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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倍受尊重的宣教士，我所敬愛的

已故神學院老師麥希真牧師，曾在課堂

上精闢總結傳福音與宣教的關係：在本

地領人歸主就是傳福音，在遠方領人歸

主就是宣教。恩愛夫婦營的目標之一就

是領人歸主，2015年全球家新的數據：

慕道者在恩愛夫婦營（MER1）中決志信

主的比例為39.9%，加上跟進小組期間

信主的，比例肯定超過50%。恩愛夫婦

營實際上就是一個以夫妻關係為切入

點，非常有果效的福音營。 

 國際家新在1990年4月1日成立，

同年8月就開始了澳洲事工，12月開創

了加拿大事工。換句話說，家新成立僅

4個月後，除了在美國本地傳揚福音，

更將福音傳到澳洲、加拿大，積極的參

與普世宣教。經過32年不懈努力，至今

已經在二十幾個國家和地區建立起家新

的事工團隊，在MER1中決志信主的不知

凡幾。疫情前我到各地教會講道，崇拜

以後，經常有弟兄姐妹過來自我介紹，

他（她）是在營會中信主的，可見神何

等祝福和使用家新！ 

 主賜給所有門徒大使命：你們要

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太28：18-

20）“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

呢？未曾聽見他，怎能信他呢？沒有傳

道的，怎能聽見呢？”（羅10:14）。

因此總結大使命，就是傳揚福音和門徒

訓練。家新的使命宣言是“為主得萬

家，家家為主活”，前者是傳揚福音，

後者是門徒訓練，正是大使命的家新版

本。 

 感謝主的恩典，加拿大分會過去

多年秉承了國際家新的宣教精神，不僅

看重本地的福音工作，也願意走出去，

到遠方傳揚福音，以家新各項事工為途

徑，以領人歸主和門徒訓練為目標，建

造更多神國精兵。許多帶領夫婦馳援世

界各地營會不在話下，更值得稱道的是

經多倫多華基教會（TCCC）的邀請，在

總會的支持下，從2012年開始，分會與

華基合作，整個多倫多粵語團隊積極參

與，以恩愛夫婦營協助教會在巴拿馬植

堂，從而開始了巴拿馬家新事工，至今

已經開了五次MER1。一位資深的巴拿馬

宣教士如此評價：大力推動恩愛夫婦營

的華基植堂，是其中一間最健康的教

會，因為許多服事的同工是夫妻一起參

與的。 

 2018年我開始全職在家新服事，

親眼目睹加拿大分會中神奇妙的工作：

不少帶領夫婦長期參與短宣服事；三對

國、粵語帶領夫婦，夫妻都在接受神學

訓練，準備將來投入宣教行列，包括南

美洲家新事工的負責人李文琦夫婦，神

帶領他們移民加拿大，並有負擔參與南

美洲的宣教；一對教牧帶領夫婦今年初

去到以色列，開始了五年的長宣。對此

我只有讚歎和敬拜：聖靈在分會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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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的熱潮！我甚認同華理克牧師（Rick War-

ren）所言：我們的責任不是造浪，而是辨識出

神在這個世界上如何工作，並努力加入祂。因此

上年11月，我向加拿大董事會提出了分會的宣教

方向和計劃，獲得董事們（包括邱清泰會長）的

一致通過。分會將在總會的安排下，鼓勵更多的

帶領夫婦參與普世宣教，將恩愛夫婦營帶到家新

事工薄弱的海外地區。 

 這是一個巨大的事工方向改變。分會未來

將逐步增加海外宣教的力度，無論人力、物力和

財力，為了遵從主的大使命。首要是栽培更多帶

領夫婦，預備好加入宣教行列。我感恩的看見，

神賜給家新眾多有生命、恩賜和委身的帶領夫

婦，每對都是神國精兵，我期待與大家一起投入

宣教服事。其次是成立宣教基金，我們希望今年

能籌募到兩萬加幣的奉獻，若神在你們夫婦心中

動工，願意與我們同工，將你們所經歷到的祝福

與海外的夫婦分享，請使用本通訊最後一頁的奉

獻方法支持我們，請註明是“宣教基金”。

 為了促進草原三省、滿渥地區的事工發

展，及栽培更多事工領袖，我十分喜樂的宣佈，

蔣發明弟兄（Vincent）將擔任草原三省的事工

主任（義務），王志浩弟兄（Chuck）將擔任滿

渥地區的事工主任（義務）。兩位弟兄多年來在

家新忠心服事，是團隊中備受尊重的領袖，都在

攻讀道學碩士課程，他們的配偶則已經完成或正

在讀神學。甚願神使用事工主任的崗位，成為建

造他們生命、祝福眾教會的平臺。 

 與此同時，家新需要更多生命成熟、肯付

代價和看重婚姻家庭的營友夫婦，加入帶領夫婦

團隊的行列。特別是近年大量香港同胞回流或移

居加拿大，我們需要更多粵語夫婦加入團隊。若

聖靈感動你們，請認真禱告，並和熟悉你們的帶

領夫婦溝通（或以此電郵聯繫辦公室）。願神一

步一步引導你們服事的道路，成為普世華人家庭

的祝福。 

 主啊，願家新及我們每一位都行在你的心

意中！ 

 

 

       甄健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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困苦的羊，憐憫的主 

 我們夫婦1995年移民到南美洲最南端的國家 

- 阿根廷。2004年3月，我們這對困苦的羊，終

於遇見憐憫的主，重生得救成為基督徒，同年10

月參加第一屆阿根廷恩愛夫婦營，在營會裡聖靈

大大感動和改變我們，於是決心委身家新，服事

家庭。阿根廷家新事工協調小組不僅負責阿根廷

的事工，也兼顧南美洲家新的拓展。從2004年到

2019年，我們先後在南美洲各國，包括阿根廷、

智利、巴拉圭和巴西，舉辦約50多次家新營會和

相關聚會。我們從學員到同工，從同工到阿根廷

的聯絡人，神一路施恩帶領。通過家新的服事，

祝福我們的屬靈生命穩步成長，夫妻更加同心為

主做工。與此同時，聖靈催逼文琦去接受神學院

的裝備，這不僅讓我們的家庭關係得益處，也成

為他人的祝福，服事主是如此的美好與甘甜！ 

     我們在2019年6月離開了阿根廷，移民到加

拿大。對於這些有需要的家庭，對於南美洲家

新，我們感到虧欠，但神的道路高過我們的道

路，神的意念高過我們的意念（賽55:9）。過去

兩年多，我們投入參與家新加拿大分會的各種聚

會，包括帶領夫婦的培訓和服事，屬靈生命進一

步被建造。在大家的代禱和聖靈的感動下，我們

決心再度出發：重新建立南美洲家新團隊。在加

拿大分會的支援下，利用網路聚會的優勢，舉辦

網上延伸學習小組和禱告會，關顧跟進營友夫婦

等，逐漸凝聚了一群有心服事南美洲家庭的夫

婦。我們期待將來以短宣方式支援南美洲，通過

家新事工祝福當地的婚姻家庭。 

     阿根廷現有18萬華人，共有17間華人教

會，人數過百的只有兩間，基督徒人數不到一千

人。福音機構則只有南美洲基督神學院，及家新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由於是移民國家，經濟不

穩定，會友流動性大；僑胞分佈廣，工作時間

長，他們每年只有兩個半天休息，就是耶誕節及

新年的下午。他們大部分人沒有去過教會，很難

聽到福音。他們大多開小型便利店，甚至夫妻每

人一家店，只有晚上才會見面、吃飯和休息；每

天掙扎在疲憊、苦毒、誤解，甚至怨恨當中，很

多夫妻關係處在危險邊緣。家新的恩愛夫婦營不

僅能祝福他們的夫妻關係，更能向他們傳福音，

領人歸主。我們想起神的話語 “他看見許多的

人，就憐憫他們，因為他們困苦流離，如同羊沒

有牧人一般。”（太9:36），憐憫的主啊，南美

洲這麼多困苦的羊（夫婦），誰來關心和幫助他

們呢？ 

      主啊，我們在這裡，求你差遣我們！ 

      弟兄姐妹們，你們願意與我們同工嗎？ 

      求聖靈繼續帶領我們每一位，在宣教的事

工上成為主的精兵！ 

 

 

李文琦和王曉春夫婦 

（國際家新阿根廷事工小組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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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唱婦隨走天路 

 就像神帶領亞伯拉罕一樣，祂帶領我們夫

婦，離開本族本地，進入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

我們本來在中國都各有自己的事業，發明曾被授

予中國化工科技先進工作者稱號，也做過外企的

高管，可說前途一片光明。但為了家庭和孩子，

我們義無反顧地放棄國內的一切，在2001年一家

三口移民加拿大。 

 抵達卡城（Calgary）後，神早有預備，祂

安排一些基督徒提供幫助，使我們感受到了祂的

大愛。藉著發明的一次車禍， 神在夢中向他說

話，降服了他的心，醒來之後，他就表達願意受

洗，我們於2004年聖誕節前受洗歸主。發明就於

2018年開始部分時間學習道學碩士課程至今，致

力於將所學的聖經真理應用到生命實踐中。神藉

著一次在洛磯山的經歷，讓燕軍完全降服於神，

也看到末世中，人際關係的破碎和心靈的掙紮，

神不斷引導和開啟，她於2012年回應神的呼召，

進入神學院學習心理輔導，現在是亞省註冊的心

理治療師，就職于卡城心理輔導中心，每天做著

自己熱愛的服事工作。 

 我們多年來一直在教會參與服侍，因著對

和諧關係的共同嚮往，我們也來到家新， 2011

年參加恩愛夫婦營。家新不僅改善了我們的夫婦

關係，也讓我們看到了另外一種團隊服事的方

式，一種嚮往已久、親密無間、無條件的團隊合

作。這種全新的服事方式，加上聖靈的大能在每

對參與夫婦心中所做的悔改與認罪的工作，讓營

會達到了我們想都未曾想到過的修復和醫治的果

效。我們經過深入溝通，禱告等候，重新確定我

們的服侍方向和優先次序，2016年接受帶領夫婦

訓練。如今我們的關係越來越好，夫唱婦隨攜手

走天路。我們願意委身家新，與其他帶領夫婦一

起，沿著更新、建造蒙神賜福的華人婚姻家庭這

個異象繼續向前邁進。 

 

 

蔣發明弟兄（Vincent）和袁燕軍姐妹

（Maggie）夫婦簡介 

 

 夫婦都在中國江蘇出生成長，蔣弟兄精細

化工專業，畢業後留校任教，後擔任國企與外企

高管多年。袁姐妹分析化學專業，先後從事品質

監督及金融工作。1988年結婚，2001全家移民加

拿大，2004 信主。蔣弟兄獲石油工程應用學士

學位，從事工程項目管理工作至今。袁姐妹2012

年回應神的呼召進入緬省Providence神學院攻讀

心理輔導碩士，現為亞省註冊心理治療師，從事

心理輔導工作。2011年參加亞省第八屆國語

MER1，2016年參加LCT，之後一直在亞省團隊參

與服事至今。夫婦都曾多年帶領團契及擔任主日

學老師，蔣弟兄曾任教會執事和長老。他從2018

年開始部分時間在恩道神學院（Ambrose）修讀

道學碩士課程。夫婦育有一子，已成年。 

 

 

蔣發明和袁燕軍夫婦 

（蔣弟兄為家新草原三省義務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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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拔出拆毀，為要建立栽植 

 我們夫婦2003年經歷過一次很大的人生危

機。當時與人合夥，承接了一項大型新區樓房的

地暖工程，但合夥人卷走了大部分工程結算款，

導致我們在經濟上蒙受了在當時看來無法承受的

損失。那時已信主五年，在看到事情發展的苗頭

不好後，也迫切禁食禱告，求神憐憫保守，但神

卻定意將我們壓傷，讓我們看到，錢財不能帶來

安全和滿足， 使我們不再為世上的財富汲汲營

營。這件事對我們的信仰影響極大。從此以後，

我們明白了凡事要順從神的旨意，而不是要神答

應我們的禱告。這個痛苦經歷也塑造了我們的信

仰，使我們不再追求世上的成就、名聲和金錢，

立定心志，生命的意義在於“我們活著為基督，

死了與基督同在，或活或死，都是主的人”。 

 主拔出、拆毀，為要建立栽植我們。家新的

恩愛夫婦營就是主為我們預備、讓我們生命成長

的地方。從作學員到參與夫婦營服事，我們經歷

了無數次老我的破碎，新的生命在廢墟上被神建

立。神要我們在事奉中學習寶貴的功課，比如與

別人相處共事，謙卑、忍耐是基本的態度；服事

中學習站在別人的角度，多瞭解別人；要能夠包

容、接納別人的不同，不固執己見等。有時神也

借著同工的鞭笞來對付我們的老我。我們逐漸學

會對神所賜的每一個功課有認知與警覺，使自己

在正面或負面的事上能順從地學習成長。 

 聖經是我們信仰的根基，我們立志終身學習

神的話。歷代大公教會傳承的教義是解釋聖經的

理論基礎，為了能夠更全面和深入地認識神，我

們現在一邊工作一邊在修讀神學院的課程，努力

裝備好自己來傳揚神全備的福音。我們是神的管

家，事奉的呼召從神而來，將來也要向神交帳。

我們是神的奴僕，也是所服事對象的僕人，當謙

卑虛己，因著愛去服事神要我們關愛幫助的人。

不論什麼事奉，神都是我們唯一的主人，願神幫

助我們謙卑，存心順服，在所做的一切事情上讓

神顯大、得榮耀。 

 人到中年，我們越來越發現自己失敗多多，

無一可誇口的。主權在神，我們要從神那裡得著

力量，以正面積極的態度學習神讓我們學的功

課；也要反思自己前半生的得失，調整事奉的心

態，期待實現神為我們夫婦設定的人生目標。 

 

 

王志浩弟兄（Chuck）和李麗姐妹（Iris）簡介 

 

 夫婦均在中國山東出生成長，王弟兄工民建

專業，從事建築工程，李姐妹財會專業，從事會

計工作。1995年結婚，1998年信主，2004年全家

移民加拿大。2010年渥太華卡爾頓大學Carleton  

University 電腦專業畢業後，夫妻一直在聯邦

政府部門從事電腦工作。2005年參加多倫多第一

屆國語恩愛夫婦營，2006年參加LCT培訓，之後

一直在滿渥團隊參與家新服事至今，曾擔任加拿

大家新董事。王弟兄曾于教會擔任團契導師、執

事和長老。目前部分時間在加拿大中華福音神學

院修讀道學碩士，李姐妹目前部分時間在臺灣改

革宗神學院修讀聖經輔導專業。夫婦育有一女，

已成年。 

 

 

王志浩和李麗夫婦 

（王弟兄為家新滿渥地區義務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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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3月   財務收支概況  

收支項目   

活動總收入  0 

奉獻總收入  20,032 

其他收入  5346 

總收入  25,378 

活動總支出  0 

經常費支出  46,554 

其他支出  131 

總支出  46,685 

盈餘/(赤字) (2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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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寄到溫哥華辦公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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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滿渥地區義務事工主任：王志浩弟兄 Chuck Wang 

草原三省義務事工主任：蔣發明弟兄 Vincent Ji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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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