church

地址
127 Nemies Road, 
Runcorn, 4113

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2135

悉尼

日期 4月28日(星期一) 5月4日(星期日) 

時間 晚上七至十時 下午二時至四時

語言 華語 粵語

地點
新利班浸信會
Sunnybank District 
Baptist Church

中央浸信會
Central Baptist 
Church

地址
127 Nemies Road, 
Runcorn, 4113

619 George Street, 
Haymarke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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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語言 費用

4月18日至4月20日   

4月19日至4月21日

3月8日至3月10日

　

6月7日至6月9日　

　

星期五上午至

星期日下午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Maclin Lodge, Campbelltown, NSW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報名查詢：黄東標(Bill Huang) (03)9701-8628或0403 855 516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報名查詢：湯華燊(San Thang) (03)98300118或0438 178 338

粵語 

華語 

$475 

$475 

華語 

粵語 

$490 

$490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布
里
斯
本

布
里
斯
本

6月7日至6月9日　

　

6月7日至6月9日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報名查詢：梁巍巍 (07)3172 2306或0432 805 794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報名查詢：Angela Fung (07) 3841 3982

華語 

粵語 

$490 

$490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5月31日至6月2日

　

Comfort Inn, Mandurah, WA

報名查詢：唐右民(Jimmy Tong) (08)93327929或0409 883 880

粵語 $490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阿
德
雷
德

6月7日至6月9日　

　

The Lakes Resort Hotel, West Lakes, SA

報名查詢：Peter & Agnes Tam (08)8365 4338或0412 888 828

粵語 $490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恩愛夫婦營
MER1

夫婦進深營
MER2 4月25日至4月27日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報名查詢：David Wang (07) 3841 3732 或 0421 892 617

華語 $560 星期五上午至

星期日下午

悉
尼

5月2日至5月4日　

　

Apollo Resort, Wamberal, NSW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華語 $560 星期五上午至

星期日下午

(三) 夫婦公開講座—流金歲月
● 手牽手重温戀愛、空巢生活更精采

梁燕城博士
文化更新研究中心院

長，著名中國哲學學

者、時事評論家、曾任

香港浸信會學院高級講

師，並出版過多本探討

哲學及基督教書籍。

「承蒙莫慶堯博士基金贊助是次活動，免費入場，謹此致謝。」

講員

省份 坎培拉

日期 4月29日(星期二) 

時間 晚上

語言 華、粵語

地點 詳情留意本會網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