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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事主是一條恩典之路，從9月份

至今，我到訪了溫哥華、愛民頓、卡加

里、渥太華和滿地可，一路上神的恩典

滿滿，願與大家分享其中的一些經歷和

感想。 

1：雖然疫情的影響仍在，但顯然

各地正逐漸恢復正常生活。教會遵照當

地政府的指令，基本上解除了口罩令，

戴與不戴口罩，會眾自己決定，大家彼

此尊重，互相包容，更彰顯出主裡合一

的見證。 

2：三年沒見，與各地的帶領夫婦

實體歡聚，甚是喜樂和激動，猶如見到

親人一般，這是我深愛家新服事的一個

原因。從2018年至今，我出差從來沒有

住過酒店，都是當地同工開放自己的家

庭招待，哪怕是第一次見面，也能推心

置腹，坦誠分享，幾年下來，大家更是

建立起如親人般的感情，我們是何等蒙

福的一群啊！ 

3：旅途中我被邀請到不同教會講

道，愛城福音堂和溫哥華的列治文宣道

會，都有粵語的青年崇拜，約有一百至

兩百會眾，敬拜既活潑又有深度，讓我

印象深刻。我很久沒有見到這麼多香港

背景的年輕人了，讓我想起多年前在多

大服事CCF學生的經歷，真是十分興奮

和雀躍！近幾年有大量的香港移民（或

學生）湧入加拿大，粵語教會突然之間

人數激增，應接不暇。當中年輕家庭的

比例很高，他們為了兒女而背井離鄉，

既要適應新環境，又要照顧年幼兒女，

好幾位教牧跟我分享，不少家庭面臨婚

姻關係危機。在這波極大的移民潮中，

家新怎樣配合教會去服事這群新移民？

求主賜給我們智慧！ 

4：我在一家教會的國語堂證道之

後，主席在歡迎新朋友時，一位姐妹站

起來分享，感謝我疫情之前在國語堂的

講道，也是講夫妻關係的。那次講道結

束時，我挑戰會眾順服聖經的教導，然

後給時間他們自己禱告。這位姐妹當時

已經和丈夫分開了，她在禱告中感受到

聖靈的催逼，於是下定決心回中國探望

他，結果因此走上一條復合之路，經歷

到順服神帶來滿滿的祝福。姐妹的分享

讓我熱淚盈眶，即時向主默默禱告： 

“主啊，感謝讚美你，願榮耀歸給

你！”，作為傳道人，我到處宣講神的

話，不管人多人少，一直都是帶著撒種

的心態去講， 想不到今天因著神的憐

憫，能夠讓我親自聽見，神的道落在好

土中的見證。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

神！ 

服事主是一條恩典之路，在路上

有你們陪伴，我們不孤單，在路上有主

的帶領，我們有方向。 

展望明年，加拿大家新預計舉辦

25個國、粵語營會（MER1 & MER2），

超越了2019年的22個！其中4個是教牧

營。這些營會遍佈加拿大各大城市，甚

至遠達西雅圖、巴拿馬、阿根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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衷心感謝大家在宣教基金上的慷慨奉獻，

我們明年得以在巴拿馬舉辦教牧恩愛夫婦營。巴

拿馬總共有十幾對教牧及宣教士夫婦，其中四對

已經參加過恩愛夫婦營。我們向神祈求，希望能

服事絕大部分的教牧夫婦，讓他們免費進入營

會，享受三天兩夜美好的時光。深信這個營會必

將極大提升他們的婚姻品質，從而深刻影響整個

巴拿馬的眾教會！另外我們將差派三對帶領夫

婦到阿根廷支援當地團隊，並以講道、講座和探

訪等來祝福眾教會。 

截止於11月底，減去有特別用途的宣教基

金的奉獻後，家新今年在常費上仍然有多達四

萬多的赤字，請大家繼續在禱告和金錢奉獻上

與我們同工，能讓主的福音快快傳開，讓神的

國度更加拓展，讓神得著最高的榮耀！ 

甄健威牧師 

感謝主，雖然疫情仍然在，家新的事工卻

從沒有停止！ 

年初我們請到邱清泰會長，在網上舉辦了

國、粵語講座，共五百多Zoom帳號參加。我們

舉辦了兩次粵語和兩次國語延伸學習小組，共

服事超過四十對夫婦。 

今年神為家新行政團隊增加兩位生力軍，

蔣發明弟兄擔任草原三省的義務事工主任，王

志浩弟兄則擔任滿渥地區的義務事工主任，我

們在5月份為他們舉辦了簡單而隆重的就職禮，

並分享了加拿大家新的宣教異像。 

從8月份開始，恩愛夫婦營（實體）重

開，我們一口氣在全國各地開辦了7次的MER1，

2022年 1-11月事工報告 

共祝福了69對營友夫婦，特別感恩的是，營會

中沒有任何染病的情況發生。 

我們也舉辦了草原三省的國語帶領夫婦訓

練（LCT），有三對很棒的夫婦加入團隊，一起

服事普世的婚姻家庭。 

我們的同工也馬不停蹄的為眾教會提供講

道和講座。其中甄牧師提供國語講道31次，粵

語講道7次，國語講座17次，粵語講座5次，包

括為兩家教會提供婚姻家庭的退修會。胡君才

傳道提供國語講道28次，國語講座17次，包括

為兩家教會提供退修會。其他同工和帶領夫婦

團隊共提供17次講道和講座。 

甄牧師在溫哥華
Willingdon Church 

帶領國語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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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面對生命中的醜陋 

疫情之後，我們夫婦在家工作，每天二十四

小時相處，有機會深入分享交流，就更渴望二人

成為一體、彼此心靈毫無攔阻。我們都把自己生

命中埋藏的罪，向對方敞開分享，期間有創傷，

流了許多傷心的淚水，但也在經歷主的醫治。感

覺我們的婚姻從沒經歷這樣沒有障礙的親密。 

我自己是破碎敗壞的人，時常軟弱犯罪，但

我知道自己永遠都是神的孩子，神所愛的祂必會

管教，祂讓我從罪中回頭。在痛悔中我不灰心絕

望，謙卑地來到神的面前認罪悔改、求祂饒恕，

讓主的寶血再次遮蓋塗抹我的過犯。愛我的阿爸

父一次又一次地接納我，恢復祂與我那美好的生

命關係。 

成聖是一生之久的屬靈爭戰，越是事奉主，

爭戰越大。撒旦如同吼叫的獅子走來走去，尋找

可吞吃的人。（彼前5：8）我們一不小心就會上

當而陷在誘惑裡，所以要時時警醒，識透撒旦的

詭計。成聖就要追求與主聯合，就是要效法主的

死，讓主的復活在我們身上發動起來。若沒有與

主同死同復活，我的生活事奉失去了這個聚焦，

那一切的外在表現還有何永恆意義呢？ 

在參與家新服事的十幾年裡，我們夫婦經歷

了數不清的被主破碎和重整。家新也使我們有機

會見證和經歷神的恩典和大能。今年夏天去拜訪

幾對老朋友，有的幾十年沒見，可喜的是，他們

的家庭都還完整，但是夫妻之間卻常惡言相向，

關係冷淡，我們十分吃驚。與此同時，想到我們

的婚姻，若不是神用家新來更新祝福了我們，可

能下場會更慘。這提醒我們，現今世代的婚姻是

多麼脆弱，極需福音的大能更新改變！所以我們

願意更多地委身於這個建造信徒婚姻的事工，若

能和處在憂傷痛悔中的弟兄姐妹，一起經歷主的

恩惠和憐憫，與大家一起成長，那是主給我們莫

大的祝福和滿足。我們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但

願我們這微薄的五餅二魚能被神所悅納和使用。 

 王志浩弟兄（滿渥地區義務事工主任） 

甄牧師、胡傳道與滿地可、渥
太華國語帶領夫婦團隊合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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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情銀行的存款 

今年參加了家新的恩愛夫妻營後，我認識

到每個人的心裡其實都有一個情感戶頭，也可以

稱為愛情銀行或者情感倉庫。為什麼夫妻要堅持

相互存款？下麵是我的一點感悟：                                 

1、維持夫妻關係甜美，弱化矛盾。俗話說

相愛容易相處難！羅密歐與茱麗葉若有機會日復

一日、柴米油鹽的生活在一起，是否仍然能成為

感人的愛情故事呢？夫妻朝夕相對，一定會有矛

盾，而相互存款讓對方喜悅，感覺被欣賞、被肯

定，這樣就不容易產生矛盾。由於原生家庭，男

女性別以及文化背景不同，夫妻的交流互動會產

生很多差異， 我們需要特別強調彼此欣賞、肯

定、讚揚和感謝。 

2、給對方存款，表揚對方，從某個層面來

看，就是在愛我們自己。夫妻之間雖然沒有血緣

關係，但是在神所定的婚姻裡，夫妻是最親密的

一體關係。每個基督徒在努力建設和神的關係的

同時，也會梳理與自己的關係及與配偶的關係。

神愛我們和我們愛神， 以及我們愛自己和愛他

人，其實是相互作用、互相聯繫的，所以保羅教

導“丈夫也當照樣愛妻子，如同愛自己的身子，

愛妻子便是愛自己了”（以弗所書五28）。如果

有被配偶感動到的時候，一定要表達出來，不要

忽視。你的表達和感謝，會鼓勵配偶繼續做令你

感動的事。 

3、因為我們有罪性，基督徒要活出神喜悅

的生活，就得每天拋下老我，不僅在神面前要謙

卑順服，在配偶面前也要謙虛，去掉驕傲，真誠

的對待對方。神要我們夫婦彼此相愛，我們就要

看到對方的付出和努力，堅持給對方存款，彼此

鼓勵。作為基督徒，我們要誠實的過好在世的生

活，在其位就要謀其政，既然人人都知道您是某

某某的愛人，就要愛某某某，就是要堅持給對方

存款。 

總之，盼望更多的夫妻關係親密融洽，家

庭關係不斷更新，活出蒙神喜悅的生活。 

    多倫多第51屆恩愛夫婦營  芷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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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與見證 
溫哥華第52屆恩愛夫婦營是疫情後第一次複

辦的實體營會，心情是複雜的，一方面為夫婦營

可以重啟感恩、興奮；但營會已經停辦三年，帶

領夫婦對帶領課程也感到一點生疏，所以都抱著

戰兢的心情去預備。兩夫婦能夠一起來參加夫婦

營，絕不是一件容易或偶然的事，實在是出於神

莫大的恩典。 

在營會初期，從大家的分享中，瞭解到有些

學員夫婦在婚姻中有不少的受傷、掙紮、失望和

無奈。 婚姻的路不易走， 男女不同的磨合，原

生家庭帶來的差異，加上溝通不良，又不懂得化

解衝突，關係就可能變得緊張，甚至情感疏離。

恩愛夫婦營是一個很好的地方去學習「放下自

我」、「愛」和「寛恕」。營會只是一個起始

點，就像推開一扇門，是進入一個奇妙旅程的開

始。  

建立一段美滿幸福的婚姻是要不斷用心去經

營和學習，需要有勇氣去誠實面對及改變自己，

當中有許多的放下、捨棄、接納、饒恕… 是一個

生命蛻變、更新和成長的過程。 

在營會中，神讓我們各人得到不同的禮物，

再次嘗到愛的滋味，享受那份心連心的生命交

流。還記得在第一天的時候，聽到有些學員說盼

望能看見神跡。神是信實的，我們不單在舊約聖

經看到神跡，在新約聖經看到神跡，只要我們將

心靈裡的眼睛打開，今天也可以在婚姻裡看到神

跡！ 

能夠和大家同行是我們的福氣。婚姻裡我們

並不孤單，盼望大家成為同路人，互相支持，彼

此鼓勵，共同建立合神心意的家庭，讓我們的家

成為別人的祝福。 

溫哥華第52屆粵語恩愛夫婦營帶領夫婦 

Richard & Virginia 

Richard弟兄為加拿大家新董事 

It is a true blessing to be able for us to join the couple 

retreat. It is way more than knowledge but with a lots of prac-

tical means. The leading couples have a great understanding of 

the challenges among couples and yet be able to share with empa-

thy and witnesses. The retreat is able to provide the knowledge, 

the means and also the support for us to move forward. I can 

truly feel that the leading couples are more than willing to 

walk with us in our marriage journey. I thank God and thank all 

the leading couples for their dedication work. 

溫哥華第52屆粵語恩愛夫婦營 一隻大水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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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想與見證 

第一天的課程精彩紛呈，以這種形式來學習對我是一種

全新的模式，四對帶領夫婦講得詼諧幽默，夫唱婦隨，場面

十分和諧。講課的內容相當豐富與緊湊，從自我介紹開始一

直到溝通的技巧，到存款與取款的實際操練達到了高峰。通

過彼此的存款，夫婦間都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讓我驚奇

地發現夫妻關係有這麼大的學問需要學習，有這麼多技巧需

要操練。神所設立的夫妻關係與我們現在的生命，相距甚

遠，我們只有通過學習，才能重新回到神對婚姻家庭的美好

祝福中。 

第二天的課程講到了感覺就是感覺，化解衝突的二十四

要訣以及夫婦之間的性關係。特別隆重的場面是情人晚宴，

我們夫婦相互牽手走進了愛的殿堂，感受到了神對我們的特

別的愛，享受到了神賜給我們在基督裡豐盛的新生命。 

最後一天講到了夫婦在基督裡的合一以及彼此之間在主

面前的認罪饒恕。弟兄姐妹們的分享讓我們流下了激動的淚

水。難忘的三天二夜讓我們依依不捨。  

  溫哥華第57屆國語恩愛夫婦營 Tom 

感謝神給這個機會我們參加這個營會，收穫頗豐。 

第一，更瞭解自己、妻子的需要。來之前我總以為我們是

基督徒，我們的婚姻雖然不完美，但是好於大多數家庭。來了

營會後，才更瞭解自己的妻子，知道我對她傷害有多深，多麼

不瞭解她，知道她為什麼有不安全感； 

第二，學習了如何承擔做丈夫的責任，如何清垃圾、存款

的技巧。 

最後，感謝主的憐憫和饒恕，感謝帶領牧師和同工的精心

準備和安排，讓我們的婚姻可以同蒙恩典。願大家都蒙主恩，

婚姻幸福！讓主在家裡作主，以主的眼光看配偶。 

亞省第20屆國語恩愛夫婦營見證 Bra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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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熱的愛》（Crazy Love，陳恩藩，Francis Chan） 

本書作者是美國一位華裔牧者，帶著極大的熱情，描述

神對我們的愛之狂熱，也挑戰基督徒以愛還愛，為主而

活。作者自己親身活出本書所描述之奉獻生命，極具感

染力。 

作者所描述不冷不熱之人的特徵，或許能讓我們有所反

省：甚願我們不要成為這樣的人！ 

不冷不熱之人在受歡迎的事情與正

確的事情發生衝突時，往往選擇受

歡迎而不是選擇正確。 

不冷不熱之人聽到別人為上帝做了

不起的事情時會很感動，但他們自

己不會去做。 

不冷不熱之人為他們富足而舒適的

生活感謝上帝，卻很少考慮盡力更

多地奉獻給窮人。 

不冷不熱之人說他們愛耶穌，但耶

穌卻只是他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只

是一部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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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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減去宣教基金42,894（特別用途，不會用於日

常收支）的奉獻後，截止於11月底，我們今年

在常費上仍然有多達44，421的赤字，請大家

積極奉獻支持，好能祝福更多婚姻家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