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24日晚上，「國際家庭更新協

會」會長邱清泰博士正身處澳洲黃金海岸的旅

館，與澳洲同工周虹、馮琳夫婦（Joe & Linda）

及王建國、舒淑芬夫婦（David & Judy）預備帶領

在翌日舉行的「夫婦進深營」；我與悉尼的國語同

工，亦在這晚上舉行祈禱會。約在9時45分祈禱會

結束後不久，辦公室同工謝肇莨弟兄（Patrick）來

電，告訴我在香港的竹君師母因急病進了醫院，請

邱會長與香港同工聯絡。我便通知周虹弟兄，請他

將消息轉告邱會長。晚上約10時半，周虹弟兄來

電告訴我邱會長與香港同工通電後，得到有關竹君

師母的消息；邱會長亦預備有需要時立即回港。我

們知道師母病情並不尋常，便為師母禱告，亦為邱

會長及他這次在澳洲的事奉禱告。

澳洲悉尼的粵語或國語祈禱會，都經常為邱

會長及竹君師母禱告。師母患有腦瘤16年，從她

的面容及她的分享中，知道這病患不斷蠶食她

的身體。她肉身所受的痛苦，並非一般人

所能了解。我們深信滿有恩慈的

神，必會按著祂的智慧和大能，釋放師母的痛

苦。但在過往的16年，神保存師母的生命，必定

有祂的美意。師母口中常常唱着這經文詩歌：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

己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

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此

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羅14:7-9）。師母過去數年的健康每況愈下，醫

生已經宣告，醫學技術不能阻止她的腦瘤生長，

並且停止治療；師母自己已預備隨時回天家。

感謝神的保守，邱會長在布里斯本事奉期

間，竹君師母的病情保持穩定，使邱會長能夠與

同工完成在布里斯本的「夫婦進深營」、「恩愛

夫婦感恩大團聚」、及「牧者分享會」等事奉。4

月29日，邱會長前來悉尼，預備與同工一同帶領

悉尼的「夫婦進深營」。晚上，師母因得到嚴重

肺炎，病情急轉直下，脈搏微弱，有生命危險，

醫生建議家人盡快返港，我們便連夜為邱會長預

備乘坐翌日早上7時30分的航機回港。

4月29日深夜，代禱消息已經轉遍全球「家新」

同工，均為邱會長和他在美國的兒女祈求回港的路上

平安，及航機能夠順利、如期到達香港。30日早上

起來，得知師母的最新消息，心知不妙。澳洲時間下

午約1時半，師母在幾位姊妹同工陪伴下，在禱告讚

美聲中平靜安詳地被神接去。

我和太太是在2000年參加「恩愛夫婦營」事工

訓練時，認識了竹君師母。師母所寫的《愛的雕琢》

一書，更成為我們在教養兒子上的指引，幫助我們更

深了解如何按著神的真理去教養兒女。師母以身作

則，現身說法，以分享經驗的方式，與邱會長同心推

動這有意義的家庭婚姻事工，是神忠心的使女。最令

人敬佩的，是她在病患、痛苦中的態度和學習。她告

訴我們，過去幾年，身體不同部位的疼痛，每天都纏

繞著她。但她從沒有因病患而對神產生埋怨。反之，

師母內心對神持有堅定的信靠，並因神的同在而有滿

足和喜樂，充份地見証了神生命的大能。師母在去年

「家新」同工聚會中分享，她每天生活的主題是「當

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

頌他的名。」（詩100:4）師母指出，她過去數十年

最大的屬靈學習，是安靜在神面前親近神，過一個真

正的內在生活。她能夠快樂，能夠面對每天肉身的苦

楚，不是靠人，而是靠那位與她同在，沒有離棄她的

神。師母說，她兩目失明，聽覺十分遲鈍，不能參加

聚會，卻因安靜親近神而享用着基督在她裡面湧流的

生命。我想，這豈不是多年來，她操練「等候神」

（「夫婦進深營」三人行操練之一）而有的結果！

竹君師母在4月30日離世。5月3日及4日兩天晚

上，悉尼舉行粵語及國語「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這

兩天晚上本是歡樂的感恩聚會，卻在師母離世數天後

舉行。我心裡思想，應否更改餐館場地的佈置，以帶

有悼念氣氛；晚會的同工，應否穿著黑白素服；應否

更改詩歌等等。及後知道師母的遺願，叮囑她的追思

會主題是「回家」（Home Coming），是一個慶典，並

邀請來賓穿上彩色衣服跟她送別。雖然離別會有傷

感，但她看自己回天家是一個慶典。那麼，我們又何

需悲傷？所以，兩場感恩聚會，開始時先為竹君師母

一生而感恩，其他環節都無需更改。事實上，「恩愛

夫婦營」營友夫婦的歡樂共聚，反映了竹君師母與邱

會長所推動的「恩愛夫婦營」的成果，是師母所喜悅

的事。

竹君師母是神忠心的僕人，是我們的好榜樣；

神在她生命中顯出祂的大能，激勵了我們。願一切榮

耀歸給坐在寶座上的神，直到永永遠遠。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証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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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4日晚上，「國際家庭更新協

會」會長邱清泰博士正身處澳洲黃金海岸的旅

館，與澳洲同工周虹、馮琳夫婦（Joe & Linda）

及王建國、舒淑芬夫婦（David & Judy）預備帶領

在翌日舉行的「夫婦進深營」；我與悉尼的國語同

工，亦在這晚上舉行祈禱會。約在9時45分祈禱會

結束後不久，辦公室同工謝肇莨弟兄（Patrick）來

電，告訴我在香港的竹君師母因急病進了醫院，請

邱會長與香港同工聯絡。我便通知周虹弟兄，請他

將消息轉告邱會長。晚上約10時半，周虹弟兄來

電告訴我邱會長與香港同工通電後，得到有關竹君

師母的消息；邱會長亦預備有需要時立即回港。我

們知道師母病情並不尋常，便為師母禱告，亦為邱

會長及他這次在澳洲的事奉禱告。

澳洲悉尼的粵語或國語祈禱會，都經常為邱

會長及竹君師母禱告。師母患有腦瘤16年，從她

的面容及她的分享中，知道這病患不斷蠶食她

的身體。她肉身所受的痛苦，並非一般人

所能了解。我們深信滿有恩慈的

神，必會按著祂的智慧和大能，釋放師母的痛

苦。但在過往的16年，神保存師母的生命，必定

有祂的美意。師母口中常常唱着這經文詩歌：

「我們沒有一個人為自己活，也沒有一個人為自

己死。我們若活著，是為主而活。若死了，是為

主而死。所以我們或活或死，總是主的人。因此

基督死了，又活了，為要作死人並活人的主。」

（羅14:7-9）。師母過去數年的健康每況愈下，醫

生已經宣告，醫學技術不能阻止她的腦瘤生長，

並且停止治療；師母自己已預備隨時回天家。

感謝神的保守，邱會長在布里斯本事奉期

間，竹君師母的病情保持穩定，使邱會長能夠與

同工完成在布里斯本的「夫婦進深營」、「恩愛

夫婦感恩大團聚」、及「牧者分享會」等事奉。4

月29日，邱會長前來悉尼，預備與同工一同帶領

悉尼的「夫婦進深營」。晚上，師母因得到嚴重

肺炎，病情急轉直下，脈搏微弱，有生命危險，

醫生建議家人盡快返港，我們便連夜為邱會長預

備乘坐翌日早上7時30分的航機回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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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時間 地點 語言 費用

10月4日至10月6日  

　

10月4日至10月6日  

　

9月27日至9月29日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Stanwell Tops,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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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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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arranbui Retreat & Conf. Centre, Murrumbateman, NSW

報名查詢：Pastor Grace Lee 0410 602 937; 或

    Mr. Ian Wong  0406 914 588

粵語 

國語 

$480 

$475 

國語 $498 星期六上午至

星期一下午

澳洲家新20 1 4年下半年營會一覽

恩愛夫婦營
MER1

4月29日深夜，代禱消息已經轉遍全球「家新」

同工，均為邱會長和他在美國的兒女祈求回港的路上

平安，及航機能夠順利、如期到達香港。30日早上

起來，得知師母的最新消息，心知不妙。澳洲時間下

午約1時半，師母在幾位姊妹同工陪伴下，在禱告讚

美聲中平靜安詳地被神接去。

我和太太是在2000年參加「恩愛夫婦營」事工

訓練時，認識了竹君師母。師母所寫的《愛的雕琢》

一書，更成為我們在教養兒子上的指引，幫助我們更

深了解如何按著神的真理去教養兒女。師母以身作

則，現身說法，以分享經驗的方式，與邱會長同心推

動這有意義的家庭婚姻事工，是神忠心的使女。最令

人敬佩的，是她在病患、痛苦中的態度和學習。她告

訴我們，過去幾年，身體不同部位的疼痛，每天都纏

繞著她。但她從沒有因病患而對神產生埋怨。反之，

師母內心對神持有堅定的信靠，並因神的同在而有滿

（接上頁）

足和喜樂，充份地見証了神生命的大能。師母在去年

「家新」同工聚會中分享，她每天生活的主題是「當

稱謝進入他的門，當讚美進入他的院；當感謝他，稱

頌他的名。」（詩100:4）師母指出，她過去數十年

最大的屬靈學習，是安靜在神面前親近神，過一個真

正的內在生活。她能夠快樂，能夠面對每天肉身的苦

楚，不是靠人，而是靠那位與她同在，沒有離棄她的

神。師母說，她兩目失明，聽覺十分遲鈍，不能參加

聚會，卻因安靜親近神而享用着基督在她裡面湧流的

生命。我想，這豈不是多年來，她操練「等候神」

（「夫婦進深營」三人行操練之一）而有的結果！

竹君師母在4月30日離世。5月3日及4日兩天晚

上，悉尼舉行粵語及國語「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這

兩天晚上本是歡樂的感恩聚會，卻在師母離世數天後

舉行。我心裡思想，應否更改餐館場地的佈置，以帶

有悼念氣氛；晚會的同工，應否穿著黑白素服；應否

更改詩歌等等。及後知道師母的遺願，叮囑她的追思

會主題是「回家」（Home Coming），是一個慶典，並

邀請來賓穿上彩色衣服跟她送別。雖然離別會有傷

感，但她看自己回天家是一個慶典。那麼，我們又何

需悲傷？所以，兩場感恩聚會，開始時先為竹君師母

一生而感恩，其他環節都無需更改。事實上，「恩愛

夫婦營」營友夫婦的歡樂共聚，反映了竹君師母與邱

會長所推動的「恩愛夫婦營」的成果，是師母所喜悅

的事。

竹君師母是神忠心的僕人，是我們的好榜樣；

神在她生命中顯出祂的大能，激勵了我們。願一切榮

耀歸給坐在寶座上的神，直到永永遠遠。

「我們既有這許多的見証人，如同雲彩圍著我

們，就當放下各樣的重擔，脫去容易纏累我們的罪，

存心忍耐，奔那擺在我們前頭的路程，仰望為我們信

心創始成終的耶穌。」（來12:1）



對於我來說，要把握這個機會是我的目標。

因為我的身體一直在變壞。到香港後，不到半年醫

生告訴我和邱博士，我的腦瘤一直在長大。初時是

腦瘤，後來連眼也有問題，左眼，左臉，連吃飯都

有麻煩。換句話說，也就是我什麼時候去天家是隨

時可以發生的。我聽到之後很喜樂，因為這樣可以

不用整天去看醫生了，我每天親近耶穌就行了。

我深深感覺到一個人只有在患難中是與神最

親近的時候。如果不是在這患難中，我也沒有那麼

多時間與神親近。因為過去我常常要出去領聚會。

因現在沒法再去領聚會，整天在家變得有很多時間

同神單獨過內在生活。內在生活就是安靜的時候自

己與神的交談。很多時候呢，神用很微小的聲音與

你交談。什麼時候能聽到神的聲音呢，肯定是在患

難中才聽得比較清楚。所以我的信心是因為我的病

而愈來愈增強，愈來愈增強。等到有一天，我先生

告訴我“家新”要搬去香港的時候，我來港之前的

幾年也有些反對的。因為我在美國也四十幾年，讓

各位來賓，謝謝大家參加今晚的感恩晚會。天

父教導我們，要「凡事謝恩」。今晚，我們就利用

這機會，為「家庭更新協會」創辦人之一，余竹君

師母的一生而感恩。

「國際家新」創辦人邱清泰會長的太太，余竹

君師母，已經在4月30日，就是三（或四）天前，

離開世間，被天父接去。

師母在1990年，與邱清泰會長蒞臨澳洲，在

悉尼首次主領「恩愛夫婦營」。這24年來，師母為

「家新」事工的發展，有舉足輕重的貢獻。

雖然師母患有腦瘤，經過了幾次大手術，但她

頑強的鬥志，成為我們很好的榜樣。雖然腦瘤使師

母兩目失明，聽覺十分遲鈍，天天面對一般人不能

體會的肉身痛苦，但她對神的信心和盼望，卻是堅

定不移。師母失聰失明，卻更深地

進入「與神同在」的生活中。師母

經常禱告、唱詩、讚美，成為探望

她的人極大的鼓勵。

師母已經打完了美好的仗，跑盡了當跑的路，

經過了不平凡的一生，如今安息主懷。雖然暫時與

師母離別，我們會傷心，但為了師母已經卸下病患

重重的帳篷，我們感到非常安慰。師母也特意要

求，她的追思會的主題是「回家」，是一個慶典。

所以今晚，請大家也不要有哀傷。

•我們為神興起了邱清泰會長和余竹君師母而感恩。

•我們為師母一生忠於神所交托給她的異象而感恩。

•我們為師母對神堅定不移的信心和盼望而感恩。

•我們為師母所得到的內在豐盛生命而感恩。

願神得到一切的感謝、讚美、敬拜和榮耀。

現在我們觀看一段短片，是師母最近的分享。

當你看到師母面容的時候，你可能很不習慣，因為

腦瘤壓著神經，把面容扭曲了。但我請大家留意

的，是師母在這情形下，內心的體會。

我再適應香港也是很困難的，但是他也不怎麼出

聲。到了差不多來香港之前，已經沒辦法了。因為

美國的辦公室已搬去了洛杉磯，總部是需要搬去香

港。我也很奇怪，沒什麼表示，我覺得要去就去

吧。 

我眼瞎了，無法收拾東西，在美國四十幾

年，家裡很多東西，車庫也有很多東西。我的丈夫

一個人很淒涼，一個人如何收拾。我大女兒來幫爸

爸的忙，所以我什麼都沒收拾，倒也簡單。我那時

心裡也OK。因為不需要整理東西嘛，我遲早要回

天堂的，何必整理東西呢。由美國去(天堂)，香港

去都差不多，所以我就輕輕鬆鬆來了香港。來了之

後呢，我以前教會團契有個姐妹常來探望我。她去

同我工人說，師母衣服不少，可以換換呀，工人說

她穿來穿去就這幾件衣服。這朋友去買了三條西裝

褲，五件衣服送給我，我先生與工人都很高興。

結果，我回想在香港的日子，無論衣，食，

住，行神都為我們安排，我看見神帶我們出來，很

多都為我們預備好了。

(以下是在5月3日及4日

「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

所宣讀的信息)

(以下是當晚播放竹君師母的短片信息)



E . H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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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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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O. Box 313, Burwood, NSW 1805, Australia）

J . C .

這真是一個”最最最”好的課程，它讓我從一個對婚姻半知半解的小學生，變為一個對經營婚姻的方法與具體行動有所了解的成年人。化解衝突的二十四個要點是我個人覺得最有幫助的，因為提款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懂得如何避免相當重要。非常感謝所有的帶領夫妻，您們所付出的時間與精力是何等的多。相信所有夫妻們都有非常大的感動，我們得到的是可以受用一輩子的寶貴知識，您們讓我們夫婦的恩愛指數直綫爬升，天天快樂，天天浪漫，謝謝您們，謝謝！

在參加營會之前，本以為只是普通的婚姻輔導課程，無非是一些理

論上教導如何增進感情和處理爭執。

可是從第一課“重溫舊夢”開始，就感覺到營會的與眾不同，同工

們用他們的親身體驗引領我們，讓我不只是在聆聽，而是在感受他

們傳遞從神而來的愛。

作為新婚夫婦的我們，不論在生活中還是情感上都還需要更多的磨

合。我們都在現實中，人非完人，小挫折小魔鬼一直不斷的試探我

們。通過這次的營會，讓我不僅學到了一些夫妻間溝通、交流、相

處的知識，也在神的帶領、同工們的努力下，讓我看到自己的不足。

感謝主的愛！感謝同工們的愛心！簡春安教授2014年
國語公開聚會

合辦教會 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

內容 夫婦公開講座

省份 悉尼

主題
從新婚到石婚
―建立現世代甜蜜而堅守的婚姻

日期 9月12日(星期五) 

時間 晚上七時半至九時半

地點
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
Hebron Chinese Alliance Church

地址
51 Hawkesbury Rd, 
Westmead, NSW 2145

把您們的幸福  
          成為別人的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