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久前，我與太太前往外地旅遊，參觀了一

些美麗而古舊的城市和建築。面對這些美麗景

物，一位同行人有感而發說：「現代人喜好追求

新事物，把不少古舊但美好的東西拋棄了！」當

然，新的事物有它存在的原因和價值。不少情況

下，需要棄舊迎新。但有些古舊的事物，絕對不

能拋棄。比如三一神在二千年前所完成的十架救

恩，是歷久常新的時代真理，是每時代人類的需

要。又如神在人類起始時所設立的「一男一女、

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關係，是絕對不能

拋棄，不能被取代的。

今年是2015年。屈指一算，「國際家庭更

新協會」已經設立了25年。本地分會「澳洲家庭

更新協會」，亦同樣服侍了澳洲眾教會25個年

頭。25年來，「家新」努力忠於所托，宣揚「一

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的婚姻關係，並

幫助信徒，建立相親相愛、同心同行的婚姻家庭

生活。而且，藉著婚姻家庭關係的學習，使信徒

在生活中彰顯出基督的生命品格，成就神的心

意。回顧過去的25年，我們要為神在「家新」事

工上的帶領及祝福而感恩。

「家新」期望在2015年，藉著核心事工

「恩愛夫婦營」和「夫婦進深營」，及各樣輔助

事工，繼續服事眾人，使人不斷彰顯基督美德，

並享受美好的婚姻家庭生活。

今年澳洲「家新」將會舉辦更多的營會和活

動，我誠意邀請您的參與。

2 0 1 5 年 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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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我對未曾給你寫過情書這件事請你原

諒，我愛你！

捲捲的秀髮，可愛的笑容是你對我烙下的第

一個印記。這印記就像那星星之火點燃了我

整個心，使我不得不打開心的一角。你的熱

情和勇氣就像助燃劑，讓愛的火燃燒得一發

不可收拾，那年你那“飛蛾撲火”的精神感

動著我，到現在還記憶猶新。

婚後兩個人的生活就像打翻了五味瓶，酸甜

苦辣麻慢慢出現，八年來我們都一一品嚐

過。最初我無法完全打開自己，你是一個很

敏感的人，你覺察到了。你用你的愛和信任

幫助我，讓我的心一點點慢慢敞開。若沒有

你我不會有這麼開心的今天！若沒有你，我

可能仍像一隻自卑受傷的小狗蜷縮在自己的

小角落；若沒有你，我就不會是現在坦然的

我。為此，我真的謝謝可愛的你！

在平淡的生活中，你為著愛我的緣故放棄了

很多，你本來生性開朗，好交朋友，好旅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
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收支表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
2013年7月至2014年6月收支表

遊，為著我，你願意陪著我做一些你從來不

感興趣的事，比如養魚，你願意陪著我宅在

家裡。謝謝你為我做出的犧牲，我以後會努

力陪你做你喜歡的事情，比如出去旅遊。

有你這麼一位優點多多的老婆，就如聖經說

的“賢德的婦人”，我真是有福，你是我最

好的朋友，傾聽者和幫助者。我可以這麼

說，沒有人比你更了解我，你能有很多不同

的想法，能從我想不到的角度來啟發和鼓勵

我，雖然很多時候我一開始並不能理解和認

同，常常不會給你好的回應，請老婆原諒，

不要灰心，請繼續幫助我。

老婆，你是一位多才多藝美麗動人的女人，

我有這個福氣能娶到你，是神給我莫大的恩

典。我要藉此機會對你說： 

我很幸福 ^_^ 

謝謝你！

我愛你！

老公

捐款  $248,405

恩愛夫婦營  $95,406

青年關係成長營  $-

感恩大團聚  $25,037

輔導  $3,060

銷售影音產品  $4,352

其他收入  $2,173

收入總額 $378,433

恩愛夫婦營  $123,034

青年關係成長營  $2,055

感恩大團聚  $32,656

輔導  $3,772

影音產品成本  $986

公開聚會  $8,736

總活動支出總額 $171,239

 $207,194

總會資源費  $15,000

辦公室及車位租金  $21,201

人事費用  $109,962

印刷及推廣費用  $10,720

其他行政費用  $26,599

總營運開支 $183,482

 $23,712

收
入

捐款及活動淨收益 本年度營運盈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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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            的情書
親愛的老公^_^

這是一個寧靜的下午，陽光灑落在綠幽幽的

草地上，星星點點，寧靜而悠然。桂花樹散

發出淡淡的香味沁人心脾。我坐在一張長長

的原木色桌上，看著青草地，滿園綠色，腦

子裡滿滿都是對過去的懷念。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個獨來獨往忙碌的身

影，常常在校園裡到處穿梭，那就是我。新

學期開學的某一天，也是有著跟今天一樣寧

靜陽光的下午，我拿著材料匆匆地走進教學

樓，獨自坐在二樓教室門口左邊不遠處的長

椅上，研究著手中像天書一樣的學習資料

─Java編程。我正發呆鬱悶的時候，被樓

梯口另外一頭傳來爽朗的笑聲吸引，向右邊

轉頭望去，遠處一群人中正對著我的是一張

充滿生氣的臉，他充滿了樂觀，他的笑容就

像一束溫暖的陽光，透過重重樹影照射到一

片黑暗的叢林裡，照到了我孤單的陰影裡。

那一刻，我的心深深地被你吸引。

當我走近，我被你的率真吸引。

當我再靠近，我被你勤勞吸引。

慢慢慢慢地，我被你的真心打動。

從那以後，我很難再把我的目光從你身上挪

開……我感覺我的身上被施了魔法。

你還記得在學校的Computer Lab第一次魯莽

地來牽我的手嗎？

你還記得我們第一次一起坐公車錯過站嗎？

你還記得你用整整一個暑假打工給我買的第一份

禮物嗎？

你還記得你用成績單上兩個HD來跟我求婚嗎？

你還記得你的洗禮嗎？整個大池子裡只有我和你

……

當我回首過去，滿滿的都是向神的感恩。

我感謝上帝，把你帶到我的生命中。

我感謝上帝，你願意把你的生命與我的生命鏈接

在一起。

我感謝上帝，你願意把你的心與我敞開，一起分

享。

我感謝上帝，我不完美你卻願意接納我，無條件

地愛我。

我感謝上帝，在我軟弱的時候有你在旁邊陪伴。

我感謝上帝， 你讓我不再孤單。

你給了我一個家，一個溫暖的，讓我不再害怕，

可以躲避全然棲息的港灣。 

我想對你說： “謝謝你！我愛你！”

我還想對你說：“真的很愛你！”一萬遍的 

“我！！！ 

　愛！！！

　你！！！”

愛你的老婆



莫慶堯博士紀念公開講座

簡春安教授2015年
華語公開聚會

致嬌妻：

戒不掉的，我想你，我愛你!

當我想你時，我會看手機有沒有你的短

信，儘管機率不大…

當我想你時，我會飛速打下一連串問候，

卻沒有發送，只是害怕打擾你…

當我想你時，我會猜，你是不是也會想

我，哪怕一秒鐘的時間…

當我想你時，我會深吸一口氣，把彌漫思

念味道的空氣吸進離心臟最近的地方……

當我想你時，夢中我去拜訪你，卻不願醒

來，只怕夢一醒，你倩影不再……

當我想你時，我會照鏡子，審視這樣的

我，能否還配如此動人美麗的你……

當我想你時……戒不掉的，我想你……。

親愛的，我在想你，你知道嗎？想你的感

覺如同基督的愛永不止息，即便白了少

年頭，也在所不辭！

想你，愛你到永遠……我心中的唯

一親密愛人！

水牛哥哥：

這是你的新稱呼。我覺得這稱呼很適合你，因為你屬

牛，身上具有牛的特性，勤勤懇懇、任勞任怨。至於

哥哥，我一直想要有個哥哥，在我受欺負時，他會保

護我，在我有困難時，他會為我排除萬難。哥哥這個

形象在我的心目中就是個英雄！

謝謝你水牛哥哥，謝謝你給我和孩子們一個溫暖的

家。有你在，我和孩子們才覺得有安全感；有你在，

我和孩子們才覺得有依靠；有你在，我和孩子們才有

幸福感。謝謝你水牛哥哥，謝謝你對這個家的付出，

謝謝你對這個家的擔當。

水牛哥哥，我和你一起走過了十四年。在這十四年，

我們的生活有風有雨，有陽光，有烏雲，有高山有平

地，甚至想要放棄。但這些我們都挺過去了，因為我

們心中有主，有基督的愛，心中有對這個家的眷戀。

我願意在主的帶領下，再與你攜手走過第二個，

第三個十四年，直至永生！

         我愛你，我的水牛哥哥！

為愛翻轉 (一)

省份 布里斯本 墨爾本

日期 4月24日(五) 5月1日(五) 

時間 晚上7時30分 晚上7時30分

地點

新利班浸信會

Sunnybank 
District Baptist 
Church 

新生命宣道堂

New Life 
Evangelical 
Church 

地址
127 Nemies 
Road, Runcorn, 
QLD 4113

19 Holland Road, 
Blackburn South 
VIC 3130

為愛翻轉 (二)

布里斯本 墨爾本

4月25日(六) 5月2日(六) 

晚上7時30分 晚上7時30分

新利班浸信會

Sunnybank 
District Baptist 
Church 

新生命宣道堂

New Life 
Evangelical 
Church 

127 Nemies 
Road, Runcorn, 
QLD 4113

19 Holland Road, 
Blackburn South 
VIC 3130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

主辦

莫江庭博士
2015年華、粵語
公開聚會（預告）

省份 阿德雷德 柏斯

日期 暫定8月份下旬 9月4日(星期五)
9月5日(星期六)

時間 晚上7時正 晚上7時30分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
承蒙莫慶堯博士基金贊助是次活動，免費入場，謹此致謝承蒙莫慶堯博士基金贊助是次活動，免費入場，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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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尼

墨
爾
本

語言 日期 地點 費用 報名查詢 

4月4日至4月6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10月3日至10月5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4月25日至4月27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10月3日至10月5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3月7日至3月9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6月6日至6月8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Stanwell Tops, NSW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Stanwell Tops, NSW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華語

粵語

$475

$480

$465

$475

本會辦公室

(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黄東標(Bill Huang) 

(03)9852 1489或0412 872 267

湯華燊(San Thang) 

(03)9830 0118或0438 178 338

曾永熙 (Alan Tang) 

(03) 9840 2896或0412 386 933

湯華燊(San Thang) 

(03)9830 0118或0438 178 338

悉
尼

5月15日至5月17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7月10日至7月12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Maclin Lodge, 

Campbelltown, NSW

Maclin Lodge, 

Campbelltown, NSW

華語 

粵語 

$560 

$560 

華語

 

粵語 

$490

 

$490 

6月6日至6月8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暫定十月份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待定

梁巍巍 

(07)3172 2306或0432 805 794

馮江惠瓊(Angela Fung) 

(07) 3841 3982

華語 

粵語 

$490

$490

布
里
斯
本

布
里
斯
本

阿
德
雷
德

6月6日至6月8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McCracken Country Club, 

Victor Harbor, SA

華語 $490 

恩愛夫婦營
MER1

夫婦進深營
MER2

9月12日至9月14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Santa Teresa Spirituality 

Centre, Ormiston, QLD

粵語 $560 

墨
爾
本

9月19日至9月2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粵語 $560 

柏
斯

5月30日至6月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Comfort Inn, 

Mandurah, WA

華語 $560 

Peter & Agnes Tam 

(08)8365 4338或0412 888 828

坎
培
拉

暫定九月份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粵語

本會辦公室

(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唐右民(Jimmy Tong)

(08)9332 7929或0409 883 880

馮江惠瓊(Angela Fung)

(07) 3841 3982

湯華燊(San Thang)

(03) 9830 0118或0438 178 338

已满
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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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里斯本

墨爾本

悉尼
阿德雷德

柏斯

4月26日(星期日)
報名及查詢

David Wang
(07) 3841 3732
0421 892 617

報名及查詢
Peter & Agnes Tam

(08) 8365 4338
0412 888 828

報名及查詢
唐右民(Jimmy Tong)

(08) 9332 7929
0409 883 880

報名及查詢
湯華燊(San Thang)

(03) 9830 0118
0438 178 338

報名及查詢
本會辦公室

(02) 9715 6923
info@mffc.org.au

5月3日(星期日)

5月17日(星期日 )

8月下旬 (暫定)
9月6日(星期日)

澳洲家新
周
年

感 恩 慶 祝 晚 宴
華華 粵粵

華華 粵粵

華華 粵粵
華華 粵粵

粵粵

各地慶祝晚宴之舉辦詳情將於日後公佈。

請密切留意本會網站、宣傳海報及與各地負責人聯絡。請儘早報名。

各地慶祝晚宴之舉辦詳情將於日後公佈。

請密切留意本會網站、宣傳海報及與各地負責人聯絡。請儘早報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