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Marriage and Family 

For Christ，簡稱「澳洲家新」）的成立是神的作

為。經過了廿五年，「澳洲家新」已經扎根成

長。這完全是神奇妙的保守和帶領，因為「若

不是耶和華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勞力。

若不是耶和華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儆

醒」（詩篇127:1）。因此當我們慶祝「澳洲家

新」廿五週年，我們要向神感恩和讚美，將一

切榮耀歸給祂！

在這廿五年中，我們要感恩的實在有很

多，在此只列舉三方面：

(一) 邱清泰博士夫婦的撒種與耕耘

1990年4月1日，邱清泰博士夫婦在美國

加州創辦了「家庭更新協會」（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在現今婚姻家庭普遍破碎的世代中，

神給邱博士夫婦婚姻家庭更新的異象，透過婚

姻家庭事工鞏固華人信徒的婚姻家庭。不但使

信徒和教會得著神的祝福，更能為神作美好的

見證，將福音廣傳，向魔鬼作有力的打擊。

1990年7月，「雪梨華宣會」邀請了邱博士夫

婦，前來雪梨主領首次的「恩愛夫婦營」。當

時一般華人基督徒的心態是，參加這種營會的

人應該是婚姻有問題的夫婦，有正常或美滿婚

姻的夫婦無需參加。那時我剛從越南宣教回

來，相當疲倦，妻子和我本覺得沒有需要參

加。但是為著支持「雪梨華宣會」，結果參加

了。神的工作卻是非常奇妙，聖靈大大工作，

藉著邱博士夫婦，使參加的夫婦得著很多的祝

福。一些有問題的婚姻得著醫治，美滿的婚姻

變得更美滿。那次營會後，我們好幾對夫婦非

常興奮，從神得了異象，決定在澳洲展開華人

基督徒婚姻家庭更新事工。於是與邱博士商

討，就在1990年8月成立了「雪梨家新事工協

調小組」，與美國的「家庭更新協會」緊密合

作，在澳洲推動婚姻家庭事工。到了1997年，

進一步成為「家庭更新協會」的分會―「澳

洲家庭更新協會」。在這廿五年中，「澳洲家

新」的扎根成長，當然是由於神的保守和帶

領，亦是與邱博士夫婦的撒種與耕耘切切相

關，他倆辛勤栽培「澳洲家新」，在早期，每

年親身來雪梨帶領「恩愛夫婦營」，訓練同工，

帶領公開聚會和講座，曾在一年內有三次之

多。在後期，竹君師母雖然因病不能再來，她

仍然沒有忘記「澳洲家新」，常在禱告中記念。

邱博士至今在萬忙之中，仍盡可能前來澳洲帶

領營會與聚會，給我們寶貴的幫助和鼓勵。

(二)「澳洲家新」同工的同心事奉

感謝神賜給「澳洲家新」相當大的同工團

隊。從開始，我們的董事會 (Board of Trustees) 

就由20個董事 (trustees) 組成。一般機構很少

有這樣人數眾多的董事會，更奇妙的是，我們

的董事竟是10對夫婦。通常當幾對夫婦在一起

商討，很容易有很多不同的意見，不易合一同

心，何況10對夫婦。但是廿五年來，我們的董

事們總是彼此配搭、合一同心、滿有喜樂地事

奉。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們都有同一的信仰、同

一的生命、同一的異象。我們每一對夫婦都在

「恩愛夫婦營」中經歷了神所賜的婚姻更新。

我們學習積極的欣賞鼓勵、避免沒有建設性的

指責批評、促進良好的溝通、彼此進入和接納

感受、正確地化解衝突、更在基督裏合而為

一。和雪梨的「澳洲家新董事會」一樣，其他

主要城市的「家新事工協調小組」由一對對夫

婦組成，亦是非常同心的同工團隊。在「澳洲

家新」的辦公室，神賜給我們一個忠心事奉、

合一同心的團隊。無論是受薪或不受薪，他們

都竭力不怠，不只是為機構工作，而是對神的

事奉。「澳洲家新使者」是一重要的團隊，我

們委派一些夫婦在不同的教會中擔任「澳洲家

新使者」。他們代表「澳洲家新」與各教會和

曾參加過「恩愛夫婦營」的夫婦聯絡，宣傳

「澳洲家新」的事工，鼓勵信徒參加我們的

「恩愛夫婦營」和其他的聚會。他們實在是

「澳洲家新」和眾教會的橋樑。感謝神，祂又

賜給我們一個「恩愛夫婦營帶領夫婦」的團

隊。神使用這些帶領夫婦，在「恩愛夫婦營」

中熱心地講解課程，以生命影響生命，歷年來

祝福了數以千計夫婦的婚姻。因為帶領夫婦們

本身經歷了多次的「恩愛夫婦營」，無怪他們

能成為一個彼此配搭、合一同心、滿有喜樂地

事奉的團隊。總的來講，「澳洲家新」同工能

夠同心事奉實是神所賜寶貴的恩典。

(三) 神的奇妙保守和帶領

感謝神，祂不但透過「恩愛夫婦營」祝福

了我們的婚姻家庭，祂更揀選了我們去參與婚

姻家庭更新事工，讓我們在不同的崗位上事奉

祂。如果這事工是出於人意，就沒有甚麼意

義，也不會結出甚麼美好的果子。但這事工實

是出於神自己的心意，在這婚姻家庭普遍破碎

的世代中，神要拯救婚姻家庭，首先從基督徒

開始，使他們蒙福的家庭為神作美好有力的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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証，傳揚福音，帶人信耶穌。我們

在婚姻家庭更新事工上忠心事奉，

實在是有永恆的價值。深信我們都

有如此的經歷，每次在「恩愛夫婦

營」中事奉，都可經歷神的同在。

雖然我們軟弱，講解會不夠清楚完

全，但是因著聖靈的大能，夫婦的

婚姻竟能在三天兩夜中得到突破和

更新，有些未信耶穌的配偶竟然在

營會中接受了祂作救主。我們個人

有如此經歷，整個「澳洲家新」亦

同樣經歷了神的同在和大能。雖然

在 澳 洲 華 人 中 推 動 「 婚 姻 家 庭 事

工」要面對很多困難和挑戰，但是

因為這是神自己要做的事工，廿五

年來我們都經歷了神的奇妙保守和

帶領，祂的恩典夠我們用，我們真

要 感 謝 讃 美 祂 ， 將 一 切 榮 耀 歸 給

祂！

正因為神的恩典是如此的多，

我們每一個「家新人」真要常存感

恩的心，珍惜祂所賜給我們美滿的

婚姻，在前面的年日，繼續為祂作

美好的見證，在祂托付我們的婚姻

家庭事工上忠心擺上，使更多的婚

姻家庭得著祂的祝福！願神的心得

著滿足，祂的名得著一切的榮耀！



神呼召家庭更新協會會長邱清泰博士夫婦在美

國及世界各地興起恩愛夫妻事工，時光荏苒，匆匆

二十五寒暑。感謝神的帶領保守與賜福，在營會

裏，看到有些夫妻從第一天早上進入營會的「雙眉

緊鎖」，到第三天離開營會時的「喜不自禁」，真

是天壤之別，神的恩典大大的澆灌學員夫婦。

布里斯本、墨爾本與坎培拉聚會

布里斯本與墨爾本兩地為慶祝「家新」銀禧慶

典，特別邀請到台灣東海大學前社工系主任、婚姻

輔導專家簡春安教授前來主領公開聚會。他妙語如

珠、深入淺出的道出夫妻之間該如何營造「為愛翻

轉」的婚姻生活。簡教授啟發性的言詞，使聆聽者

受益良多。兩個省份與會者眾，布里斯本兩晚約有

四百七十人之多，而墨爾本兩晚共近七百人出席。

乘簡教授來澳之便，「家新」亦於坎培拉舉辦

一個公開聚會，務求祝福更多當地華人信徒。參加

者亦超過八十人。

在兩省份舉行的慶祝晚宴，簡教授闡釋如何

「快活度日」。原來生活中令人快活的因素俯拾即

是，所有來賓也更多的認識到神賦予「家新」對婚

姻家庭事工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神聖使命。

悉尼廿五周年感恩慶典

至 於 悉 尼 所 舉 辦 的 廿 五 周 年 感 恩 慶 典 （ 粵

語），亦承蒙「國際家新」會長邱清泰博士到賀，

並分享主題信息―「等‧一個人‧回家」。我們

邀請了超過六十位牧者及其配偶出席，感謝他們多

年來與「家新」配搭事奉，共創和諧家庭。當晚超

過四百四十人前來慶賀，共證廿五年來神的恩典滿

滿。邱博士亦百忙中與悉尼國語團隊相聚，彼此獻

上感恩祭之餘，亦藉分享建立一眾同工。

阿德雷德與柏斯聚會

今年八月底至九月初，「家新」邀得莫江庭

博士到來分享另一專題講座系列：「美滿婚姻秘

笈」，並擔任兩省廿五周年慶典之分享嘉賓。莫

博士乃香港資深教會牧者及婚姻輔導工作者，藉

著他的分享，定必令夫婦們的婚姻關係更上一層

樓。因此，「家新」鼓勵夫婦二人牽手參加，同

學習、互勉勵。

願神的恩典與賜福保守帶領「家新」邁向金

禧五十的歲月，願一切的榮耀歸與神！

布里斯本布里斯本

墨爾本墨爾本

悉尼悉尼



莫江庭博士 2 0 1 5 年
華、粵語公開聚會暨
2 5周年感恩慶祝晚宴

主題：美滿婚姻秘笈

阿德雷德

柏斯

報名及查詢
Peter & Agnes Tam

0412 888 828

報名及查詢
唐右民(Jimmy Tong)

(08) 9332 7929
0409 883 880

8月28日 (星期五)
6時恭候 6時半入席

一品軒海鮮酒家
401 King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90每對夫婦
或$45每位

9月2日(星期三)
6時30分

Air Force
Association Club

Air Force Memorial
Estate, Bull Creek Drive
請向各家新使者報名及繳費

澳洲家新 周
年

感恩慶祝晚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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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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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江庭博士簡介：
‧香港專業輔導人員協會認可督導及認證輔導員
‧香港浸信會神學院道學碩士
‧美國南科他州州立大學（輔導學）教育碩士
‧美國貝勒大學教育心理學教育博士（主修輔導心理學）
‧曾任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實用神學助理教授
‧現任香港愛群道浸信會主任牧師
‧現任香港浸信會聯會會長

省份

講題

阿德雷德 柏斯 柏斯阿德雷德

建立良好婚姻元素—
排序的再思

建立良好婚姻元素—
排序的聖經基礎

日期 8月29日(星期六) 8月30日(星期日)9月4日(星期五) 9月5日(星期六)

時間

地點

地址

晚上7時30分 晚上7時30分 晚上7時30分

294-296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294-296 Morphett 
Street, Adelaide 

SA 5000

324 Belmont Ave
Cloverdale WA

9 Gedling Close
Parkwood WA

早上11時30分

澳亞基督教會 澳亞基督教會
珀斯中華基督教會

(河南堂)
柏斯宣道會(南堂)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主辦

*柏斯公開聚會蒙西澳華福會協辦，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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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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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家新20 1 5年下半年營會一覽
語言 日期 地點 費用 報名查詢 

10月3日至10月5日

星期六至一 (長週末)

10月3日至10月5日

星期六至一 (長週末)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Stanwell Tops, NSW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華語

粵語

$480

$475

本會辦公室

(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10月3日至10月5日

星期六至一 (長週末)

待定 Peter & Agnes Tam 

(08)8365 4338或0412 888 828
華語 

$490

恩愛夫婦營
MER1

夫婦進深營
MER2

9月12日至9月14日

星期六至一

粵語 $560 

9月19日至9月21日

星期六至一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粵語 $560 

暫定九月份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粵語

湯華燊(San Thang)

(03)9830 0118或0438 178 338

The Point Brisbane Hotel,
21 Lambert St, 
Kangaroo Point QLD 416

Eric & Cecilia Yu

0421 012 0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