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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婦在服事中的四種舞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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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夫婦來自中國，移民加拿大

後信主。 2011年也就是信主十年後，

我從加拿大華人神學院（加神）畢業，

開始牧養教會。一位師母形容我們，十

年內完成了移民、信主、蒙召、全職服

事、生三個孩子這些生命中至為重要的

事情。我們從為自己奮鬥，逐漸轉變成

為主、為神國擺上，回想過去，可以用

四種舞步來描述我們夫婦在服事上的配

搭。 

一：各自精彩的舞步 

 就是各自在神的手下受教，生命

被錘煉。這是服事中必不可少的舞步，

是為將來的配搭打下穩健根基。剛信主

時，雖然有一顆熱切追求神的心，生命

的度量卻無法承載過多的服事。神在這

段時期，分別拆毀和建造我們的生命。

我靠著主戒掉被捆綁七年的網路遊戲，

價值觀被翻轉，太太也在人際關係的處

理上接受神的模造。 

二：琴瑟和鳴的舞步 

 就是夫妻彼此配合，一起服事

主。2004年我們參加家庭更新協會（家

新）舉辦的恩愛夫婦營，夫妻關係及屬

靈生命都有極大提升，2005年接受訓練

開始參與帶領營會。我們約每年帶領一

次，也參與跟進小組。我們經常一起分

享家新事工，關心營友並擺上禱告，深

深感受到夫妻同心服事是何等蒙福！ 

三：夫唱婦隨的舞步 

 就是以其中一位的服事為主，配

偶全力配搭。我在2008年進入神學院裝

備，太太一邊工作，一邊照顧家庭，讓

我能全心投入讀書及後來的教會服事。

這個過程是緊張和忙碌的，舞步也不總

是協調，我在初期太過專注於服事，忽

略了太太的需要。她形容我就好像開著

跑車在狂奔，她則是踩著自行車氣喘吁

吁的跟著我。後來我調整步伐，撥出更

多時間給她和孩子們，舞步就越來越順

暢。 

四：彼此成全的舞步 

 就是大家願意付代價， 去成全神

在對方身上的旨意，讓神更大的使用整

個家庭。移民後太太一直工作和照顧家

庭，她有個心願，希望能繼續進修，我

常掛念著她的夢想。終於在2017年，她

到社區學院去讀幼兒教育（ECE），畢

業以後繼續到加神攻讀宗教教育學士學

位，神若許可，她今年末就能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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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唱婦隨的召命 

我在2018年也從牧會轉到家新全職服事。我甘心

樂意支持她讀書，雖然這代表著我要更多的進入

廚房、承擔家務。太太在裝備的過程中，生命更

加成熟，甚至能就我的教導給很好的改進建議，

我真是滿心歡喜！她也主動的配合我在家新的服

事，經常與我同台到各教會分享講座。我期待著

更多如此服事主的日子，甚願從神得來的恩典，

能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這四種舞步在每對基督徒夫婦的服事中交錯

出現，只要願意擺上，神必會帶領，讓你們舞出

讓世人驚歎的一台表演，因祂是那位最偉大的舞

蹈教練！回頭看過去二十年所走的路，真是驚歎

神的奇妙作為，在人是不能，在神卻凡事都能！ 

       

           

        甄健威牧師 

 在我們22年的婚姻裡，我一直扮演著“跟隨

者” 的角色，故以 “夫唱婦隨” 來形容一點也

不為過。 

 結婚一年，我就跟隨先生移民到加拿大。初

來乍到，先生很快就辦理好入學手續，繼續讀

書。我就選擇工作，以微薄的收入來支持他。蒙

神恩典，我們走進教會，不久先後信主。信主幾

年後，先生回應神的呼召，放下工作進入神學院

裝備，我仍然是努力工作，供他完成學業。三年

後先生到教會牧會，因著對神的順服和對他的

愛，我再次跟隨他的腳步，離開母會，到新的教

會，學習做師母的角色。想不到在2018年，神再

次呼召，清楚的帶領先生轉到我們多年義務服事

的福音機構服侍。此時的我，縱然捨不得已經建

立極深關係的會眾，仍然帶著 “夫唱婦隨” 的

召命，繼續配合他，一起服侍神。 

 我深信神的心意是讓先生作為家中的頭，帶

領整個家庭行在神的道路中，因此我以這個跟隨

者的角色為榮，因我清楚知道，這是神對我的召

命，我是一位榮耀的幫助者！ 

 

         張影嬌師母 

以上分享發表於《真理報》2021年10月第33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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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北美的離婚率甚高，每兩對夫婦就有一

對離婚收場，不合即分似乎是婚姻關係破裂的出

路，以及婚姻不順的夫婦爭相仿效的解決方法。

平民百姓如是，權貴、富人，甚至皇室成員也不

能倖免。所以，一段幸福婚姻，絕非靠外在條件

來維繫。我和丈夫結婚超過20年，因著神的愛，

透過拆毁重建，彼此磨合，今天我倆的關係更遠

勝當初新婚的日子。 

 

來自單親家庭的丈夫 

 丈夫歐陽國賓來自一個單親家庭，自小由

父親獨力撫養。我們從相識、相知、相戀到談婚

論嫁，過程都很暢順自然。當時，有一位牧師曾

向我提示說，跟單親家庭成長的人結婚，據統計

離婚率達百份之六十，要是對方未信耶穌，離婚

率就更大。一向不信命運的我，認為幸福是自己

爭取的，我更相信只要跟著《聖經》教導行事，

就可以成為那百份之四十的幸福小婦人，這份堅

信一直埋藏在我心裡。 

 結婚前，我倆要進行一系列的婚前輔導。

某一天經驗豐富的牧師看見我和未婚夫坐在他面

前，沒有眼神交流，說話反應冷淡，劈頭就問：

「你們是否剛才鬧翻了？ 」也真是的，還未結

婚已經開始因堅持己見而不瞅不睬，那我們怎麼

攜手同行以後的人生路呢？  不過我仍然堅信，

我的日子會是幸福的。 

 

新婚蜜月期最具挑戰 

 沒想到，在別人眼中最溫馨、浪漫的新婚

蜜月期，居然成了我倆最難過，最具挑戰性的一

年！新婚不到一個月，丈夫失業了，之前的儲蓄

在鋪張的婚禮上已花得七七八八 ，生活壓力突

然逼人而來；我每天除了工作，回家後還要面對

著做不完的家務，疲累不堪。此外，由於彼此生

活習慣的不同，矛盾和衝突因此引發。以睡眠時

間為例，丈夫是「貓頭鷹」，半夜一、兩點才上

床，我則從小早睡早起，互不協調，大家辛苦；

另我原生家庭強調吃飯要專心，不容許看電視，

但丈夫卻習慣邊吃飯邊看電視，所以，婚後晚飯

時關掉電視機， 對他而言很難理解。 

 此外，我是個很喜歡說話的人，當然每天

也很想丈夫下班回家後，願意花時間和我談天說

地，因為心底裡我很想了解他，知道他心裡想些

甚麼；可惜他卻沉默不語，只喜歡躲在他的「山

洞」，做他自己喜歡的事。為此，我常常抱怨，

幹麼要買一間大屋呢？難道就是讓他有多幾個房

間作「山洞」隱藏嗎？為甚麼他不肯騰出時間來

溝通，彼此了解，陪伴我做一些喜歡的事情呢？ 

 

擔憂有可能離婚收場 

 我捫心自問，究竟甚麼是婚姻甚麼是愛？ 

我一直憧憬著的婚姻生活，不會就是這樣的吧！

心裡曾暗暗擔憂，我們真的會應驗那位牧師所

說——很大可能離婚收場的結局嗎？ 莫非《聖

經》所教導的愛只是空談，而不能在地上的婚姻

生活中享受或實踐得到？斷乎不是。《聖經•哥

林多前書》 13章1節：「我若能說萬人的方言， 

並天使的話語，卻沒有愛， 我就成了鳴的鑼，

響的鈸一般。」婚姻，實在是個需要窮一生時間

學習怎樣去「愛」的功課。談戀愛的時候，我們

都是遠距離的接觸，他在我心中是何等的完美，

同樣 我在他心中，也如天使般美善；但結婚之

後，我和他幾乎是天天零距離緊密接觸，生活每

一個細節都看得清清楚楚，因此，跟之前認識的

「完美」的他相比，落差很大。 

 

恩愛夫婦營改變了我 

感謝神，2012年6月讓我們參加了由家庭更新協

會舉辦的「恩愛夫婦營」，當作慶祝我們結婚週

年的活動。在這三日兩夜的營會裡，我們學懂了

上帝造男女有別，原來這都會造成夫婦多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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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我們又學懂除意見層面上的溝通外，更需

要享受情感和心靈共步。過去，我們時常因意見

不合，幾天互不理睬，甚至崇拜也不去。心想：

你不先來向我認錯，休想我原諒你；當怒氣沖昏

頭腦時，我不但會發脾氣，還會摔東西……回想

過去的「老我」，實在連自己也不堪入目；然

而，神在營會裡改變了我，再次給我看見耶穌寶

血，能洗淨我一切 的不義和內心的污穢。我們

夫婦倆彼此認罪饒恕，內心滿載喜樂甘甜，在營

中所學到的，都能在往後的生活中應用出來。 

 感謝神的憐憫，透過夫婦營來祝福我們，

祂教導我們原來婚姻可以過得很甜蜜，而且還能

為祂作見證的。正如《雅歌》8章7 節說的：

「愛情，眾水不能息滅，大水也不能淹沒，若有

人拿家中所有的財寶要換愛情，就全被藐視。」 

 

夫婦關係的更新重建 

 經歷了多年的被雕琢、模造，夫婦關係不

斷更新、重建；如今，我們的生命不再一樣，我

們珍惜每一個能事奉耶穌的日子，一起同心在教

會和家新機構服事；我們亦有同一的異象，樂於

遵行耶穌所吩咐的大使命，到福音未得之地，為

祂作見證。 

 其實，沒有人，甚至沒有一對夫妻生來就

懂得相愛，然而因著神卻先愛我們，教導我們如

何用基督的愛去愛身邊的配偶。 記得那天，當

我們手拖著手，望著前面剛買回來的墓地，心裡

非常感觸，時間過得很快，從認識到今天就像昨

天發生的事一樣；當初在婚禮上手牽著手宣誓， 

承諾彼此相愛到永遠。 今天我們仍堅守這愛的

承諾，直到見主面。 

 

      歐陽趙錦儀 

 

 

 

 

 

 

 

 

 

 

 

 

 

转自号角月报加拿大版2020年8月，作者为家新

带领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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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在家新工作的日子 

 回想在家新工作的這一年多時間，我心中充

滿了感恩。感謝神親自帶領我來到家新，在這個

使命堅定、充滿激情的行政團隊裡，讓我生命得

成長、被建造。 

 這是一個使命堅定、激情服事的團隊。我是

2020年2月底入職家新部分時間行政職位的，沒到

兩週因疫情原因辦公室關閉，我們的工作都被迫

轉到了網上。作為主要以舉辦實體營會來服事神

國婚姻家庭的家新來說，疫情真是一個極大的挑

戰，我初來乍到也不禁為此擔憂起來。但在隨即

召開的行政會上，總幹事甄牧師和同工們沒有絲

毫膽怯和懼怕，而是禱告祈求神在疫情中繼續使

用家新，為我們的事工開路。因著強烈的使命感

和堅定的信心，在甄牧師的領導、帶領夫婦團隊

的鼎力支持下，行政團隊群策群力，在疫情這一

年過半的時間裡，家新舉辦多場公開講座、教會

講道，創新開展了營友延伸小組系列重溫課程、

婚姻家庭系列訪談節目。通過網絡平台，家新達

到了服事範圍更廣、受益人數更多、整體效益更

大的服事果效。 

 疫情更加凸顯了婚姻家庭的需要，家新團隊

躊躇滿志，下一步還將研發可向教會提供夫婦短

期、連續成長的課程，幫助沒參加過家新營會的

夫婦，輔助教會開展、堅固婚姻家庭專項事工。 

 

       熊春 

        行政助理（部分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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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分享 

培養高EQ的靈命 

本書作者Peter Scazzero 是一位真摯熱愛主耶

穌的牧者，服事多年以後，發現自己並沒有體驗

到聖經所應許的，在基督裡的喜樂或滿足，因為

服事上的遭遇，他感到憤怒、惡毒與沮喪。直到

有一天，他的太太決定要離開他所牧養的教會，

這迫使他要勇敢面對自己生命中沒有被主觸摸的

部分不健康的情感。從此打開生命轉化的大門-

培養高EQ的靈命。本書對於華人基督徒彌足重

要，因華人文化普遍忽略感覺和情感，視之為感

情用事或者幼稚。在這樣情感不健康的環境中成

長，哪怕是成為基督徒，仍然會帶著情感不健康

靈命的烙印，不僅自己受苦，也會累及配偶和子

女。提升夫妻關係，先從反省自己的靈命開始。

鼓勵夫妻一起閱讀此書，分享心得，必可一箭雙

雕。         

      甄健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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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9月   財務收支概況  

收支項目   

活動總收入  0 

奉獻總收入  102,981 

其他收入  65,989 

總收入  168,970 

活動總支出  (571) 

經常費支出  139,989 

其他支出  6,798 

總支出  146,216 

結餘    22,754 

647-727-2255 

604-87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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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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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奉獻支持 

感謝主信實供應，衷心感激大家的愛心奉獻，

求主使用，祝福更多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