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不好到非常好》
每年的開始，有人喜歡為自己

擬定一些年度計劃或目標，若你有此 神卻深知他的需要，主動計劃造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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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不知道清單中有哪些項目？你 配偶幫助他。在實行此計劃時，神先
是否會將增進夫妻關係放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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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

縱然亞當沒有埋怨自己獨居，

家

特意將走獸飛鳥帶到亞當面前，讓他

神創造天地萬物後，聖經每次 逐一為它們命名，從而更深體會到心
都強調“神看着是好的”，唯獨論到 中的孤單和佳偶難求。待時機成熟，
亞當時，神說：“那人獨居不好，我 神才創造了夏娃，親自成就了人類的
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創二 第一個婚姻。至此神心滿意足，聖經
18）是否神的計劃不夠完全，竟然造 說：“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了一個次品？請留意這裡神不是說 不僅是好，而是非常好。藉著婚姻，
“那人不好”，

而是“那人獨居不 神使不好成為非常好！

好”。原來神創造人類時，將社群性

看到這段經文，我心中常常感

放在人裡面，與他人來往相交，才能 歎，原來神創造的高峰是設立婚姻，
滿足這個需要。亞當被造是好的，只 可見婚姻在神眼中何等重要！我們是

事

是作為第一個人類，他獨居的狀態比 否好像神看重婚姻一樣，看重自己的
世上任何人更甚，

是真正的孤家寡 婚姻？若一對夫婦願意將配偶放在除

人，舉目不見一人，“不好”一詞， 了神以外最優先的位置，相信他們之
指的是不合於創造的目的，亞當的獨 間許多的問題都會迎刃而解！
居，使他無法生養眾多，遍滿地面，

家新作為建造美好婚姻關係的

完成神在他身上的計劃。因此這裡並 機構，在新的一年裡我們將繼續舉辦
非將亞當獨居不好推廣至全人類，也 更多受歡迎的講座和重溫成長小組，
不是要貶低單身人士的價值，要知道 也會開發一些新的婚姻成長課程。我
主耶穌、保羅還有一些聖經偉人，他 們深信，神能使不好成為非常好， 能
們都是單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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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苦變甜，只要你們願意，每對夫婦都可以經歷

今年你會將這個放進你的待做清單中嗎？

這樣的神跡！

甄健威牧師

感覺就是感覺，更是主宰心靈的信息！
感謝神，我在20歲時清楚信主並受浸，隨即 太過看重理性與成效，不知不覺間忽略了情感在
開始在教會事奉，移民後蒙召受訓成為傳道人。

人整全發展上何等重要。直到上世紀80年代因

在教會牧養超過二十年，直到今日，我仍在不停

neuroscience的發展， 心理學及醫學家才開始具

地問，有甚麼阻礙信徒靈命的成長，有甚麼最能

體明白「情緒商數EQ」及「依附理論Attachment

幫助我們時刻信靠恩主，如同枝子連於葡萄樹？

Theory」對人的成長及全人健康有多大的影響。

簡單來說，如何管理自己及別人的情緒，以及藉

在疫情中我重讀一本已看過的書 ( 讀與看

與人建立健康的依附關係，與我們靈性的成長，

原來是不同的 )，由Peter Scazzero 所寫的

是圓融一致、彼此相連，是出自神奇妙的設計與

Emotional Healthy Spirituality。再讀了 Dr. Marc

安排！

Brackett 所著的Permission to Feel，雖然後者不是

信徒，但兩本書都有一個共通點「感覺」。這是

筆者在此鼓勵大家，有機會請細讀這兩本

神所造我們全人裡面，十分重要的一環，與我們

書，要細讀，慢慢咀嚼與消化。我相信會對我們

其它部份包括理性、行為、身體反應彼此連結、

靈命的成長有極大的幫助，亦會讓我們明白，為

互為影響。Peter 更指出它與我們的靈性成長息息

何恩愛夫婦營裡提到「感覺就是感覺」，是如此

的重要。重溫成長小組(重溫營)第二期很快便會

相關，沒有健康的「感覺」，也不會有健康的靈

啟動，盼望在這一期課程裡，藉重溫「感覺就是

性！

感覺」這一個課題，與大家彼此勉勵。
神的創造十分奇妙，祂不將我們造成冰冷只

懂思維計算的機器，卻造我們成為一個有感覺有
加拿大家新董事會主席黃明方牧師

溫暖的生命。很可惜，因為過去人類文明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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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柔的力量
聽到“溫柔”這個詞，給人的感覺似乎是形容姊
妹們的，好像是女性才有的品質。如果我們說某
一個弟兄很溫柔，恐怕不是對他的誇獎，又或在
說他不夠有男子漢的氣概，甚至覺得他有些軟
弱，這些都是世界的標準。天國的標準和世界的
標準是不同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 “溫柔”
這個詞在馬太福音出現三次，5：5溫柔的人有福
了，因為他們必承受地土。這節經文賜予溫柔的
人天國的福氣 ；其他兩次都是形容耶穌的。
11：29耶穌說「我心裡柔和謙卑，你們當負我的
軛，學我的樣式，這樣，你們心裡就必得享安
息」。這裡的柔和和溫柔是同一個詞；21：5主
耶穌在進聖城的時候，經文說「看哪，你的王來
到你這裡，是溫柔的」；溫柔是耶穌生命的重要
品格。也是我們屬祂的兒女效法的生命：所以，

“溫柔”這個詞，在根本上是講到對於上帝的順
服，因著他對於上帝的順服，他對人的態度就會
變的溫柔。聖經中的溫柔，強調的不是缺乏力
量，而是敬虔地使用力量，活出耶穌的生命。一
個妻子在家庭當中放下抱怨，放下喋喋不休，用
溫柔迎接丈夫，對神絕對順服，對家人及其寬
廣，這便是溫柔的力量；一個丈夫有能力放下他
的大嗓門，壞脾氣，恆久忍耐，寬厚地對待家
人，這也是溫柔的力量。不僅僅是人外在的行
為，而是人裡面的生命，一個對神絕對順服而對
人恆久忍耐的生命。求神幫助我們，在家庭中操
練基督溫柔的生命品格。

錢瑩 家新加西國語主任

見 證 集
疫情爆發，祢的愛還是不離不棄，依然賜給我們

永不放棄的愛
親愛的天父，感謝祢讓我們成為夫妻，揀選
我們成為祢的兒女，呼召我們一起成為天路客，

每月一次的視頻聚會。感謝天父帶領我們不斷操
練彼此相愛。在去年十月的一次事故中，我們寧
可一起跌倒在水坑里，也堅持彼此不放棄。

一起操練服事祢。這條窄路崎嶇難行，但是祢的

我們求主賜下憐憫，盼望疫情早日結束，我

恩典夠我們用。
主啊，回顧過去的一年，祢的愛何等奇妙！
去年的加西夫妻營，儘管我們一再推脫，出發時

們可以一起參加 MER恩愛夫妻進深營。禱告奉
耶穌基督的名求，阿們！
李軍 & 丁穎

又遇到暴風雪，車子在高速公路拋錨，但是祢的
愛不離不棄。感謝祢在風雪中把我們帶到營地，

2020年1月參加溫哥華牧者營

這成為我們婚姻蒙福的一個轉捩點。營會後雖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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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集
我倆從這次學習到：

母的幫助成就一個成功的傳道人。把我給喜得樂

1. 提前預備好心情還有技術還是挺重要的。儘管 滋滋的。
已經提前10分鐘上線，但沒預料到手忙腳亂的連

8. 若是往後時不時都能加溫一下、有這樣的重溫

線加上意想不到的網路問題，差點讓仇敵鑽了空

營會或是類似的操練就太感恩了！不管如何能夠

隙。

再次激發帶動起了原本跟進小組裡經營婚姻的熱

2. 老公透過兩張照片的比對，發現倒垃圾清理堵 情效果來。這是很棒的一件事！
塞，對自己而言可能比存款更重要，定期清除負

結束這次後，對我倆的未來發展前景可期待

面感受真的特別好！盼望不再發生像先前這樣，

潛力無窮：原來可以默契十足到這種程度像可以

為了一塊錢吵架的場面：https://youtu.be/

說相聲似的，期待老公可以幫助我補充忘詞連連

iKQX6MpK5U8

的時候協助救球救埸。（應該不是過高的要求

3. 我自己也覺得，會翻車意外的可能性更容易是 吧？！）
老司機。平常到位的實際操作演練比知道更多的
理論基礎要更加重要！

Sharon Huang 師母

4. 聽到同學們的見證意識到原來不是只有我們夫
妻遇到相同的問題，除了連連點頭之外還有彼此
照鏡子的效果，謝謝大家願意敞亮自己的軟弱，
給我們借鏡的機會。
5. 關於用形容詞或者是比喻形象圖畫來比出自己
的感受這個操練以前倒是少做，不過由有才華的
同學分享示範出來，令人恍然大悟有很好的提點
效果。
6. 以前自以為常常倒垃圾應該是很熟練，可是拿
出提醒的筆記才發現原來漏東少西缺乏了這麼多
點。根本執行動作其實還不標準！還是需要重溫
學習才行，不能自以為是啊！
7. 還有被君才弟兄側面存款也很開心：他說有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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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2020年亞省重溫營

活 動 集

5

奉獻支持
2020年1-12月

疫情中許多教會和福音機構都面對衝擊，請大

財務收支概況

收支項目

家在禱告和金錢奉獻上記念他們，也歡迎繼續

活動總收入

8,145

奉獻支持家新， 求神使用我們成為更多家庭的

奉獻總收入

202,855

祝福！

其他收入

84,860

總收入

奉献支持：
e-Transfer 轉帳電郵：donation@cffc.ca

活動總支出

28,319

經常費支出

177,814

其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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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857
總支出

232,990

結餘

62,870

感謝主信實供應，也衷心感激大家的愛心奉獻，
求主使用，祝福更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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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5,860

Pastor Joe Hu

加西事工主任（部分時間）：錢瑩 Jenny 師母
財務（部分時間）：王國珍 Jane Wang

行政助理（部分時間）：熊春 Grace Xiong

647-727-2255

604-87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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