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感謝那賜我力量的我們的主基督耶

穌，因他看我是個忠心的人，指派我擔當這職

分。」提前1:12。

聖經中記載了不少忠心事奉神的人物，他

們因着神的榮耀、大愛和揀選而忠心事奉祂。使

徒保羅是很好的例子，自從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

上，認識了耶穌基督之後，他領受了從天上而來

的異象，靠着神的能力，忠心地事奉神。他一生

獻上，讓神使用，走完了光輝的路程。

「家庭更新協會」蒙神帶領，已經走過了

25年的日子。去年「澳洲家新」全國的同工和

支持者，在各主要城市相聚感恩，一同數算神

在過去25年的引導和奇妙的工作。當回顧過去

時，不難發現在「澳洲家新」的同工團隊和支

持者中，有不少忠心的僕人。多少年來，他們

因着神加給他們的異象，和所賜予的能力，無

論是直接地參予事工，或是私下在禱告和財力

上的支持，都極力獻上。例如在直接參予事工

的同工中，事奉超過20年的有12人；事奉15

至20年的有22人；10至15年的有74人。「家

新」為這些忠心的僕人感謝神，亦向他們致萬

分謝意。沒有這些義工和支持者的參予或支

持，「澳洲家新」實在不能走過25年的日子。

願神大大賞賜他們。

在2015年，「澳洲家新」在全國舉辦了

10次「恩愛夫婦營」，4次「夫婦進深營」，

10場由資深牧者主領的公開聚會，5場「廿五

周年感恩慶祝晚宴」，「帶領夫婦訓練班」，

多場同工培訓，出版刊物及「家新伴你行」，

及提供專業輔導等等。

去年12月，「國際家新」在香港舉辦了

「第九屆全球家新同工大會暨成立25周年慶

典」，出席大會的人數有250人，來自澳洲的

同工亦有28人。這次大會主題為「更新、蛻

變、邁向金禧！」內容有主題信息、專題研

討、小組分享、體驗活動及反思、禁食禱告、

事工策略及回饋、25周年慶典、會長勉勵、及

聖餐等等。能夠與全球領受同一異象的眾多

「家新人」彼此相交，一同學習，實在令人振

奮。大會多樣化的內容，使與會的同工得到不

少啟迪及鼓勵。「家新」一直強調追求建立屬靈

生命，與神連結，活像基督。願「家新」同工

能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生命影響生命。

在2016年，「澳洲家新」會舉辦10次「恩

愛夫婦營」，3次「夫婦進深營」，10場公開

聚會，2場「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晚宴」，「青

年關係成長營」，繼續出版刊物及「家新伴你

行」短文，及提供專業輔導等等。總會會長邱

清泰博士亦將再臨澳洲，主領公開聚會和「帶

領夫婦訓練班」，及進行多項活動。

位於悉尼Burwood的辦公室，由於物業將

要拆卸重建，「澳洲家新」在今年年初，已將

辦公室遷往位於悉尼Parramatta，能夠長期租用

的全新辦公室。同工們為神的預備而感恩。求

神使用這新的基地，更多賜福澳洲華人的婚姻

與家庭。

「一男一女」的婚姻議題，在澳洲越受關

注。「家新」會繼續支持「一男一女」婚姻觀

的活動，幫助華人社會認識同性婚姻對社會的

影響。

求神使用和祝福「家新」，藉着各項婚姻

家庭事工，成就神對婚姻家庭的心意，亦使各

人得享神所賜予的福樂。

盼望在2016年的活動中，能夠與您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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穌，因他看我是個忠心的人，指派我擔當這職

分。」提前1:12。

聖經中記載了不少忠心事奉神的人物，他

們因着神的榮耀、大愛和揀選而忠心事奉祂。使

徒保羅是很好的例子，自從在前往大馬士革的路

上，認識了耶穌基督之後，他領受了從天上而來

的異象，靠着神的能力，忠心地事奉神。他一生

獻上，讓神使用，走完了光輝的路程。

「家庭更新協會」蒙神帶領，已經走過了

25年的日子。去年「澳洲家新」全國的同工和

支持者，在各主要城市相聚感恩，一同數算神

在過去25年的引導和奇妙的工作。當回顧過去

時，不難發現在「澳洲家新」的同工團隊和支

持者中，有不少忠心的僕人。多少年來，他們

因着神加給他們的異象，和所賜予的能力，無

論是直接地參予事工，或是私下在禱告和財力

上的支持，都極力獻上。例如在直接參予事工

的同工中，事奉超過20年的有12人；事奉15

至20年的有22人；10至15年的有74人。「家

新」為這些忠心的僕人感謝神，亦向他們致萬

分謝意。沒有這些義工和支持者的參予或支

持，「澳洲家新」實在不能走過25年的日子。

願神大大賞賜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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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場同工培訓，出版刊物及「家新伴你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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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12月，「國際家新」在香港舉辦了

「第九屆全球家新同工大會暨成立25周年慶

典」，出席大會的人數有250人，來自澳洲的

同工亦有28人。這次大會主題為「更新、蛻

變、邁向金禧！」內容有主題信息、專題研

討、小組分享、體驗活動及反思、禁食禱告、

事工策略及回饋、25周年慶典、會長勉勵、及

聖餐等等。能夠與全球領受同一異象的眾多

「家新人」彼此相交，一同學習，實在令人振

奮。大會多樣化的內容，使與會的同工得到不

少啟迪及鼓勵。「家新」一直強調追求建立屬靈

生命，與神連結，活像基督。願「家新」同工

能以「基督耶穌的心為心」，以生命影響生命。

在2016年，「澳洲家新」會舉辦10次「恩

愛夫婦營」，3次「夫婦進深營」，10場公開

聚會，2場「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晚宴」，「青

年關係成長營」，繼續出版刊物及「家新伴你

行」短文，及提供專業輔導等等。總會會長邱

清泰博士亦將再臨澳洲，主領公開聚會和「帶

領夫婦訓練班」，及進行多項活動。

位於悉尼Burwood的辦公室，由於物業將

要拆卸重建，「澳洲家新」在今年年初，已將

辦公室遷往位於悉尼Parramatta，能夠長期租用

的全新辦公室。同工們為神的預備而感恩。求

神使用這新的基地，更多賜福澳洲華人的婚姻

與家庭。

「一男一女」的婚姻議題，在澳洲越受關

注。「家新」會繼續支持「一男一女」婚姻觀

的活動，幫助華人社會認識同性婚姻對社會的

影響。

求神使用和祝福「家新」，藉着各項婚姻

家庭事工，成就神對婚姻家庭的心意，亦使各

人得享神所賜予的福樂。

盼望在2016年的活動中，能夠與您相遇。

十月初，我們夫妻倆參加了澳洲家庭更新

協會在Stanwell Top舉辦的恩愛夫妻營，發現自

己過去在婚姻和家庭上的許多看法都是錯的。

自覺三天的營會�物超所值�，受益良多。

過去，在我的婚姻生活中，始終在尋求一

種安全感，愛與�安全感�比，可有可無。可

是，在信主之前，�安全感�始終是沒有的，而且

是，越追求越沒有；因為我對婚姻保持這樣的一

種看法：既然沒有愛的婚姻是不道德的，那麼，

相遇一定要浪漫，相知一定要徹底，相愛一定要

真誠，結婚一定要完美；否則就分手。人生─

相遇，相知，相愛，分手，比比皆是，所以不要

害怕結婚，也不要畏懼離婚，即便有了孩子，也

絕不維持一段沒有感情，只有欺騙的婚姻和家

庭。顯然，這是悖論：追求�愛�，目標卻是‘安

全感�。

所以，我的初戀初婚，很快就結束了，留

下一個孩子，身心家庭遍體鱗傷，自己受傷不

說，其他人，包括孩子也受傷害。

新的婚姻，我只要求安全感，至於感情基

礎，幾乎沒有考慮過。到了受洗信主，這種安

全感，始終若有若無；我站在自己立場，始終

認為這是對方的問題。剛結婚數年，家裏充滿

火藥味，直到孩子出走，我也從來沒有想過，

自己有什麼問題。

W.D.



婚姻似乎再次走到盡頭。那時，我幾乎步入了

人生絕境，四顧茫然，每天日子如同走在刀鋒絕壁

上。有幾個月，雙方唇槍舌劍，很受傷害。直到有

一天，我聽了一盤福音帶子，才恍然大悟，生命不

是這樣的，可以換一種過法。沒有�終極目標’的

生命，其實不是生命，只是�活著�。

於是，我受了洗，也拉丈夫受了洗。我們一起

學習了這樣一段話，是主耶穌說的：‘從創世之

初，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離開父母，與

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

兩個人，乃是一體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

開。�（馬可福音第十章6-8） 

我感覺，我找到婚姻安全感了：反正，我不會

再離婚了。你要離，道義上我沒有任何問題，方方

面面也都可以交代了。有了主，生命有了新的方

向，夠了。婚姻中存在的問題，充其量就是�十字架

�。基督徒背�十字架�是應有之義。所以，婚姻中

存在的問題，我從來沒有認真想過去解決。當然，

受洗之後，雙方有了主這個尺度和界限，主光照我

們，我同丈夫的關係大為改善，走出了婚姻低谷。

神因此給我開了另外一道門，借教會之手，�

迫使�我們夫妻去恩愛夫妻營（MER=Ma r r i a g e 

Enrichment Retreat）。在山上三天，我學習到太多

功課，不僅從課程，更是從帶領夫婦和其他參與營

會的弟兄姐妹─他們婚姻的見證，完全顛覆了我

過去的婚姻觀和家庭觀。我第一次知道婚姻的神

聖，上帝對婚姻的美好祝福，和對家庭的看重和應

許。原來婚姻不僅是一男一女的結合，更是合二為

一的事工和事奉；而基督徒家庭是要為神在地上做

美好的見證，亦是一種對上帝的委身。我們基督徒

是蒙福的，在許多參與夫妻營的同工和弟兄姐妹身

上，這種�蒙福�的標記是顯明的。

過去，我們長期受�婦女半邊天�的影響，違

背了神對家庭中男女責任義務的規定─�耶和

華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

幫助他。”�（創世記二：18）。加上中國人受

著原生家庭代代相傳的一些負面影響，婚姻家庭

都有許多陷阱和困惑，舉步維艱。以我為例：我

對�安全感�一直執著追求，卻把對方投在一個沒

有�安全感�的位置上；信任是雙方的，我根本不

信任丈夫，必然給信任蒙上陰影；婚姻是需要彼

此學習的，是一個生命影響另一個生命，但絕不

是�改造�對方的過程，夫妻間的共同性是需要培

植澆灌的，可是我希望對方努力，自己則一邊觀

望；我常常把感覺當作是非判斷，分不清別人情

緒化和理性判斷的不同，常常小題大做，真正的

是 非 反 而 模 棱 兩 可 ， 這 樣 的 家 庭 ， 如 何 能 找

到�安全感�？又如何有平安喜樂呢？

我曾經是主動的，憑著自己的意志，想當然

地看待婚姻和家庭，所以，遭遇婚姻不幸，家庭

岌岌可危；我曾一度是被動的，自以為背起了

�十字架�，實質上只是穿新鞋走老路，婚姻家庭

仍無法完全走出陰影；如今，我們夫婦都主動朝

著主悅納的方向走，�又當存敬畏基督的心，彼

此順服。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

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

會的頭；他又是教會全體的救主。教會怎樣順服

基督，妻子也要怎樣凡事順服丈夫。你們作丈夫

的，要愛你們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捨己’（弗五22-25），每天的生命，就會有喜樂

和平安。

儘管，我們的孩子還在外面。但是我們有盼

望，而且也相信必有更美的祝福，讓�萬事都互

相效力’。感謝主。



悉尼
日期：4月29日(星期五)

主題：和睦同心─如何有效處理親子衝突

時間：晚上7時半

日期：4月30日(星期六)

主題：恩愛和諧─婚姻中的誤解與復和

時間：晚上7時半

地點：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地址：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NSW 2135

聯絡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坎培拉
日期：5月4日(星期三)

時間：晚上7時半

主題：恩愛和諧─婚姻中的誤解與復和

地點：坎培拉澳亞基督教會

　　　Canberra Austral-Asian Christian Church

地址：36 Ringrose Crescent, 

　　　Isaccs, ACT 2607

聯絡查詢：Frank Yu 0417 467 039；

　　　　　或www.mffc.org.au

布里斯本
日期：5月6日(星期五)

主題：和睦同心─如何有效處理親子衝突

時間：晚上7時半

日期：5月7日(星期六)

主題：恩愛和諧─婚姻中的誤解與復和

時間：晚上7時半

地點：布里斯本華人基督教會頌恩堂(CCCB)

地址：23 Beenleigh Road, Cnr. 

　　　Beenleigh Rd & Selhurst St., 

　　　Coopers Plains 4108

聯絡查詢：Eric Yu 0421 012 065；

　　　　　或www.mffc.org.au

屈偉豪博士、屈黎懿堅博士
粵語公開聚會

悉尼
日期：4月16日(星期六)

時間：晚上7時半

地點：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地址：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NSW 2135

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或info@mffc.org.au

墨爾本
日期：4月22日(星期五)

時間：晚上7時半

地點：墨爾本華人浸信會

地址：75A Cotham Road, Kew, VIC 3101

查詢：湯華燊先生(San Thang) 

　　　0438 178 338或www.mffc.org.au

日期：6月27日(星期一)

時閒：晚上7時半至9時半

地點：天恩華人長老會

地址：38 James Street, Lidcombe, NSW 2141

對象：年青人及家長

查詢：本會辦公室 (02)9633 1925；

　　　或info@mffc.org.au

（註：是次聚會將與康恩關懷中心、雪梨華人宣道會希伯崙堂

及天恩華人長老會聯合舉辦，並承蒙莫慶堯博士基金贊助）

邱清泰博士國語公開聚會

沈祖堯教授悉尼公開講座(粵語)

日期：5月1日（星期日）

時間：晚上六時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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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尼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粵語)

心法與劍法
恩愛和諧

—婚姻中的誤解與復和

鶼鰈互明瞭

友情、愛情、親情的挑戰與融會
「最愛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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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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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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2日至14日(星期五至日)
地點：Elanora Conference Centre
地址：19A Wesley Street, Elanora Heights, NSW 2101
講員：吳振智牧師
對象：18歲以上青年基督徒
詳情：密切留意Facebook專頁最新動態
(在FB搜尋�MFFC Youth Ministry�)
查詢：Woody 0409 122 031；Patrick 0410 510 404

新辦公室地址：

Suite 40, G/F, 
11 Hunter Street, 
Parramatta, 2150
T: 02-9633 1925
F: 02-9633 2143

W: www.mffc.org.au
E: info@mffc.org.au

《雪糕+雞蛋仔》
悉尼青年關係成長營（粵語）

10月16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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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里斯本
10月14日(星期五)
10月15日(星期六)

悉尼
10月21日(星期五)
10月22日(星期六)

預告

布里斯本國語
恩愛夫婦感恩大團聚

新郵寄地址：

P. O. Box 587 

Parramatta 

NSW 2124

搬遷啟示搬遷啟示



澳洲家新20 1 6年全年營會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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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日期 地點 費用 報名查詢 

4月23日至4月25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10月1日至10月3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4月23日至4月25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10月1日至10月3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3月12日至3月14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6月11日至6月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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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國語

粵語

$480

$480

$4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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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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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

粵語

$490 

$490 

4月30日至5月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4月23日至4月25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Quality Hotels, 

Mermaid Waters, QLD

待定

梁巍巍(07)3172 2306或0432 805 794

Tina Ko 0421 996 178

Eric & Cecilia Yu 0421 012 065

黃林明珠女士 0403 307 290

國語 

粵語 

$49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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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至6月13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待定
粵語

$490 

$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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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1日至6月13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Maclin Lodge 

Campbelltown, NSW

國語 $560 

墨
爾
本

9月24日至9月26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詳情請留意本會網站國語 $560 坎
培
拉

4月23日至4月25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Eltham Gateway Hotel 

Eltham, VIC

國語 $560 

Peter & Agnes Tam 

0412 888 8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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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吳麗賢(Jane Lai)(08)62622588或0411829930

柏
斯

6月4日至6月6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Comfort Inn

Mandurah, WA
國語

湯華燊(San Thang)

(03) 9830 0118或0438 178 338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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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满額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2014年7月至2015年6月收支表

捐款  $245,558 

恩愛夫婦營  $61,198 

感恩大團聚  $26,396 

輔導  $680 

銷售影音產品  $3,027 

同工退修會  $3,054 

其他收入  $2,700 

收入總額  $342,613 

恩愛夫婦營  $86,752 

感恩大團聚  $22,607 

輔導  $1,300 

影音產品成本  $93 

親子講座  $1,223 

公開聚會  $9,257 

總活動支出總額  $121,232 

  $221,381 

總會資源費  $15,000 

辦公室租金及維修  $20,377 

人事費用  $81,587 

印刷及推廣費用  $10,470 

其他行政費用  $26,782 

總營運開支  $154,216 

  $67,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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