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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重婚姻 祝福兒女 

加 

人 

. 

家 

事  

六  

月 

通 

訊 

二 

零 

二 

二  

年 

六  

月 

 近期閱讀一本書《父母離婚後孩

子走過的內心路》，內心十分沉重也感

慨萬分。作者Judith Wallerstein是著

名的婚姻家庭學者，她最為學術界所稱

道的研究，就是用了25年跟蹤調查131

個從離婚家庭長大的孩子，並寫成了這

本書。她難過的發現，離婚對孩子的衝

擊，成年期（選擇配偶和建立家庭的時

期）比兒童期及青春期更大。這些孩子

最終只有40%結婚，多達三分之二決定

不生兒女。因此她在書中苦苦勸告正在

考慮離婚的夫婦，請計算兒女為這個離

婚所付出的沉重代價！ 

     與離婚所帶來的種種破壞性後果

相比，夫婦積極尋求幫助，改善婚姻關

係，肯定是更為有效及合算的方式。然

而有多少人願意放下心中的驕傲，承認

自己的婚姻需要幫助，自己也需要學習

呢？ 

 參與家新服事的這16年中，我很

榮幸的見證到不少勇敢的夫婦，在恩愛

夫婦營中，真誠面對自己的醜陋，以及

婚姻中的難處，在聖靈的感動下，衝破

捆鎖，夫妻關係有了質的飛躍，並因此

帶來整個家庭，包括與兒女關係的更

新，原來當夫婦珍重婚姻時，兒女也因

此蒙祝福！ 

 過去兩年多的疫情，家新的營會

被迫停擺。隨著加拿大各地的疫情逐漸

降溫，我們憑信心開始安排實體營會。

縱然我們知道仍然有風險，可是看見這

個世代許許多多的婚姻在受苦，眾多孩

子們為父母的破碎婚姻付出沉重的代

價，我們不能停下腳步！因為這是我們

的呼召，這是我們的使命，願主幫助我

們！ 

 整個加拿大將全面舉辦實體的營

會，請鼓勵你們身邊的弟兄姐妹和親

友，到加拿大家新的網頁（cffc.ca）

填寫報名表（先不要付費），當地的家

新同工將會聯繫報名的夫婦，跟進參加

恩愛夫婦營的各種具體安排。 

 前述的這本書，作者指出，131個

離婚家庭的孩子，有6個因為加入教會

（信主）而完全扭轉人生。這正如聖經

所說：在人這是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

（太19:26）。願更多夫婦在恩愛夫婦

營中經歷這位凡事都能的神！ 

 

    甄健威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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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家新一至六月份事工簡報 

 二月份，國際家新的邱清泰會長在網上舉

辦兩次講座（國、粵語），參與者有很正面的反

饋。 

 四月份，舉辦了新開發的第三期粵語延伸

學習小組 - “原生家庭深度行”，連續兩次的

課程，大家其樂融融，享受新的知識及與配偶、

其他夫婦深入交流的機會。 

 五月14日，感謝主的恩典，為兩位義務事

工主任舉辦了就職禮，及分享加拿大家新的兩個

異像：以夫妻為單位的門徒訓練，以短宣方式參

與宣教。感謝讚美主，有教會和弟兄姐妹知悉家

新的宣教異像，積極參與，宣教基金已經收到約

八千元的奉獻，我們求神今年預備兩萬加元，明

年能祝福海外的華人家庭和教會，若你願意與我

們同工，請在奉獻的備註處註明是宣教基金

（mission fund）。 

 六月份，舉辦第二期國語延伸學習小組 – 

“感覺深度行”。 

 過去半年，行政同工團隊更加廣泛的服事

眾教會，推廣家新事工，共為眾教會提供講道及

講座49次，遍及加拿大各大城市，甚至遠達墨西

哥。其中為Calgary一家教會提供連續兩次的網

上粵語講座，該教會願意將來以包營（就是所有

營友夫婦均來自該教會）形式舉辦恩愛夫婦營。 

 下半年我們將專注於營會重開，預算開辦七個營會左

右，現在已經確定日期和營地的有六個，多倫多、溫哥華和

Alberta均有開辦。雖然每個營地的費用都比疫情前有所提

高，我們仍然憑信心維持疫情之前的營會價格。鼓勵大家推

薦你們的親友在網上（cffc.ca）報名，我們將會聯繫他們

做進一步的入營安排。若教會希望和我們合作包營，請聯繫

各地的行政同工。 

加拿大家新下半年計劃 

掃碼報名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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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好？還是不完美好？ 
 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

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馬太福

音 19:6) 

 曾經看過一套愛情科幻片，故事的內容是

關於一個完美的男性機器人和一個女科學家的愛

情。男性機器人的外表是按照女科學家初戀的面

孔來做成的，機器人還可以照顧她從裡到外的所

有要求，女科學家需要的任何事情，他都有能力

辦到，還比預期的好。甚至連女科學家工作上的

需要，機器人都是完全勝任有餘。這麼完美的配

偶，真的讓人很羨慕。 

 相對於現今的社會，每個人

都在尋找自己的完美配偶。大部分

的結果都是讓人失望的，因為完美

的配偶根本就不存在。每一個人都

有自己的缺點。就算我們找到一個

合乎自己心意的配偶，也一定有一

些事情和自己想要的有出入。當我們失望的時

候，我們會如何選擇呢? 

 在馬太福音19章4-10節，說到夫妻不再是

兩個人，是一個個體，是神所配合的，不可以分

開。神的本意是要人藉著婚姻結為一體，永不分

離。神設計的婚姻是永久性的，是不能拆散的，

因此夫妻應該致力共同生活，而不是想盡辦法離

開對方。人的罪惡本性令離婚變得無可避免。從

原本不可以分離的婚姻，至到隨便一個原因就可

以休妻。 

 我們失望到極點的時候，我們會選擇離婚

嗎? 是因為配偶的不完美，滿足不了自己的慾

望，所以選擇分離，而不是修復。但是我們有沒

有想過，如果配偶可以滿足我們所有的慾望，結

果又會如何呢?  

 一個被設定為了滿足我們的機器人伴侶，

的確可以滿足我們的慾望，但是我們真的可以被

滿足嗎? 如果我們的慾望在無休止被滿足，我們

都將成為癮君子，當慾望不斷被滿足，獲得快樂

後，我們只會滋生更多慾望，這種被慾望包裹出

來的完美，是脆弱和易碎，不必努力就能獲得一

切，那我們有什麼動力去突破，改變自己呢? 有

一個天天誇讚自己的完美機器人伴侶，而且百依

百順，我們還能忍受有笑有罵的

真實伴侶嗎?  我們最終只會活在

自己的世界裡。 

 回想過去和太太的點點滴

滴，真的可以看到神的作為。她

雖然沒有對我百依百順，但也對

我不離不棄。她雖然沒有滿足我

所有的慾望，卻願意和我跨越一切的困難。她雖

然沒有對我所有的話言聽計從，卻有不少提醒，

讓我明白自己的問題。面對著家裡的不同困難，

沒有和我一起唉聲嘆氣，反而是用神的話語安慰

我。我當然希望太太更加符合自己的要求，變得

更加完美，但是在我眼裡的完美，並不代表在神

眼裡的完美。我的太太是神為我度身訂做的，神

所揀選的，就是和我最搭配，不一定是最完美，

但一定是最適合。 

 一個可以不停滿足你慾望的配偶，是讓你

變得完美? 還是讓你變得不完美? 

    

    楊揚（溫哥華國語帶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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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和諧的關係，恢復幫助者身份 

 我們是2002年移民來加拿大，2011年11月

參加恩愛夫妻營會的第一期, 2013年3月又參加

了營會的第二期。因著恩愛夫妻營會，我們夫妻

倆人的關係得到更新和重建。 

 因著自己的個性一向要強，結婚以後也因

此和丈夫有了矛盾衝突，在我的概念中，從未想

過要尊重丈夫。 

 記得我們剛結婚不久， 因為沒有和先生商

量，自己自作主張給我父母買了一台洗衣機而有

了矛盾。先生知道以後很生氣，感覺自己太不被

尊重了。不過當時我對此不以為然，我覺得這是

我自己掙的錢，我有權利決定怎麼花錢，我們兩

人因為這件事情爭執很久，誰也無法說服對方。

這件事，在我們後來的爭吵中，不斷地被提起，

成為先生的幾大罪狀之一。後來真的是感謝神，

讓我們有機會參加了夫妻營，在營會中我才認識

到自己的錯，《馬太福音》19:5告訴我們：“人

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夫

妻既是一體，家是夫妻雙方共同的，當然也包括

家裡的錢，不論是誰掙的，都是兩個人共有的。

家裡的事應該互相商量，不能只是丈夫或妻子一

方說了算，家事互相商量，這也是對家人的一種

最基本的尊重。 

 在營會中我也學習到，夫妻經常需要面對

和處理生活中許多的問題，包括工作上的問題，

還有和家裡的孩子, 父母, 弟兄, 姊妹等問題，

這時夫妻兩個人應該是一個統一體，站在一個一

致的位置來解決問題，而不是你考慮你的，我擔

心我的。 

 神給我們女人的定位是要成為丈夫榮耀的

幫助者，神讓我們妻子能夠擔任幫助者這個角

色，是因為神在造女人時，已經賦予了我們女人

在某些方面比丈夫有更多的能力和知識，神要我

們女人用這些能力去幫助丈夫，而不是看低自己

的丈夫。因為這些能力不是出於我們自己的，而

是神給了我們的，所以沒什麼值得驕傲的。非常

感恩，不但讓我們夫妻的關係在營會中被更新，

更給我們有機會加入「家新」這個大家庭，接受

培訓，為主作工！感謝主！ 

 

     余實&林樺 (多倫多國語帶領夫婦) 

   余實現為加拿大家新董事會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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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的五種語言：創造完美的兩性溝通》 

 本書可說是改善兩性關係的必讀之書，

是提升婚姻關係其中一本最重要的書籍。作者

蓋瑞（Gary Chapman）是著名的婚姻專家，以

輕鬆有趣的筆觸，深入淺出的介紹了愛的五種

語言，以及你能怎麼樣使用在生活中。掌握了

本書的精髓並能實際應用，你將切身體會到何

謂“事半功倍”。本書唯一讓你感到難過的地

方，就是你將會後悔為何不早點閱讀此書，以

至於過去付出了許多，配偶卻仍然無法感受到

你的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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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5月   財務收支概況  

收支項目   

活動總收入  0 

奉獻總收入  34,868 

其他收入  19,089 

總收入  53,957 

活動總支出  0 

經常費支出  75,122 

其他支出  291 

總支出  75,413 

盈餘/(赤字) (21,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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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