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神和認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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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學家加爾文說：“缺乏自我認

樣。或是被人出賣，或是親人離世，或

識，也不會得到對神的知識。幾乎所有

是遭遇事故，凡此種種，都讓我們心中

我們擁有的智慧，就是真正和實質的智

發出疑問：神真愛我嗎？

慧，都是由兩部分組成：認識神和認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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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基督徒看重認識神也不能忽略

到，對這個人生經歷的解讀，攔阻了我

認識自己，如此方能建立整全、健康的

和神的關係，所以下定決心勇敢面對，

屬靈生命。認識自己包括反省和更新過

從神的眼中來看待這個事件。我特別安

去的人生經歷、原生家庭的影響和世俗

排半天時間，跪在主的面前，逐一回想

價值觀，因為現在的我，是由過去的種

當天所發生的事情。在回想中感受到主

種形塑而成。《男人來自火星，女人來

.

自金星》的作者格雷指出：“人的不快
情緒，90%是關聯過去的事情。”因此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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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和好就顯得彌足重要。

耶穌與受重傷的我同在，他站在旁邊賜
力量給我，讓我能走回家得到及時治
療。主也讓我看見，因為這件事情，好
像我這樣無心向學的野孩子，不能再搗
蛋被迫安心讀書。正好那一個學期，來

我在信主兩年以後，發現自己難
以從內心深處，全然接納神愛我這一真

事

感恩的是，當年我真切的體會

理。捫心自問，我篤信聖經，也知道
“神愛我 ”，為何仍然有這樣的懷疑？

我想起小學三年級的一個慘痛經歷，被
人打至重傷，手指被打斷，頭破血流差

了個帶課老師，激發了我學習的興趣，
才發只要努力，我也能考出不錯的成
績，我從全班倒數幾名進入了前五名。
這事從此改寫我的人生。後來進入重點
中學，讀大學，工作，移民，才有機會
在加拿大認識主耶穌，並蒙召成為祂的
僕人。在這兩個小時的禱告中，主耶穌

點沒命，康復的過程更是痛苦不堪，斷

的榮光照入這個常年封閉的角落，這是

指因接駁不成功，再硬生生的被拗斷過

一個多年來都不敢正視的地方，原來傷

兩次，痛切心扉！這是我生命中最大的

痕並沒有隨著時間過去自然痊癒，反而

傷痛，為什麼神沒有保護我？祂真愛我

它一直都在流血，影響著我與神與人的

嗎？在這件經歷上我無法與“神愛我”

關係。感謝主，在祂的愛中，傷痕得到

這個真理調和。相信不少基督徒帶著同

樣的疑問在蹣跚前行，正如我當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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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治，傷疤被轉化為恩典的記號。

在此我無意鼓勵大家按照這種方式尋求醫

得到他們很正面的回應，大家的感情更上一層

治，畢竟這只是我的個人經歷。然而若你留意到

樓，父親甚至將這封信發到中國的鄉親群，藉此

過去的經歷，影響了你與神與人的關係，就需要

向他們傳福音，感謝讚美主！我相信神藉著這封

認真去面對。或在禱告中，或在經驗豐富的屬靈

信也在某種程度上醫治了爸爸和姐姐。

長者、牧者、治療師的陪伴下，勇敢的去面對和
處理這些傷痕。

主耶穌啊，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這也包括了生命中一些痛苦的經歷，這

最近我在操練每天寫一封信給主耶穌，再
次有機會去處理生命中一些經歷。我在禱告中回
想，並在信中向主訴說這些經歷，再次在主裡面

話是真實的。求你讓我帶著謙卑受教的心，常常
來到你面前，更深的認識你，也更全面的認識自
己。因為你配得我將最好的獻上！阿們！
甄健威牧師

得醫治（請參考“寫給主耶穌的一封信”）。隔
天我心中有感動，將這封信發給了父親和姐姐，

親子恩典之路
從2003年開始在家新服事已經十八年了，回 我做父親的面對孩子認錯不是一件丟臉的事情，
顧過去的年歲這路徑上充滿了神的恩典和祝福，

反而得到他們的尊重。

感謝神賜國珍在我生命裏成長中一路相知、相

記得小兒子有一次讀國中時他跟我說了一件

惜、相伴到今，結婚後神賜給我們二個可愛調皮

事情，後來過沒多久來跟我說對不起，因為他跟

的男孩，大概就是因為男孩比較好動活潑吧，小

我撒了謊，我就跟他說只要勇於承認自己的錯

時候Jane帶他們額外費心。感謝主他們倆從小在

誤，這勇氣才是最難能可貴的。孩子願意坦誠地

教會學校學習和成長，我發現學校的基督徒老師

來跟你分享心裡的話勝過於把許多的事情埋藏在

們不同的是他們以基督教的理念及用神的眼光來

內心深處不願跟你說。我在一次真善美的書中領

敎導他們，老師對他們影響很大。當然做父母的

悟到我做父親的角色是家中屬靈的遮蓋，特別在

角色我們身敎也是很重要，對他們來說父母親是

這個詭譎多變的世代裡面，孩子所面對的誘惑和

極大的影響力，如何讓孩子從我們的身上看到耶

挑戰超過我們所能理解和想像的，我是家中那一
穌的愛， 以生命影響生命，這是至今我們一直在 頭雄獅子，魔鬼撒旦就如同吼叫的獅子會來攻擊
學習的，我想做父母的我們對孩子的教養和陪伴 我家人先攻擊孩子，再攻擊妻子所以我的職責是
永遠都有學不完的功課，但是我深信只要我們願

要fight till death。保護家人直到我死，這個

意謙卑自己把神放在我的家裡居首位，不管多大

啟示在我的生命中影響很大，所以我在每天的禱

的困難我們都可以因著神的幫助，一起和孩子經

告中，為孩子們宣告求神的靈來保護他們救他們

歷一起成長。記得從孩子小的時候只要那天我對

脫離兇惡不遇見試探！因為現今的世代邪惡，求

他們說話態度不好，當天晚上孩子睡覺前我一定

神保守孩子們的心，勝過保守一切，因為一生的

會回到他們的床前跟他們說對不起sorry,我覺得

果效是從心發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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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本書：史多美·奧瑪森所著"如何為你

一轉眼間兩個孩子都長大了，哥哥Jasper今年要

的孩子禱告"書中清楚的教導我們，作為父母要

從UT 大學畢業，弟弟Justin在SFU 大學唸書，

如何用禱告來堵住這些破口以保護我們的孩子， 疫情所帶來的唯一的好處，是讓我們家人更多在
我深信神賜給我們有禱告的權柄，就是要用這個 一起的機會，星期天可以一起做網路的崇拜。
權柄來為家人及孩子宣告。

回顧在教會成長的年歲裏，感恩我們可以和孩子

鼓勵孩子們也可帶著他們一起參與宣敎服事，哥 們一起在教會裏學習神的話語，和弟兄姊妹一起
哥Jasper高中時去墨西哥宣教幫窮人蓋房子，他 成長，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
申請大學讀建築系時，就是用這個蓋房子方案入 也深深相信在這疫情當中，神也必帶領我們度過
學，感謝神一路帶領他學習順利，弟弟Justin大 渡過這個低谷，不管在什麼樣的環境，什麼事情
學時去法國參加Youth With A Mission（YWAM)

發生在我們生命裡都有神的旨意，在這世代中求

宣敎機構受訓三個月然後去土耳其、伊拉克照顧 主幫助我們緊緊的依靠祂，抓住祂的應許，讓世
難民，這些經歷讓這兩個孩子明白我們在北美， 人從我們的生命看見耶穌。
生活實在太富裕了，懂得珍惜感恩，什麼才是心
感謝神讓我們夫妻在家新多年的服事經歷當中，

靈上真正的滿足。陪孩子他們踢足球，一顆球可

生命得到許多的幫助和團隊肢體們的扶持，也幫

以讓孩子們短暫忘記喪失家園的傷痛，從他們的

助了我們夫妻及親子關係的修復，也讓我們用從
臉上看到笑容，雖然有語言上的隔閡，但是神仍 神領受的愛，來影響幫助我們孩子，跟孩子一起
然可以藉由我們的手和陪伴傳遞祂的愛，記得哥 成長，求神繼續的使用家新的家庭事工，成為更
哥告訴我當他們宣敎團隊的人，將蓋好房子的鑰 多家庭的祝福,讓更多的人認識神。
匙交給這些墨西哥的窮人他們是充滿感恩的淚水
來接受這個房子的鑰匙。深情的擁抱，他們可以
陳俊勝 Michael Chen

透過你的生命感受到神的愛.幾年前我們帶孩子
一起去台灣台東和另一個宣教機構帶領七十多位
孩子夏令會，看見許多需要特殊教育的孩子，在
我的班上有一個坐輪椅的孩子，心中不免有額外
的憐憫的心，來幫助他們.雖然在嚴熱的夏天我
們和孩子們在一起上課一起玩，從他們的笑容中
讓我們忘記了一切的疲累。也讓我們感受到神使
用我們來服事這些孩子，自己是多麼幸福被愛的
經歷.一個觸動生命的經歷會讓我們的心激起更
多從神而來的愛和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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見 證 集
參加家庭更新協會的夫妻恩愛營之感想
我自己本身是一位臨床心理治療師，每天接 3)提供經過証實有效的方法去幫助夫婦，促進溝
觸到各式各樣的人、夫妻、家庭，帶著他們的情

通﹑化解衝突﹑增長愛意﹑同心同行。

緒困擾、婚姻衝突、家庭問題來到我的辦公室，

夫妻營的目標是：

從一個旁觀者的角色來幫助需要幫助的個人／夫
1) 提高參加者對自己以及配偶的認識。強調個人

妻／家庭。然而，在自己的婚姻經營過程中，自

和夫婦關係中的長處和優點，以及成長之潛力；

己是主觀的參與者，較不容易跳開自己的思維來
經營婚姻生活，因而會有盲點或衝突，可能是生

2) 確立夫婦關係成長的方向；

活習慣的差異，也可能是原生家庭的影響，而讓

3) 學習及操練有效溝通，以及解決問題之技巧；

婚姻生活失去了豊富的色彩。因此，個人覺得夫

4) 學習能促進正面成長之技巧；

妻間的關係增進，學習與成長是重要的，能讓夫
5) 增進夫婦之親暱感和同理心。

妻生活維持著活力與色彩。參加家新所舉辦的夫
妻恩愛營之前，也曾參加過兩次的夫妻營，對婚

參加夫妻營後對我的婚姻關係的幫助是將三

姻生活有些許的幫助，但久而久之便又慢慢地褪

天兩夜夫妻營的學習帶回到日常的婚姻生活中，

色了。在今年的七月，剛好有機會與先生參加由

常常存款及清垃圾，而持續的幫助了我們夫妻關

家新舉辦的夫妻恩愛營，營會的特色是理論與實

係的經營，效果就像上述的夫妻營目標一樣。另

務並重，可操作性高，最重要的是參與完營會

外，持續的參與每個月一次的夫妻跟進聚會，不

後，在日常生活中仍可練習及每個月有一次的夫

斷地複習了夫妻營的習學及帶領夫妻／同伴們的

妻營跟進的聚會，來增進持續性的夫妻正面關係

經驗分享，彼此打氣加油，真正地幫助了我們夫

的經營。在三天兩夜的營會中，無世事的纏繞，

妻的關係成長朝向一個持續經營的方向邁進。整

專心與配偶相聚，使夫妻在婚姻生活上能達到下

體來看，我自己經歷了婚姻關係的正面經營，一

列的目的：

方面減少了衝突與磨擦；另一方面，在面對衝突
與磨擦時，能夠覺察到而有效溝通及解決問題，

1)將聖經中有關婚姻、夫婦關係的真理透過生動

讓夫妻衝突與磨擦不再擴大及累積，能及時的處

實際的例子，幫助夫婦落實在生活中。

理與修復。
2)將人類行為科學家以及婚姻家庭專家的研究結
從心理治療工作的角度來看，家新所舉辦的

果和治療心得，用顯淺易懂的方式來幫助夫婦，

夫妻營在三天兩夜夫妻營的密集操練及每個月一

鞏固婚姻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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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的夫妻營跟進聚會中，有效的幫助了參加夫妻

心合一的人生方向前進。另外，有生命與活力的

關係的正向成長及溝通／解決關題的技巧學習，

婚姻關係，對子女是一個非常大的祝福，子女不

並且透過持續不斷地練習，能修復及醫治夫妻關

僅在一個安全的家成長，也學習了父母正向的婚

係；另外一個特色是有經驗的帶領夫妻的生命成

姻關係及問題解決的方式，好處多多，有助於日

長及陪伴，真正幫助了參加夫妻們的經營婚姻關

後的人際關係及婚姻關係的經營。心動不如馬上

係的學習與成長，讓有生命力的婚姻關係持續地

行動，抽個時間參加思愛夫妻營；若參加過初階

加温。若能在參加的過程中抱持一顆願意的心，

夫妻營，還有進階夫妻營，讓我們在恩愛的婚姻

讓上帝來更新自己而不斷地調整自己在婚姻關係

關係中恩上加思／力上加力！

中的態度及方式，將有助於正面的婚姻關係的經

洪麗芬

營；但若在參加夫妻營的過程中，只期待配偶改
變或調整，通常較無法達成學習的目的，畢竟婚
姻關係是雙向的，唯有透過彼此的認識與互相調
整，就像跳探戈舞一樣，有進有退地携手朝向同

事工報告
3-4月舉辦了一次公開講座 ，各地共開了三次重溫成長小組；
疫情中行政同工團隊收到更多教會的講道和講座邀約，3-4月份共完成了19次，祝福了15家國、粵語
教會，甚至遠達巴拿馬。感謝讚美主！挑戰越大，恩典更多！
5月1日：Alberta國語教牧重溫成長小組
5月29日：滿渥地區國語教牧重溫成長小組
5月29日：加西粵語重溫成長小組（仍然接受報名）
5月30日：加西粵語重溫成長小組（仍然接受報名）
6月19日：國語公開講座
6月：溫哥華國語教牧重溫成長小組
有心參加重溫成長小組的營友們，請到加拿大家新網頁（cffc.ca）填寫報名表，我們會聯繫你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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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支持
2021年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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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奉獻支持家新， 求神使用我們成為更多家庭的

奉獻總收入

33,423

祝福！

其他收入

18,941

總收入

奉献支持：

52,364

活動總支出

0

e-Transfer 轉帳電郵：donation@cffc.ca

經常費支出

46,417

网站 PayPal 奉献 ：https://cffc.ca/

其他支出

支票抬頭請寫：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請寄到多倫多辦公室（如下）

1,676
總支出

48,093

結餘

4,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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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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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