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一次「恩愛夫婦營」跟進小組的聚會

中，夫婦們回顧在營會結束後到聚會當天，他

們的夫婦關係中，有哪些最為明顯的改變。大

家都同意，最明顯的進步就是更懂得欣賞自己

的配偶。事實上，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優點。

但是，相處的日子久了，夫婦很容易對配偶的

優點越來越不在意，甚至認為配偶有這些優點

是理所當然的。亦有夫婦因為配偶的缺點未能

改正，又或因配偶對自己有所傷害，而不願意

承認或重視配偶的優點。感謝神，藉著營會的

學習，大家內心對配偶的看法都能有所更新。

另一方面，營會之後較明顯的進步，就是

夫妻們更為合拍。例如，其中一方有事情需要

處理，暫時未能兼顧配偶的需要，另一方會諒

解支持，不像以往一樣，容易產生埋怨刁難；

或在管教子女時，夫婦的意見更為一致，彼此

配合，例如在一方未能處理子女的事情時，另

一方會立刻補上，幫助兼顧，並且會幫助配

偶，在年幼子女的心目中建立父母的權威形

象。他們的表現，表彰了神所設計的婚姻關係

―夫婦彼此相愛，互相順服，和諧互助，同

心同行。

有社會學家認為，從1965年至今，我們是

生活在“自我表達婚姻”(s e l f - e x p r e s s i v e 

marriage)的時代裡。在這種婚姻模式中，人們

更著重婚姻中的自我發展、自我尊重、和個人

成長。雖然這種婚姻模式，能夠幫助女性提高

自主權，使女性更受尊重，但這種傾向個人主

義的婚姻戀愛觀和家庭觀，卻有可能引致著重

追求個人滿足。當達不到自我滿足的期望時，

婚姻危機隨時湧現，甚至以離婚收場。社會學

家指出，在這種婚姻的期望下，現時認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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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興夫婦

澳洲家新會長伉儷

擁有幸福婚姻感的人越發減少，人們對婚

姻的失望程度有可能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何

時候。這種婚姻模式，亦助長了現代的多

元化婚姻觀的發展，例如同居、試婚、閃

婚、閃離、同性婚姻等等，以企圖避免婚

姻的失敗，或是失敗後以此作為尋求自我

解決的方法。

社會學家指出，在“自我表達婚姻”的

時代裡，人們對婚姻的期望已逐步升級，但

要達到期望也變得難上加難。若要在整個婚

姻歷程中持續得到高度滿足，勢必需要人們

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經營自己與伴

侶的關係。社會學家杰弗里·迪尤(Jeff rey 

Dew)和W‧布拉德福德‧威爾科克斯(W. 

Bradford Wilcox)的研究証明，每周至少一

次“與配偶獨處，談心或一起從事某項活

動”的夫妻擁有美滿婚姻生活的可能性，

是達不到這一標準的夫妻們的3.5倍。

其實，男和女都有神的形象，無論性別

如何，都有著尊貴地位，本該同受尊重。丈

夫和妻子雖然是獨立個體，但卻不能分割，

並且要相輔相成。雖然在婚姻生活中，丈夫

和妻子都需要尋求自我發展，追求個人成

長，但卻不是著重個人滿足。神的同在，是

維繫夫婦關係的重要因素。夫婦之間的愛，

是出於神的愛。神的愛是捨己的愛，因著耶

穌基督的捨身，世人得著寶貴的救恩。丈夫

和妻子因著愛對方的緣故，亦當預備為對方

而有所捨棄，甚至放棄個人利益，以成全對

方。而且，夫婦既然成為一體，以愛相融，

配偶的成功也能使自己得著滿足。這是基督

徒夫婦在這“自我表達婚姻”時代裏的生活

態度。

雖然在現代社會，要擁有美滿婚姻並不

容易，但並非沒有門路；防止婚姻失敗，亦

不是使用同居、試婚等方法。要獲得美滿婚

姻，是要回歸聖經，跟從神所設立的婚姻關

係模式。這些需要，更顯出婚姻事工的重要

性。感謝神在過去一年，帶領「澳洲家庭更

新協會」，在全國舉辦了十場「恩愛夫婦

營」，三場「夫婦進深營」，二場「神國好

漢男士課程」，九場由海外資深講員主領的

「婚姻關係講座和教養子女講座」，及其他

相關的活動，全年參加者達到2000人次。

這些事工，是要幫助夫婦，建立神所設立的

婚姻家庭模式。

正如社會學家觀察所得，要得著美滿婚

姻，夫婦需要投下時間和精力，要安排質和

量兼備的夫婦獨處時間。「恩愛夫婦營」和

「夫婦進深營」所推動的生活模式，滿足了

夫婦所需的獨處需要，並且建立以神為中心

的婚姻家庭生活，造就生命品格。

若然世人能夠活在神所設立的婚姻家庭

模式中，家庭關係必定和諧，婚姻關係得著

滿足，子女在愛中成長，現代的多元化婚姻

觀（倒如「同性婚姻」等）亦不會得到支

持。

唯願「澳洲家庭更新協會」能夠成為時

代的僕人，繼續在這世代中作出貢獻。



在一次「恩愛夫婦營」跟進小組的聚會

中，夫婦們回顧在營會結束後到聚會當天，他

們的夫婦關係中，有哪些最為明顯的改變。大

家都同意，最明顯的進步就是更懂得欣賞自己

的配偶。事實上，每個人或多或少都有優點。

但是，相處的日子久了，夫婦很容易對配偶的

優點越來越不在意，甚至認為配偶有這些優點

是理所當然的。亦有夫婦因為配偶的缺點未能

改正，又或因配偶對自己有所傷害，而不願意

承認或重視配偶的優點。感謝神，藉著營會的

學習，大家內心對配偶的看法都能有所更新。

另一方面，營會之後較明顯的進步，就是

夫妻們更為合拍。例如，其中一方有事情需要

處理，暫時未能兼顧配偶的需要，另一方會諒

解支持，不像以往一樣，容易產生埋怨刁難；

或在管教子女時，夫婦的意見更為一致，彼此

配合，例如在一方未能處理子女的事情時，另

一方會立刻補上，幫助兼顧，並且會幫助配

偶，在年幼子女的心目中建立父母的權威形

象。他們的表現，表彰了神所設計的婚姻關係

―夫婦彼此相愛，互相順服，和諧互助，同

心同行。

有社會學家認為，從1965年至今，我們是

生活在“自我表達婚姻”(s e l f - e x p r e s s i v e 

marriage)的時代裡。在這種婚姻模式中，人們

更著重婚姻中的自我發展、自我尊重、和個人

成長。雖然這種婚姻模式，能夠幫助女性提高

自主權，使女性更受尊重，但這種傾向個人主

義的婚姻戀愛觀和家庭觀，卻有可能引致著重

追求個人滿足。當達不到自我滿足的期望時，

婚姻危機隨時湧現，甚至以離婚收場。社會學

家指出，在這種婚姻的期望下，現時認為自己

擁有幸福婚姻感的人越發減少，人們對婚

姻的失望程度有可能遠遠超過以往的任何

時候。這種婚姻模式，亦助長了現代的多

元化婚姻觀的發展，例如同居、試婚、閃

婚、閃離、同性婚姻等等，以企圖避免婚

姻的失敗，或是失敗後以此作為尋求自我

解決的方法。

社會學家指出，在“自我表達婚姻”的

時代裡，人們對婚姻的期望已逐步升級，但

要達到期望也變得難上加難。若要在整個婚

姻歷程中持續得到高度滿足，勢必需要人們

投入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經營自己與伴

侶的關係。社會學家杰弗里·迪尤(Jeff rey 

Dew)和W‧布拉德福德‧威爾科克斯(W. 

Bradford Wilcox)的研究証明，每周至少一

次“與配偶獨處，談心或一起從事某項活

動”的夫妻擁有美滿婚姻生活的可能性，

是達不到這一標準的夫妻們的3.5倍。

其實，男和女都有神的形象，無論性別

如何，都有著尊貴地位，本該同受尊重。丈

夫和妻子雖然是獨立個體，但卻不能分割，

並且要相輔相成。雖然在婚姻生活中，丈夫

和妻子都需要尋求自我發展，追求個人成

長，但卻不是著重個人滿足。神的同在，是

維繫夫婦關係的重要因素。夫婦之間的愛，

是出於神的愛。神的愛是捨己的愛，因著耶

穌基督的捨身，世人得著寶貴的救恩。丈夫

和妻子因著愛對方的緣故，亦當預備為對方

而有所捨棄，甚至放棄個人利益，以成全對

方。而且，夫婦既然成為一體，以愛相融，

配偶的成功也能使自己得著滿足。這是基督

徒夫婦在這“自我表達婚姻”時代裏的生活

態度。

雖然在現代社會，要擁有美滿婚姻並不

容易，但並非沒有門路；防止婚姻失敗，亦

不是使用同居、試婚等方法。要獲得美滿婚

姻，是要回歸聖經，跟從神所設立的婚姻關

係模式。這些需要，更顯出婚姻事工的重要

性。感謝神在過去一年，帶領「澳洲家庭更

新協會」，在全國舉辦了十場「恩愛夫婦

營」，三場「夫婦進深營」，二場「神國好

漢男士課程」，九場由海外資深講員主領的

「婚姻關係講座和教養子女講座」，及其他

相關的活動，全年參加者達到2000人次。

這些事工，是要幫助夫婦，建立神所設立的

婚姻家庭模式。

正如社會學家觀察所得，要得著美滿婚

姻，夫婦需要投下時間和精力，要安排質和

量兼備的夫婦獨處時間。「恩愛夫婦營」和

「夫婦進深營」所推動的生活模式，滿足了

夫婦所需的獨處需要，並且建立以神為中心

的婚姻家庭生活，造就生命品格。

若然世人能夠活在神所設立的婚姻家庭

模式中，家庭關係必定和諧，婚姻關係得著

滿足，子女在愛中成長，現代的多元化婚姻

觀（倒如「同性婚姻」等）亦不會得到支

持。

唯願「澳洲家庭更新協會」能夠成為時

代的僕人，繼續在這世代中作出貢獻。

(接上頁)



親愛的亞倫：

此情此景讓我回想起以前我們鴻雁傳書的時候，也正是我們一腔熱忱、激盪青春的歲

月。通宵徹聊不覺得困倦，遠隔重洋不覺得疏離，長途跋涉也不覺得辛苦，只為心中

那一份牽掛，一份情意。

還記得當年你鍥而不捨的較勁，你深情而真摯的歌聲，你舉手投足之間的灑脫，你無

微不至的體貼包容，還有為朋友情相義情挺的義氣，都讓我心動。還記得你虔誠禱告

時專注的神情，你帶我去教堂十字架下那專屬的約定，自行車後架上無憂無慮的開懷

大笑，籃球場邊偶然的相遇，都成了我記憶中最美的瞬間。

曾經年少輕狂，在歲月裏妄情恣肆，卻在流水般匆匆流走的時光裏變了模樣，還來不

及醞釀出優雅和成熟，卻不得不與意氣風發的自己告別。我們都還持守著那份追求，

向有限的時間和精力去爭取，方方面面的壓力和挑戰應接不暇，我們在神裏面經發熬

煉、期待破繭成蝶的蛻變，迎來滿有恩典和喜樂的生命。在這其間，我們亦在彼此改

變，打碎融合的過程並不都是愉快的，但逐漸合一的體驗卻有著水乳交融的和諧。而

我們的心裏還有著彼此的過去和現在，當我們凝視對方的雙眼，會發現舊日的情懷不

曾逝去，它安安穩穩的有放在我們伴侶的生命裏，藉著與對方的合一，我們才能找到

橫跨時間和空間的，完整的自我。

或許，我們不須如此感嘆，我很慶幸我們能走在一起，近來我愈加感覺，幸福的婚姻

不是理所當然的，主的安排與祝福，雙方在生活中大事小事上的努力和維繫，外界各

種積極的和負面的因素的作用，都在決定和左右婚姻的步伐和狀態。我們有機會學習

如何相互理解和溝通，更加為我們未來的婚姻人生添加了法碼。有時候我會回想

我們父母輩一路走來的腳印，展望我們前面的道路，發覺名利、權

力，很多東西如同電影裏的場景道具，成為一時的佈置與

點綴，只有主人公在當下的心情、選擇、信念、或是那句

經典的表白，才成為銘記刻於心的真實。

我愛你，親愛的，願神看顧我們的婚姻，為生命中有你

而感恩！ 
珍妮

寫於恩愛夫妻營



我和太太已經是第二次參加夫婦進深營，我們

也是MER1的帶領夫婦，故我覺得個人與主和

夫妻間的關係已相當不錯。但在這三天的營會

中聽到一個動人真實的生命故事，是切切實實

的個人分享，更讓我深切體會“我死你活”的

真義，就如主耶穌在十字架上的捨己犧牲，唯

有徹底的死去，才能讓周遭的人活。感謝主，

讓我反思、醒悟自己若不徹底死去，我身邊的

親人、朋友就不能活。

感謝主，帶領夫婦個人真實的生命見證觸動了

我的心，我要立志讓主完全進入我夫婦中間，

成為鐵三角，成為我們的帶領者，為主和妻子

放下我的所有，自己徹底的死去，使妻子活得

更精彩，夫妻關係更高更深，成為別人美好的

見證。

願一切榮耀頌讚歸與我們在天上三位一體的真

神。阿門！

- 眼淚流了很多︰被對方真誠的分

享、存款(稱讚)、認錯示愛所感

動；也同樣被組員分享和帶領夫婦

的示範所感動。

- 為帶領夫婦和家新同工的認真負

責、真誠事奉主和服侍我們而感

恩，也謝謝他們！

- 學習了存款和促進夫妻溝通的方

法︰清垃圾、存款、彼此認罪。這

些方法都有實用性，覺得很好用。

- 更多、更真實地認識到自己的性

格弱點以及一些還沒有處理的問

題。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2016年7月至2017年6月收支表

捐款  $223,02

恩愛夫婦營  $73,402

感恩大團聚  $13,370

輔導  $680

銷售影音產品  $2,360

青年關係成長營  $9,140

其他收入  $1,136

收入總額    $323,116

恩愛夫婦營  $102,270

感恩大團聚  $14,100

輔導  $2,370

影音產品成本  $576

親子講座  $942

公開聚會  $13,664

青年關係成長營  $12,330

總活動支出總額    $146,252

    $176,864

總會資源費  $15,000

辦公室租金及維修  $45,585

人事費用  $97,601

印刷及推廣費用  $19,138

其他行政費用  $21,453

總營運開支  $198,777

  -$21,913

收
入

捐款及活動淨收益 本年度營運虧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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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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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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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9633-2143；或寄回：PO Box 587, Parramatta, NSW 2124, Australia）

日期： 5月6日（星期日）

時間： 晚上六時正

講員： 屈偉豪博士

費用： 4月16日前報名

 　每位$50

 　每對夫婦$95

 4月16日後報名

 每位$55

地點： 囍鳳臺

地址： Level 5, 

 Rhodes Shopping Center 

 1 Rider Blvd, 

 Rhodes NSW 2138

2018年澳洲各省公開聚會

悉尼
日期：4 月 7 日
地點：天恩華人長老會
36-40 James St.
Lidcombe NSW 2142

悉尼 

日期：5月4-5日

墨爾本
日期：8月3-5日

阿德雷德 
日期：8月10-12日

日期：6月22日
時間：7:30-9:30pm
講題：神設計的婚姻

地點：宣道會希伯崙堂

51 Hawkesbury Rd
Westmead 2145

日期：6月23日
時間：7:30-9:30pm
講題：按照聖經教養兒女

地點：西雪梨華人基督教會

90 Homebush Road
Strathfield 2135

日期：6月24日
時間：3:00-5:00pm
講題：按照聖經談戀愛

地點：中央浸信會

619 George St
Sydney 2000

悉尼恩愛夫婦
感恩大團聚(粵語)溫偉耀博士

屈偉豪博士

屈偉豪博士
屈黎懿堅博士

劉志雄博士

粵語 國語

報名及查詢：本會辦公室(02)9633 1925　info@mffc.org.au

悉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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悉
尼

墨
爾
本

語言 日期 地點 費用 報名查詢 

3月31日至4月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9月29日至10月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9月29日至10月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3月10日至3月12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9月28日至9月30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6月9日至6月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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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ltham Gateway Hotel

VIC

Eltham Gateway Hotel

VIC

Country Place 

Kalorama VIC

國語

粵語

國語

粵語

$480

$480

$4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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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曉燕(Doris Liu) 0432 056 775

史彩霞(Kelly Shi) 0487 588 888

錢濱(Qian Bin)(03)97018628或0403855516

黄東標(Bill Huang)(03)98521489或0412872267

悉
尼

$490 

$490 

$490 

5月5日至5月7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5月5日至5月7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Springwood Motor Inn

QLD

梁巍巍(07)3172 2306或0432 805 794

Tina Chan 0421 996 178

Eric & Cecilia Yu 0421 012 065

Tina Chan 0421 996 178

國語 

粵語 

$490

$490

布
里
斯
本

6月9日至6月1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6月9日至6月1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McCracken Country Club

Victor Harbor, SA

McCracken Country Club

Victor Harbor, SA

Peter & Agnes Tam 

0412 888 828

Joseph & Lidia Chai 

0499 193 204

粵語

 

國語

$490

$490

阿
德
雷
德

布里
斯本

$490

恩
愛
夫
婦
營
Ｍ
Ｅ
Ｒ
１

夫
婦
進
深
營
Ｍ
Ｅ
Ｒ
２

神
國
好
漢

男
士
課
程

神
國
木
蘭

女
士
講
座

6月9日至6月11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Eltham Gateway Hotel

VIC
國語 

$560 墨
爾
本

4月16日至18日(教牧營)

星期一至星期三
粵語 

布里斯本

阿德雷德

墨爾本

布里斯本

阿德雷德

9月29日至10月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Springwood Motor Inn

QLD

Pacific Garden Hotel

Wamberal, NSW

免費

7月9日至11日(教牧營)

星期一至星期三
國語 

Pacific Garden Hotel

Wamberal, NSW

$450

國語 
$560 

6月9日至6月1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Maclin Lodge

Campbelltown, NSW
國語 

$560 

唐右民(Jimmy Tong)

(08) 93646419或0409 883 880
柏
斯

6月2日至6月4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 (長週末)

Metro Hotel,

South Perth WA
國語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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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月27日至7月29日

星期五至星期日

Pacific Garden Hotel

Wamberal, NSW
粵語 $560 

4月7日(星期六)

4月21日(星期六)

7月21日(星期六)

4月6日(星期五晚上)

4月20日(星期五晚上)

國語

國語

粵語

國語

國語

錢濱(Qian Bin)(03)97018628或0403855516

黄東標(Bill Huang)(03)98521489或0412872267

王建國(David Wang)

0421 892 617

9月29日至10月1日

星期六至星期一(長週末)

McCracken Country Club

Adelaide
國語 

$560 Joseph Chai

0499 193 204
阿德
雷德

地區 語言 日期 地區 語言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