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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人節的前幾天，我獨自到超市

購物，已有不少鮮花上市。見到一種鮮

花，有紫、黃、白等顏色，蠻好看的，

含苞欲放，起碼能開上兩周，十幾塊錢

比旁邊的玫瑰花要便宜不少。於是買上

一束，算是給太太的情人節禮物吧。回

家以後，卸下東西，將花放在飯桌上，

隨即要送孩子去參加聚會。我和孩子正

要出門時，太太猛然發現桌面上的花，

高聲問我：老公，你買菊花幹什麼？我

一聽原來這是菊花（我們家鄉是用菊花

來掃墓的），壞啦，趕緊叫孩子出門，

開車走人。 

孩子的聚會完，還是要回家的，

心情有點忐忑的回來，見到一大束菊花

已經修理整齊，用花瓶裝著，擺放在飯

桌的最中間。太太帶著笑跟我說，情人

節送菊花，你真是開玩笑啊。我有點慚

愧，也覺得好笑，是啊，我這個五穀不

分的人，連菊花都不認得，鬧了一個大

大的笑話，幸虧太太的愛和包容，基督

徒也百無禁忌，這個情人節禮物就算收

下啦。 

這次經歷，讓我深深體會到：愛

是一生之久的功課。我們永遠不要以為

自己在這個功課上已經學習得足夠多，

哪怕是送花這麼小的事情，都可以好像

我一樣出紕漏，我確實是需要在這方面

好好學習呢！ 

過去十幾年，接觸不少夫婦，一

些婚姻關係在原地打轉或每況愈下的夫

婦，基本上有個共同特徵：一方或者雙

方不願意學習，當然就更談不上改變。

這不是代表他們沒有參加恩愛夫婦營，

而是在心態上，缺乏謙卑受教的心。來

到營會，依然我行我素，營會完了，知

識增加，但並沒有成為生命的一部分，

因為裡面裝滿了自己的東西，無法容納

營會的教導。出營以後，沒有繼續在婚

姻關係上花時間精力去學習，不久就打

回原形，甚是可惜！相比之下，有些夫

婦雖然沒有去過恩愛夫婦營，卻願意在

夫妻關係上承認自己的有限和不足，謙

卑學習，夫妻關係越來越甜美，若能參

加夫婦營，自然能更上一層樓。 

我深入認識加拿大家新的不少帶

領夫婦後，一個深刻的感受，就是這些

夫婦是謙卑受教的，他們願意不斷學習

彼此相愛的功課，這也是他們參與家新

服事的動力之一，因在服事中，他們學

習更多，改變更大。隨著年日過去，夫

妻關係日漸更新，滿有基督的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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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氣，成為周圍人群的祝福。我也喜見一些營友

夫婦在他們的生命影響下，願意加入服事婚姻家

庭的行列，相信神同樣會使用家新服事來建造這

些新的同工，不僅靈命更新，也提升夫妻關係。 

新的一年開始，親愛的朋友，你願意在

“愛”這門功課上有怎麼樣的投資？從而讓你們

夫婦的愛情之花越開越燦爛呢？ 

甄健威牧師 

「 我能夠在一起實在不容易，在北京的每

一個地方，都想我們曾經的過往。於是，聖靈

感動我發給她一則短信： 希望回到滿地可後對

你更好！」  

William和Sophie是高中前後桌同學，大學

畢業後成為情侣。 2004年結婚，婚後移民滿地

可，想看外面的世界，卻在巨大挑戰前潰不成

軍： Sophie回憶說：「我們在移民的路上鬱鬱

不得志，同時被工作、學習、孩子各種拉

扯。」2006年出生的大兒子患有自閉症的現

實，更成為他們感情生活的當頭一棒。 

後來他們開了雜貨店，朝八晚十開門營

業，二兒子也出生了，夫妻倆一人在家，一人

在店，恆常分開是常態。「兒子總是看不到爸

爸，夫婦倆沒時間溝通，身心俱疲。」為了讓

一家人齊齊整整地一起生活，他們又換了幼兒

園的生意，卻因為不懂行，面臨經營的巨大壓

力。「這也是夫妻間矛盾最大的時候：我們總

是用自己的方法，去做一些自以為對對方好的

事情，除了說事務，沒話可說。心裡有怨氣，

眼裡有悲傷，溝通不暢順。」大吵一頓後，兩

小無猜的夫婦成了同一屋簷下的兩個陌生人，

婚姻亮起了紅燈。 

婚姻的轉機起於2016年復活節，夫妻一同

受洗歸主。起先，各忙各的的狀態仍在繼續。

2017 年底，William的媽媽急病去世，回國奔

喪之時他經歷了神的帶領：「有一天晚上我睡

不著，神在這個時候讓我回想和太太的婚姻過

程。看到父親的悲傷，想起我們的過往，自以

為的美滿卻成為滿目瘡痍...我確信這是神的帶

領，決定回去後要開始改變。」 

在這期間，神在 Sophie身上也開始動工，

讓她看到自己的不足：「神讓我從他的角度去

思考，學習體諒和幫助他。」 2018年，夫妻一

起參加了「家庭更新協會」的夫婦恩愛營。在

營會中William 明白要怎樣從神的角度去考慮

夫妻關係。他們都意識到用世界的價值觀去看

婚姻，用血氣對付問題，用人的方法只會一敗

塗地。」那一次，丈夫再次向妻子求婚。 

走過婚姻危機後，William夫婦二人都堅信

要維持一段穩固的婚姻，沒有神萬萬不行。 夫

妻開始一起禱告一起靈修，向屬靈前輩夫婦學

習，一起在教會服事，緊緊抓住神。 如今，疫

情帶來的經濟壓力和工作的辛勞仍然存在，但

他們兩人的相處狀態非常好，他們相信神的帶

領：「面對困難時神會祝福我們，再沒有甚麼

其他難處走不過。」 

遲林 & 於曉傑 

家新滿渥地區帶領夫婦 

一個短信為婚姻破冰  “希望回到滿地可後

對你更好！” 



3 

挽救名存實亡的婚姻先處理好自己的問題 
「我想在婚姻裡找尋我想要的生活，起初15

年我們都活在矛盾掙扎、怨恨、黑暗、痛苦和互

相指控中，外表看起來我們還是蠻匹配的，實際

上關係早亮起了紅燈，婚姻早已名存實亡。」 

慾望捆綁走投無路 

王若敏在8年前曾經用了一年的時間，每天

走進卡加里家裡一個空置衣帽間去，利用《生命

更新》的課程，將幾十年來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逐一梳理：「我重新面對生命，面對每一件被傷

害，又或是我傷害人的事情。」王若敏形容那個

時刻她是「走投無路」，和身邊周圍的人的關係

都不好，包括當時結了婚28年的丈夫，她覺得問

題出在自己的身上：「我被慾望捆綁，只能靠著

神去拯救自己。」 

出生在台灣的王若敏，其後隨父親移居越

南，過著優渥的外派家庭生活；但當越南變色

後，一家八口只能倉惶逃回台灣，兩手空空，一

無所有，生活一下子從天堂掉下來。王若敏坦

言，她當初期望將來的丈夫像父親一樣能幹，懂

得賺錢，但當現實中的婚姻生活不能符合她的期

望時，一切變得異常苦澀：「我想在婚姻裡找尋

我想要的生活，起初15年我們都活在矛盾掙扎、

怨恨、黑暗、痛苦和互相指控中，外表看起來我

們還是蠻匹配的，但實際上關係早亮起了紅燈，

婚姻早已名存實亡。」 

她後來跟著丈夫移民加拿大，生活並沒有改

善過來：「每天都要為生活打拼，住一個小房

子，既要帶孩子，又要打工，我對自己的處境非

常厭倦，夫妻間並不和諧，我對婚姻不滿足，對

配偶有諸般的挑剔，經常對他不尊重，甚至常常

把其他人的配偶拿來作比較，內心被慾望佔據吞

食，經常想自己應該嫁得更好。」 

演好神派下的劇本 

在這種處境下，王若敏明白問題

都出在自己身上，唯一可以改變她的只有神：

「我跪下來祈禱，求神去改變我，求神去管教

我。我開始學習花時間去處理自己的問題，好像

內心的妒忌，就用了兩年的時間去應付，今年就

學習如何忠心管理金錢。」她希望自己能做到經

上所說的那樣：「人若自潔， 脫離卑賤的事，

就必作貴重的器皿，成為聖潔，合乎主用，預備

行各樣的善事。」（提摩太后書2章21節） 

王若敏不讳言曾经想过离婚，但现在她相信

神赐给她的男人是一生一世的，夫妇二人愿意信

守盟约：「以前我想他送花给我，也想拥有名

车、大屋、名牌手袋，但这些东西都不再重要，

最重要是丈夫跟我和神的关系。我们将上帝放在

婚约中，那是一个铁三角，唯有借着基督十字架

的爱，才可以将婚姻建立在爱的基础上。」 

王若敏当年在台湾修读戏剧广播专业，也曾

经想过抛下家庭回台湾当明星；但21年前一场突

如其来的心脏病，令她在生死边缘间徘徊，让她

明白家庭的可贵。今天的她明星梦不再，她认为

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演好神给她的每一个剧

本，包括当妻子的角色：「我们在世时，好好地

为对方付出，做好我们的本份，这比将来在追思

礼拜上，说一大堆堂皇的话更有意义。」 

 吳旭鴻 & 王若敏 

  家新草原三省地區帶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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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會見證 

去年2022年10月中旬，我們很榮幸有機會

去參加亞省第20屆國語恩愛夫婦營會的學習。這

個營會是疫情後第一次的實體營會，也是我們第

一次以帶領夫妻身份參加的營會，從而對家新夫

妻營有了和以前不同的視角和體驗。 

營友夫婦經過營會這三天兩夜的學習，夫

妻關係有了很大的提升。在課堂上我們一起感動

到哭，一起開心到笑，在心底都留下了深刻而又

美好的記憶。面對婚姻戰場，真的可以從敵人變

成親密的戰友。特別是聽到營友夫妻們第一天和

最後一天分享的變化，我們為他們向主感恩，這

是神手的作為！ 

帶領夫婦們服侍的激情，愛主的熱心和從

神而來的智慧，也深深的激勵著我們。甄健威牧

師和張影嬌師母聽聞我們帶領人手不足不遠萬裏

來支援服侍；蔣發明弟兄和袁燕軍姐妹優秀的領

導和掌控大局能力；鄭斌弟兄和李淑萍姐妹的面

對突發情況，沈著冷靜，靠主得勝；黃水良弟兄

和黃夢姐妹帶領的情人晚宴和出色的行政能力；

這些都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時他們對我

們的無私幫助：從陪伴我們參加帶領夫妻培訓，

到手把手幫助我們修改預備的課程內容，再到營

會裏大家彼此相愛地配搭服侍，都讓我們感受到

從神而來的滿滿的愛！ 

聖經約翰福音13章34節講到神賜給我們一

條新命令，乃是叫我們彼此相愛；神怎樣愛我

們，我們也要怎樣相愛。這正是我們此次營會的

真實寫照。感謝主，帶領我們加入這個服侍，希

望以後能借著家新祝福到更多的夫妻，做上帝榮

耀的見證！ 

  高聖民和葉左子 

  家新草原三省地區帶領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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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號角月報訪問了甄健威牧師和四對帶領夫婦

和營友夫婦，他們的分享和見證刊登在2月刊第

一至三頁（當月專題），本通訊的頭兩篇見證節

錄於該期號角。感謝號角授權轉發，詳細的內容

請閱讀號角網頁

(https://www.heraldmonthly.ca/）。 

2. 全國計畫有29個國、粵語營會，4個帶領夫

婦訓練，是加拿大家新歷史紀錄的第二高，成為

一個里程碑，感謝讚美主！ 

3. 將有4個教牧MER1，1個教牧MER2。其中巴拿

馬粵語教牧MER1，已有約10對教牧和宣教士夫婦

表達願意參加，求神使用，更新教牧的屬靈生命

和婚姻關係。 

4. 三對帶領夫婦（胡君才傳道夫婦、李文琦傳

道夫婦及王志浩弟兄夫婦）已經到達阿根廷，順

利完成2月19-21日的MER1，服事了10對營友夫

婦，祝福了當地教會。 

5. 今年推出“教會對等資助計劃”，希望能惠

及20個教會。詳情請參考以下單張和介紹。 

6. 2月份溫哥華國語的帶領夫婦訓練（LCT），

有四對夫婦參加；3月份多倫多國語的LCT，有十

對夫婦參加，感恩有更多新的同工加入團隊。 

7. 3月24至26日的多倫多國語MER1、4月28-30

日的溫哥華國語MER1，均已滿營，感謝主的預

備。 

8. 感謝大家的慷慨奉獻，2022年度能有兩萬六

千的盈餘。 

2023年事工報告 

為了提升教會對婚姻家庭的重視，祝福更

多家庭，家新以1:1進行配捐，即教會支持1元，

家新也支持1元。每對夫婦最多資助100元，每個

教會最多3對夫婦。首次參加營會的夫婦才可領

取資助。比如A教會資助B夫婦100元，B夫婦也會

收到家新的資助100元，原本550元的營費（僅是

舉例，每個營地的營費都不同，以該期營會的營

費為准），最終他們只需付350元。 

有意參與此計劃的教會：鼓勵你們資助每

對參加營會的會眾夫婦。 

具體的資助安排： 

請提前與家新辦公室聯繫，確定每對資助

多少錢後，貴教會的會友報名時，只交營費減去

教會資助金額的部分，比如營費550元，貴教會

資助100元，則他們只需要交450元，請報名時註

明是貴教會的會眾。年末時，家新收集貴教會所

有參與營會的夫婦名單，上交給貴教會辦公室，

安排將資助金發到家新，這將省去貴教會許多行

政手續。 

貴教會頭三對報名的夫婦（以繳費時間為

准，並完成當年營會），將額外得到家新的對等

資助，比如教會資助100元，他們也得到家新的

100元，在營會完了之後，家新會將100元退給該

夫婦。 

若對此計劃有任何疑問，請聯繫行政助理

高聖民弟兄（simon@cffc.ca）。 

教會對等資助計劃 

mailto:simon@cf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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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月/日) 城市 

語言 

( M-國語   
C-粵語 )

事工 

3/24-3/26 多倫多 M MER1 

4/21-4/23 多倫多 M PMER1 

4/28-4/30 滿渥地區 M MER1 

4/28-4/30 溫哥華 M MER1 

5/20-5/22 亞省 M MER1 

5/20-5/22 多倫多 M MER1 

5/26-5/28 多倫多 C MER1 

6/9-6/11 多倫多 M MER1 

7/7-7/9 溫哥華 C MER1 

7/10-7/12(M-W) 亞省 C PMER1 

7/21-7/23 多倫多 M MERII 

8/4-8/6 多倫多 M MER1 

8/5-8/7 東三省 M MER1 

8/7-8/9(M-W) 溫哥華 M PMER1 

8/18-8/20 溫哥華 M MER1 

8/21-8/23 巴拿馬 C PMER1 

9/2-9/4 多倫多 C MER1 

9/2-9/4 亞省 M MER1 

9/2-9/4 溫尼伯 M MERII 

9/8-9/10 溫尼伯 M MER1 

9/8-9/10 溫哥華 C MER1 

9/22-9/24 溫哥華 M MERII 

10/6-10/8 亞省 C MER1 

10/6-10/8 溫哥華 M MER1 

10/20-10/22 滿渥地區 C MER1 

10/20-10/22 滿渥地區 M MERII 

11/3-11/5 滿渥地區 M MER1 

11/10-11/12 多倫多 C PMERII 

 加拿大家新2023年營會計畫 

2/19-2/21 阿根廷 M M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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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7-727-2255 

全國免費咨詢電話（國語）：1-800-470-0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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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悅 Yue Xi 

行政助理（部分時間）：高聖民 Simon G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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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