遠方的呼聲
這雙手，是神大能的手，神使用

有位巴拿馬的姐妹在教會聽到，

八
月
通
訊

八
月

來。

加
人

家
事

加拿大家新在巴拿馬做了美好的

婦營，她興奮極了，想不到她老公比她

服事，但是我們不滿足，因我們看見，

更積極，夫妻倆很快就報名參加營會。

不僅僅是巴拿馬，而是整個中南美洲，

這位姐妹形容，他們的婚姻好像一盆

還有世界許多其他的地方，數不過來的

花，以前都不懂得澆水，花逐漸枯萎，

華人家庭破碎，夫妻關係惡劣，他們極

營會後她懂得每天去澆水施肥，好好栽

其需要夫婦營的幫助，重建他們與神與

培，花就越開越漂亮。

配偶的關係。因此我們願意遵從主的大

從2012年開始， 加拿大家新與教
會配合，組織帶領夫婦團隊參與短宣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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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果巴拿馬能開夫婦營多好！所以當教會
報告說，加拿大家新將到巴拿馬舉辦夫

零

二

夫婦營，將這些夫婦從困境中救拔出

.

二

二

加拿大舉辦很多恩愛夫婦營，她想，如

到巴拿馬，服事當地教會並提供恩愛夫

使命，去到這些家庭當中，幫助他們，
就好像幫助巴拿馬的這些家庭一樣。
各位家新之友，你們的確是蒙福

婦營，因我們聽見了巴拿馬的呼聲，到

的，你們有機會參加恩愛夫婦營，在夫

現在已經開辦了5屆，祝福了很多的夫

妻關係上得到神的祝福。在遠方，還有

婦。

許多的夫婦，沒有機會參加營會，還有
有位巴拿馬的營友描述他們的婚

許多不信的人，沒有聼過主耶穌基督的

姻，好像隨時隨地會突然興起的狂風暴

名字，恩愛夫婦營是極其有效的傳福音

雨，夫妻都很辛苦。去了營會以後，感

的營會，在營會中決志信主的比例近

覺雨過天晴，見到藍天白雲，更重要的

40%。許多帶領夫婦已經預備好了，準

是，見到盼望，找到出路！又有營友分

備自費到遠方去傳揚主的福音，建立夫

享，參加營會以後，就好像有一雙手將

妻門徒。你願意與我們同工嗎？你的奉

他從沼澤地拉出來，帶著他重新走在康

獻將祝福到以下群體：

莊大道上，走得好舒暢，路旁都開滿鮮

1：提供免費的營會給辛勞服事的當地

花，陽光燦爛。

傳道人和宣教士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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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幫助一些有需要的營友減輕經濟負擔；

欄註明你的姓名、地址和電郵。其他的奉獻方

3：為當地教會栽培婚姻家庭事工人才。

式，請到加拿大家新網頁（cffc.ca）查詢。
爲了遠方那些活在痛苦和眼淚中的家庭，

加拿大各地的帶領夫婦團隊將在9月17日舉

讓我們在主裏同心協力！

辦步行籌款，希望籌到五萬元，作爲宣教事工的
啓動基金。希望你們能在奉獻上慷慨支持，請將
善款e-transfer至：donation@cffc.ca，在備註

甄健威牧師

新冠疫情穩定下來，年青人都急不及待了，

素：神是否是婚姻的主要角色。不是每句說話都

所以這個夏天的婚禮特別多。真是替新人高興和

要提到神，但骨子裡要認定和跟隨神對婚姻和生

興奮：聽著新娘新郎向對方互訴愛意，令在場者

命的主權：一個要一生學習的操練！

感動和羨慕；互相宣告誓言，好像世界、環境和

因此，面對新人今天的高興，但又為他們將

時間就永遠停留和信守在這一刻。

要面對的挑戰而緊張之餘，我的禱告：父神，我

自己經過43年的婚姻，每個階段都有接二連

祈禱不是帶走他們會遇到的所有挑戰和掙扎。但

三讓我分心的挑戰和掙扎：面對個人成長的熬練

在挑戰和掙扎的時刻，給他們眼睛，能看到你的

和各人事業的建造、共同的育兒概念與實踐等。

偉大作為，好讓他們受到鼓舞；給他們耳朵能聽

在這些事上的不同取向、見解和執著，很容易佔

到你的話，這樣他們能走在正路上；給他們敏銳

據生活舞台的正中，讓愛意和誓言放在一邊，甚

的心去感受你的慈愛和憐憫，讓他們能成就自己

至拋於腦後，暫時忘記掉。

在婚禮誓言中承諾的愛。阿們。

20年在恩愛夫婦營的服侍，看到不同形狀和
大小的夫婦有不同形狀和大小的難處。所以要把

加拿大家新董事會主席：盧黃美香(Mary)師母

婚禮上的愛意和誓言帶進現實生活中，經得起時
間的考驗，實在不容易。
婚姻的願景（誓言）乃關係的基石，極之重
要，它決定了婚姻的方向。之後每個時刻的建造
工程也很關鍵性，決定了婚姻的質素。記得有人
寫過：『友誼就像一本書。燒掉一本書只需要幾
秒鐘，但寫一本書需要很多年。』婚姻也是一
樣。這本婚姻的書，需要更多年去寫。寫了43年
婚姻這本書，我發現、肯定、到今天仍然相信：
婚姻要能由始至終活出愛意和誓言，一個主要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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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正常中的正常
8月12-14日是多倫多國語第51屆的營會，這

天都有人來看望鼓勵、有的夫婦還跑了兩趟，這

是疫情三年來的第一次實體營會，三年的疫情讓

“不正常”，他們送來的水果、湯類沒有吃完，

我們經歷了太多的不正常，這屆營會會怎麼樣

他們的愛沒有用完；但對於彼此相愛的團隊，這

呢？我們經歷了不正常中的正常。

又正常。

一、 報名中經歷的正常與不正常：

謝謝寶貴的團隊！謝謝你們的禱告，謝謝你
們的探望。

營會還沒有舉行，在網上已經報名預備要參
加營會的已經有十幾對的夫婦，那這次營會豈不

三、 學員經歷的正常與不正常

是很容易滿營？結果出現了“不正常”，當定下

關係“好”的來了，正常；關係“不好”的

了日期，給報名的十幾對夫婦打電話，當中只有

來了，正常；因著愛太太，甘心被“騙”的來

一對能夠“正常”參加，其他寶貴的夫婦，因著

了，正常；被連拉帶拽才來的，也正常；他們又

各種原因不能前來。帶領夫婦們懷著正常的心：

經歷了很多“不正常”：一生中流了最多的眼

一切正常，我們盡百分之百的本分，神付百分之

淚；夫妻第一次彼此認罪；滿是憂傷的心有了歡

百的責任。神的營會，祂必負責—正常。

樂，得了安慰，知道了如何珍愛神賜給的寶貝。

帶領夫婦們連拉帶推，神有奇妙的作為，最

依依不捨，正常；盼望再相會，正常；回去

後有11對學員夫婦（滿營12對）來到營會，感謝

的路上差點爭吵，正常；回到家中有衝突，正

神！一切正常。

常。有衝突之後和解，正常！

二、 帶領團隊經歷的正常與不正常
四對帶領夫婦組成團隊：一起禱告、開會、

加東國語事工主任：胡君才傳道

預備……,一切正常。營會還有一周要開始，突
然出現了不正常：帶領夫婦之一的甄牧師夫婦，

他們的女兒得了COVID-19，他們盼著要去營會，
現在只能是望“營”興歎：神為什麼不讓我們進
入營會當中？
其他三對表現正常，信心依然：“不要怕，
神與我們同在！就像以往的經歷一樣。三對帶
領，同為行政，發揮恩賜，相互補充，臺前臺
後，展示生命。
其他帶領夫婦來探營鼓勵，正常；這三天每
3

事工報告與計劃
1：8月26-28日，多倫多粵語MER1，仍接受報名

感謝主，從2022年8月份開始，加拿大家新各
地的恩愛夫婦營逐步重開，雖然每個營地的費用

2：9月9-11日，温哥华国语MER1，兩個教會合作

都比疫情前有所提高，今年我們仍然憑信心維持

包營，已經滿營

疫情之前的營會價格。

3：9月30-10月2日，多倫多國語MER1，教會包

多倫多國語MER1已經在8月12至14日完滿結

營，已經滿營

束，11對營友的婚姻關係被神觸摸，蒙神醫治，本

4：10月14-16，Alberta国语MER1，仍接受報名

次通訊刊登了部分見證，榮耀歸主。

5：10月14-16，溫哥華国语MER1，兩個教會合作

下半年的各地營會如下，有些已經滿營，有

包營；

些仍然有少量位置，請大家鼓勵身邊親友參加（請

6：11月4-6日，温哥华粤语MER1，仍接受報名。

到加拿大家新網頁報名：cffc.ca），他們必會感
激你們的推薦。我們期待著見到更多夫婦的心被神

若貴教會希望明年和家新合作包營，請和

得着，傷痕得醫治，衝突得解決，更能活出神在他

當地的行政同工聯係，我們十分樂意配合。

們生命中的使命。

掃碼立即報名
家新訓練學院綫上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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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天的營會對我幫助很大，入營會之前覺得

更新人的生命裡面，才有更新的生命，從而順服

自己做丈夫已經很不錯了，已經盡量的忍讓、盡

聖靈的帶領，成為一個有情人，成為在婚姻關係

量的付出。但是營會的教導 “彼此存款”，使

中的有情人。

我看到自己的忍讓和付出沒有白做。妻子實際是

以上是我在營會中領受到的最大三點收

感受到了，只是沒有表達，或者是我沒有收到反

穫，也是我生命更新、成長的轉折點。感謝營會

饋，因此要注意日常的存款環節，要把讚美和感

的帶領同工，感謝參與營會的每一對夫婦。

恩、感謝送到對方手中。
我心中的圖畫：14盆神家的鮮花，有看花
“先解決心情，再解決事情”，這個次序

兒的，有聞味兒的，有看葉的，有結果的。營會

也是之前我忽略的，而心情的解決需要從彼此的

前有健壯的、有需要修剪的、有需要醫治的；營

差異和正確的溝通入手，對方需要傾聽還是需要

會後：神家的花園，枝繁葉茂、鬱鬱蔥蔥，果實

建議、還是需要安慰，要搞清楚。

累累！榮耀歸於至高神！

“眷屬終成有情人“，這個極致的目的，
也是一個建造的過程。在十字架前不斷破碎自

多倫多第51屆營友：橫平

己，深刻明白婚姻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只有在

感謝神帶領我們夫婦參加了51屆恩愛夫婦營，在

友那樣並肩前行。經過3天2夜的營會，我現在感

3天2夜的時間裡，帶領同工全然的擺上、弟兄姐

覺我們夫婦又重新回到了一條船上，雖然前方仍

妹生命的見證，都讓我們看到聖靈的同在、主耶

然有風暴，但夫妻能夠同心同行。

穌基督的愛。

在營會中有很多令人感動的事，只是感到時間太

通過夫婦營會，我們的生命再一次得到更新。我

快，結束太早，有很多的不捨！感謝神讓我們遇

看到丈夫第一次在神面前落淚，第一次在眾人面

到三對帶領夫婦，遇到其餘十對營友夫婦，我感

前落淚，比我們的婚禮都更感動。我知道他被神
觸摸到，感謝主也讓我看到自己的驕傲、剛硬和

激大家在主裡的敞開和坦誠，這些都成為我們夫
婦的鼓勵和財富！感謝神！

對神的遠離。聖靈再一次做了提醒的工作，我再
一次被光照，感到在神裡面滿滿的喜悅和恩典。
在參加夫妻營之前，我對婚姻已經失望，但又無
可奈何。就像兩個人在劃兩條獨木舟，一起向前
走，但是各劃各的，沒有合一的甜蜜，只有像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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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倫多第51屆營友

楊盼

奉獻支持
疫情中許多教會和福音機構都面對衝擊，請大
2022年1-7月

家在禱告和金錢奉獻上記念他們，也歡迎繼續

財務收支概況

收支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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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動總收入

0

奉獻總收入

59,838

其他收入

21,239

總收入

e-Transfer 轉帳電郵：donation@cffc.ca
网站 PayPal 奉献 ：https://cffc.ca/

81,077

活動總支出

0

經常費支出

107,250

其他支出

支票抬頭請寫：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請寄到溫哥華辦公室（如下）

2,184
總支出

109,434

盈餘/(赤字)

(28,357)

感謝主信實供應，衷心感激大家的愛心奉獻，

加拿大家新辦公室團隊

求主使用，祝福更多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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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47-727-2255

604-875-0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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