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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為大有福氣的人》 
 我們夫婦參與恩愛夫婦營服事至

今，見證了數以百計的婚姻如枯樹逢

春再獲生機。難怪離營時，許多人依

依不捨，因為嘗過夫妻恩愛的甘甜。

然而也有部分夫婦離開營會一段時間

後，關係就打回原形，為什麼？是否

家新沒用？ 

 聖經記載一個女人聽了主耶穌講

道，大聲感歎：“懷你胎的和乳養你的

有福了！”（路11：27），主沒有完全

否定這話：“是，卻還不如聽神之道而

遵守的人有福。”主強調，聽了神的道

而遵行的福氣，比有好兒女的福氣更

大。這回答了開始的問題，營友不僅

要聽道，還要行道！丈夫要愛妻子，

妻子要敬重丈夫（弗五33），這是基

督徒耳熟能詳的教導，若每對夫婦都

認真遵行，夫婦之間大部分矛盾都會

消除。家新的教導基於聖經，無論是

存款還是聖餐桌前的彼此認罪，若願

意遵行，就能經歷關係的更新。如果

出營後沒有參與跟進小組，也不能時

常應用營會所學，正應了家新會長邱

博士常講的一句話：不是家新沒用，

而是你們沒有用（家新所教導的）。 

日常生活，生命考驗 

 夫妻之間本就有諸多不同，原生

家庭、男女之別、生活習慣等等。如

何面對？這是生命的考驗，最終暴露

出屬靈的深度，及是否遵守神的道。

在產生衝突、情緒低落時，仍然堅持

愛和尊重配偶，這個才是真屬靈！有

個姐妹向丈夫傳福音多年，後來他終

於信主。傳道人問他為什麼會信主？

弟兄回答，因為太太過去多年的生命

見證。他見到太太對他從不尊重到尊

重，從常發牢騷到默默為家庭付出，

內心深受感動。他太太在旁邊聽見，

帶著淚水，臉上卻露出花一樣燦爛的

笑容。不管曾受過多少苦，流過多少

淚，與這一刻所品嘗到生命的滿足相

比，都微不足道了！ 

 當死在你身上發動，生就在配偶

身上發動，每一天盡力遵行神的道，

做好你作為丈夫（太太）的本份，好

好愛配偶，縱然一點也不容易，不過

總有一天，你會嘗到生命所結出美好

果實的甘甜，正如那位姐妹一樣。 

順服聖靈，活出見證 

 配偶不管多好，始終不是完美的

人，我們總能在他（她）身上找到不

少缺點。愛可愛的人容易，愛不可愛

的人很困難，更何況有時候配偶

不僅不可愛，甚至是可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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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愛和尊重他/她，變成了不可能的任務。然而神

沒有撇下你獨自面對挑戰，祂賜下聖靈陪伴和引

導你，賜下能力讓你能行道，重點是你是否願意

順服聖靈的感動？ 

 多年前有個星期六我和太太吵架，當晚大家

不理不睬。星期日早上去崇拜之前，聖靈提醒我

要與她和好。趁她在洗手間，我跪在床邊禱告。

剛開始是向主訴苦：我沒有錯，我很委屈，求主

改變她，讓她向我認錯。禱告過程中，聖靈光照

我，看見自己有許多虧欠，也通過提醒營會的教

導，我需要承擔起百分百的責任。最後我向主祈

求：主啊，求你給我勇氣向她道歉。當她出來時

我拉著她的手，她想掙脫，我勉強她坐在床上，

眼睛看著她，真誠的道歉：老婆對不起，昨天是

我不對，請原諒我。她馬上就流下眼淚，我們抱

在一起，隨後她也向我道歉。我們彼此認錯，解

決了衝突，關係反勝從前。 

 夫妻之間的問題常常說不清道不明，大部分

衝突都是因極小的事情引起。若我們時常順服聖

靈的感動，並從祂那裡支取能力，面對衝突，我

們就能以合神心意的方式去應對。 

營友夥伴，共同成長 

 我們必須承認，人都是軟弱的，沒有哪個是

例外，因此每對夫婦都需要夥伴的鼓勵，以至於

能彼此提醒，應用營會所學。除了跟進小組，家

新還提供半天的網上重溫營，每次溫習部分營會

教導，也增加新知識，更重要的是，提供與其他

營友夫婦互動的機會，共同成長。重溫營的回應

甚好（請瀏覽參與者的分享），鼓勵你們夫婦參

加。 

 但願我們在夫妻關係上，能竭盡所能，對神

對人無愧於心：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當跑

的路我已經跑盡了，所信的道我已經守住了。 從

此以後，有公義的冠冕為我存留（提後4:6~8）。

這樣的夫婦是大有福氣的，讓我們羨慕成為這樣

的人！ 

甄健威牧師 

 

    2020年7月18日，多倫多粵語團隊開展了全球

第一個網上“重溫營”，共有六對帶領夫婦，十對

學員夫婦參與。在三個小時裡，我們重溫了營會

其中一個課程的精要，並加上少量新的學習，也

給學員機會練習存款和清垃圾，帶領夫婦和學員

夫婦們對重溫營一致好評。 

 加拿大各地的重溫營正熱烈開展，如果你們

夫婦有心要參加（必須已經參與過恩愛夫婦

營），可以將你們的資料（姓名、電話和城市）

電郵至canada@cffc.ca，我們將會轉介你們參與

所在地的重溫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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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疫情影嚮， 家新舉辦了全球第一次的重溫營， 感恩我們夫婦能夠從旁參與，和其他學員夫婦

一起學習。在這次重溫營， 除了重温課程，也加入新的提醒，溝通的阻礙，用怎樣的方法夫婦

同心親近神。有一對年青夫婦在小组分享：「温故而知新，獲益良多，是神给我們的恩典！」。

我們鼓勵大家積極參加，提升夫婦和神的關係！ 

在疫情限制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被迫分隔，

能夠透過科技以三小時的時間，與不同屆別的

夫婦們在螢幕上見面，一起重溫在營會所學到

的，實在是非常感恩。最重要的是，我們能夠

在疫情衝擊下，再一次實踐所學的，在夫妻關

係上彼此建立。 

是正面，有正能量，大部份的参加

者包括帶领夫婦都有好评；我自己

都認同有改進空間，可以更有影響

力，更多團隊支持和合作，重温營

会成為家新之友的盼望。 

MER 重温營是一個好好的提示，提醒我們在夫

妻營的學習。了解自身的問题，明白另一半的

感受，改善自身的品性、行為和溝通技巧，可

以減少夫妻間不必要的冲突，和心裹不愉快的

景况，增加夫妻二人感情。如耶穌基督教訓：

夫妻是二人成為一體。互相扶持，相親相愛，

同行神的道。重温營給我再一次重温，營會三

日两晚的学習，和各營友的相交分享。 

多謝帶領夫婦邀請參加重溫營，雖然只是在

線zoom meeting ，卻给我夫婦二人重溫當年

在夫婦營裡學過的夫妻溝通藝術。離開夫婦

營後，初期有實習所學，但日子久了，也淡

了，不能時常使用百份百的存款和清垃圾！ 

這次重溫營，帶領夫婦教導我們在日常生活

中，存款與清垃圾的運用可以靈活變通，而

以MER 1 所學的理論基礎作根基，要以神為

中心。這樣給予我很大的鼓勵，因為過去日

子，我沒有應用全部教導，這次聚會，譲我

感到，雖然我沒有採用全部的理論，好像自

己做得不足，但重溫營中，我明白了謹記所

學的基礎，運用時只要靈巧像蛇，純良像鴿

子便可，使我釋懷。 

謝謝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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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is Large group MER Alumni gathering 

not only it act as a drop of lotion to our 

marriage, but also teach us to use "causal 

emotion garbage removal" technique as well 

as draw us to play attention to the obsta-

cles in our couple communication. So we 

strongly recommend others MER alumni to 

join. 

很感恩在這個疫情中有網上MER重溫營! 

這次的重溫幫助到我去再次被提醒,學習夫

婦相處之道,和應用在日常生活中。 

尤其是在這個時間裡,經常要和伴侶"日對夜

對",真的要好好存款和清垃圾! 這個重溫營

真係來得非常合時,真的是個很大的祝福!感

恩感恩：) 

六年前有機會參加第 57 屆 MER 恩愛夫婦營，當

時我跟太太結婚才幾個月，所以在營會裡面算是

其中一對最年輕的夫婦。假如要用一副圖畫來形

容營後得著，我會用一間房屋來作比喻。剛結婚

的夫婦就像搬進一間新的房屋，開始入住的時不

會遇上什麼問題，但日子久了就會發現有一些地

方需要清理和維修。而參加 MER 就如參加了一個

婚姻 “維修” 課程，目的是要學習彼此建立、改良

或修補一段婚姻中所遇到的各種情況。透過 “存

款“、”清垃圾“、“原生家庭”，“溝通藝術” 等不同

工具，就算 ”房屋“ 發生了什麼問題，都懂得如何

解決。今年七月有幸再次參加 MER 重溫營，去重

溫那些 “婚姻維修工具”，也看到有第 66 屆的夫

婦一起參加而感到鼓舞，相信 MER 在這幾年在各

地已祝福了無數的夫婦，再此鼓勵您們也一起參

與，互相鼓勵心得，將美好婚姻見證與他人分

享，薪火相傳。 

I think the refreshment program was a 

great idea. Especially at times like 

this, we are constantly stuck at home 

with our spouse all the time, effective 

communication for our positive and neg-

ative thoughts is essential to avoid 

conflicts. It was also nice to refresh 

the topics that we already knew and 

learned from the original retreat as 

some parts of it might have been for-

gotten as time went by. It was also a 

bonus to learn about the "experimental 

method" of clearing "garbage", which 

allows us able to "clear garbage"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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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新辦公室換了新的電話號碼為647-727-2255，歡迎聯繫我們。 

* 7月18日開展多倫多粵語半天重溫營，共六對帶領夫婦，十對學員夫婦參與，營友反應極好，全

部表達願意參與第二期的重溫營，感謝主！ 

* 粵語（6月）和國語（7月）的公開講座甚受好評，現場加網路觀看，已經祝福了超過三千家庭。 

* 8月22日和29日將有第二次的國語和粵語的公開講座（參考本通訊內容），歡迎邀請親友參加。 

* 各地教會邀請家新提供教導（講道、講座和主日學）越來越多，近兩個月已經提供十幾場，8 月

份也有近十場，甚至遠達巴拿馬，感謝主，借著網路，我們的服事更加寬廣。 

* 因疫情持續，加拿大各地營會全部取消至年底，明年的安排將於10月份左右刊登，請常到加拿大

家新網頁(https://cffc.ca/)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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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中許多教會和福音機構都面對衝擊，請大

家在禱告和金錢奉獻上記念他們，也歡迎繼續

奉獻支持家新， 求神使用我們成為更多家庭的

祝福！ 

奉献支持： 

e-Transfer 轉帳電郵：donation@cffc.ca 

网站 PayPal 奉献 ：https://cffc.ca/ 

支票抬頭請寫：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請寄到多倫多辦公室（如下）  

奉獻支持 

加拿大家新辦公室團隊 

總幹事： 甄健威牧師，Rev. Jimmy Zhen 

加東國語事工主任： 胡君才傳道  Pastor Joe Hu 

加西事工主任（部分時間）：錢瑩 Jenny 師母 

財務（部分時間）：鄭曉珠 Connie 師母 

行政助理（部分時間）：熊春 Grace Xiong 

2020年1-7月   財務收支概況 

收支項目  

活動總收入 8,145 

奉獻總收入 88,168 

其他收入 35,791 

總收入 132,104 

活動總支出 28,194 

經常費支出 104,872 

其他支出 3,849 

總支出 136,915 

結餘（不敷） (4,811) 

 

647-727-2255 

604-875-0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