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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長 的

根據2010年中國民政部的一項報告，
全年中國有1,961,000對夫婦登記離婚，
平均每天有5,300對夫婦分手。如果一個
家庭平均有一個孩子，那麼父母加上孩子
就有（1,961,000×3=5,883,000）五百八十
多萬人受到傷害。再加上孩子的祖父母
就有超過（1,961,000×7=13,727,000）
一千三百七十多萬人受到影響。如果再加
上叔伯妯娌、遠親近鄰，那就牽連更廣，
不堪想像！更有甚者，這將近二百萬對
的離婚數字只不過是向政府登記有案的夫
婦，不知道還有多少倍的夫婦私下決議分
手，為了面子問題而不願公開的。
為了面對這個嚴峻的社會問題以及配
合中國政府的「和諧家庭，和諧社會」的既
定政策，國際家庭更新協會在國內舉辦了多
次的「恩愛夫婦營」
，搶救及挽回了許多的
婚姻和家庭，下面是參加者的心聲和迴響：
「恩愛夫婦營就好比黑暗中的曙光照
亮了我的心靈…我們在沒有接受MER
課程以前，婚姻中充滿千瘡百孔，就
像是掉進了一個黑暗的漩渦，無論怎
樣的努力和掙扎都無法找到出口，心
情無限着急，就在這時，神的光輝照
進了這個黑暗的漩渦內，給我們指引
了出口，同時也通過其光芒和熱量徹
底治癒我們內心的傷痛…使我們不但
走出了黑暗，見到光明而且也充滿了
對神的愛和另一半的感恩和愛。」

話

邱清泰
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

中國事工發展實在是刻不容緩，去年
在華東區舉辦的一個恩愛夫婦營，有21對
夫婦參加，其中有12位未信主的丈夫全數
在營會內決志跟隨耶穌。華北區有一個營
會有12對夫婦參加，當中有14人未信主，
感謝主營會結束時就有13人決志信主。
而專門為「基層人士」設計的「恩愛夫婦
營」也正開始積極培訓帶領的夫婦，相信
2012年將會全面推廣及造福這一群超過
80%中國人口的社群。
回顧2011年，感謝主的慈愛和信實從
歲首到年終，耶和華的眼目時常看顧「家
新」（申11:12）。要數算主恩的事情實在太
多，但其中最感恩的是：

1. 硬體方面： 神為「國際家新」預備了
美金一百萬元佔地5700平方呎的總部
辦公室(連裝修費用)。同工們每天都帶
着喜樂和感恩的心在新辦公室中服侍和
支持全球的「家新」事工！

2. 軟 體 方 面 ： 全 球 帶 領 夫 婦 共 有 7 8 0
對：合格帶領夫婦共242對；實習帶領
夫婦共538對。

3. 經費方面：全年奉獻總收入超過美金
728,000元，年終結算盈餘美金56,83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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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重點事工的成長：
(1) 「恩愛夫婦營」2010年舉辦了149個營
會，2011年共舉辦174次（ 17%的增
長），2012年計劃開辦至少185個營會。
(2) 「夫婦進深營」2010年共舉辦12次，
2011年為20次（67%的增長），2012
年計劃開辦至少25個營會。
展望2012年，請全球「家新人」繼續
為下列的發展計劃代禱並支持：

1. 接棒帶領團隊的培訓
2011年已成功舉行2次地區性之「接
棒帶領團隊」的培訓和1次聯合性的全球接
棒帶領團隊退修會，共有8對夫婦參加（美
國2對、加拿大2對、香港2對、中國和新加
坡各1對）。2012年計劃將在香港舉辦3次
之全球培訓聚會。

2. 人事異動
I.

II.

2

接棒團隊同工羅國雄夫婦會於2012年
1月重新投入國際家新，接下「基層事
工 部 」部 長 一 職 推 動 全 球 基 層 事 工 。
游國祥夫婦將於3月1日從美國移居香
港，負起「外務部副會長」之工作。4
月1日會有林明樞夫婦從美國移居香港
接下「事工部副會長」一職，加拿大的
鄭李美好夫婦回港接下「外務部助理副
會長」之職務。何景昕弟兄將升任「內
務部助理副會長」之職務。其他接棒團
隊夫婦將於未來兩年陸續投入服侍。
感 謝 龐 元 燊（ L o u i s P o n g ）和 陳 慧 勤
（Grace Hui）兩位過去六年來在國際家
新董事會盡心盡力的擺上，已於2011
年底功成身退。求主親自祝福和報答
他們忠心的服侍。香港分會會長龐元
燊也於1月8日的「薪火相傳」公開聚
會中交棒給黃子建弟兄接任新會長。

III. 美國分會總幹事林明樞也將於2月26日
之交接典禮中交棒給新總幹事郝偉業
弟兄。願主祝福兩位接棒同工，百尺
竿頭更進一步！
IV. 原本擔任總幹事一職的林醒文弟兄，
已於去年12月31日離職。感謝主在過
去五年來，使用他忠心的服侍，祝福
了許多的夫婦和家庭，願主繼續帶領
他未來的事奉。

3. 第二期硬體發展計劃―「家新園」
為了配合「家新訓練學院」的發展，
我們極需一座可以容納30個家庭的夫婦退
修營地。面對未來中國同工的培訓，以及
全球「家新人」集訓的需要，再加上「香
港家新」每年舉辦幾十個「恩愛夫婦營」
的營地需求，願主在未來兩年內為我們預
備這樣的一個園地。初步估計發展經費約
需港幣6仟萬元。如果你對支持這項「華人
教會家庭事工的西點軍校」的建校工程有
負擔者，請與「家新」聯絡並代禱。

4.「夫婦進深營」
（MER2）的推廣及深
化，並加速培訓MER2帶領夫婦
繼續推動及普及MER2的訓練聚會是
2012年的重點事工。請為今年開始系統
的培訓MER2「夫婦進深營」之帶領夫婦
代禱。求主揀選及呼召生命成熟、愛主愛
「家新」的帶領夫婦，一同投入MER2之事
奉，帶領更多夫婦再攀高峰，作主精兵！

5. 全面推出英語的「恩愛夫婦營」
（EMER）訓練課程
「家新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2011年
初接下修訂及轉化英語(EMER)之艱巨工作，
12月2至4日已在新加坡舉行首屆的英語恩
愛夫婦營。求主祝福這個新的課程能順利推
廣，造福全球講英語的華人婚姻與家庭。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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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全面推出「幸福婚姻之旅」―
非信徒恩愛夫婦營之訓練課程

7. 第八屆「家新國際同工大會」
第八屆的全球家新同工會議將於今年
12月6至10日在東馬來西亞的詩巫市（Sibu,
Malaysia）舉行。請為東道主「東馬家新」的
籌備委員會代禱，求主賜下智慧和能力，並
合一的靈，好讓全球家新同工得蒙造就。

乄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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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小組」經過一年之辛勞，已於去年9
月
3
3至5日在南加州舉行了首屆「幸福婚姻之
2
旅」，共有17對夫婦參加，14位是慕道友，
其中有9位決志信主。感謝神的恩典，讓整
1
個營會順利、圓滿又豐盛地結束，願主祝
0
福及使用這一套福音外展的婚姻課程。

2011年各地「恩愛夫婦營」參與人數及舉辦次數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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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您過去一直對「家新」的肯定和
支持，請繼續在禱告中記念「家新」，也
願主給您負擔為骨肉之親的華人婚姻家庭
而盡上一份心力，好叫這個「為主得萬
家，家家為主活」的事工能夠繼續
造福千萬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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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各地「夫婦進深營」統計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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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妮雅
最近有機會重讀媽媽和爸爸寫給我的
書信，那次全家人送我上大學的回憶好像
洪水泛濫般湧上心頭……我記得在駛往大
學的長途旅程中，每幾分鐘我回望媽媽、
爸爸、舒亞和醒亞就禁不住熱淚湧流，
因為我真的捨不得離開我的家人。儘管這
不是我人生第一次和家人分離的經驗（我
十四歲那年曾獨自一人赴台灣寄宿學校一
年），更重要的是這是我從小孩踏入成年
人的里程碑。我感到哀傷是因為我要放手
離開我的原生家庭，我不僅要向摯愛的家
人道別，更要向我的童年揮別。我預想我
的生活將會改變，以致我們一家人的關係

親愛的女兒：

也會轉變，因為我的兩個弟弟將會在沒有
姊姊的陪伴下成長。
幾天後在大學宿舍裏，當我收到媽媽
和爸爸給我的家書時，看到信中描述家中
各人對我離家後的悲傷情懷時，我不由自
主的再次淚如泉湧。我再一次感到悲從中
來，心裏深深地想念每個家人。我也第一
次察覺到自己在家人心中是如此的重要。
這兩封信再次提醒我和肯定我的價值，我
是無可取代、是被珍惜的和被牽掛的一
個，我頓時心裏既傷感又得安慰。
當然接踵而來多采多姿的大學生活
─ 新的經驗、新的資訊、新的朋友和新
的關係很是令人興奮和嚮往，但那次刻骨
銘心的分離經驗，我永遠也不會忘記……

們離開妳
個如此沉重的打擊。我
一
是
媽
爸
對
，
開
離
的
也沒想到妳這次
。從離開妳的
媽愛妳！好想妳！作夢
已敲到十一點四十分了
鐘
時
，
家
到
回
。
門
家
了十小時車直闖
最傷心了，一直是
的宿舍後，就一口氣開
已不下十次了。多多是
了
哭
媽
媽
，
數
一
數
，
到家至現在
。醒醒卻是自己暗暗流
宿舍到步入家門，而從
，叫爸媽也都不能自禁
緒
情
的
家
全
們
我
了
響
中的地位
聲也影
但是好困難啊！妳在家
放聲嚎啕大哭。他的哭
，
妳
想
去
不
着
試
嘗
爸
醒醒九歲）。我和爸
，現在活活的
淚（當時多多十一歲，
兒。日夜相聚的一家人
女
的
順
孝
個
一
，
姐
姐
妳是一個成功的
要 站 紅 線（ 意 即 在
遠超過妳所能想像的。
事！醒醒說：「我明天
的
苦
痛
其
極
件
一
是
都
個人來說，
扯開一個，對我們每一
」他說：「是。」
問：「你是否depressed？
校被罰，自動離群）。」媽
我們都聽到
爸爸分別在給妳寫信，
和
我
在
現
。
樣
榜
與
愛
滿有主耶穌的
，因為我與你同
謝謝妳，女兒！在家妳
章 10 節 ： 「 你 不 要 害 怕
41
書
亞
賽
以
，
文
經
段
。送給妳一
的右手扶持你。」
彼此「醒鼻子」的聲音
幫助你、我必用我公義
必
我
、
你
固
堅
必
我
。
是你的神
在。不要驚惶，因為我
媽字

4

家 新 專

題

愛女妮雅：
妳終於走
了，妳不
在的時候
的時候，
，我們才
我們依依
發現妳在
不
捨，大家
我們心目
有流不完的
抱在一齊
中是那麼
眼淚……
，哭成一
重要！在
團。開車
妳宿舍裏
回來的路
禱別
上，大家
回到家已
邊
開
邊哭，就
經是快十
是
二點了。
淚也禁不
多多邊洗
住的流。
澡
，
醒
邊
醒一個人
嚎啕大哭
世間生離
坐在妳牀
。我跑進
死別這兩
上，幽幽
妳的房間
樁
事
的
，人去房
，最是叫
流
淚
說：「Yes!
。
我摟着他
空，眼
人心碎！
It will never
，
回
兩
到
個人又哭
睡房，媽
be the same
在
這是人生
一
一
ag
個
起
ain!」我們
人坐在牀
。人
的一部分
邊暗暗流
又哭了一場
，我們都
淚，我摟
！妳不在，
在妳留下的
需要學着
着她
去面對的
全家都好像
娃娃堆中挑
功課！多
失去重心。
了兩個，說
多、醒醒
或
摟着小熊就
許
快一點鐘
我一個人
像摟着姊姊
都睡不着
躺在牀上
，最後我
睡
，
他
，
們
想起妳一
才帶着眼淚
妳一個人
個人身在
會好孤單
進入夢鄉…
遠方，第
。
我
…
默
默
一
我們會在
為
個
妳
晚
禱
上
告，求主
會想家嗎
每天禱告
安
？
記
慰
我
念
保守！也
們還有四
妳！想家
給妳羅馬
賜給妳一
個人，
的話就寫
書8章35至
些能彼此
封信，或
3
9
扶
節
打個電話
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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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已經是四個孩子的母親，我的
女兒也是家中的老大。大概八年後，我可
能也會面對同樣送大女兒上大學的經歷，
想着想着……我的眼中已充滿了淚水。我
們會為孩子學走路、說第一句話、學會
閱讀和越來越獨立而歡呼雀躍，當我們為
孩子慶祝每個新的里程碑和生命新階段的
同時，我們也得接受分離的悲傷，這是人
生自然和必經的過程。重讀這兩封二十年
前的書信，提醒我要好好珍惜現在還能跟
孩子們在一起的日子，肯定他們在家中的
重要性，盡心的愛護、珍惜他們。我的禱
告是我的每一個孩子都能敬畏神，取悅
祂、愛祂和服侍祂。「以色列啊，現在耶
和華─ 你的神向你要的是什麼呢？只要
你敬畏耶和華─ 你的神，遵行祂一切的
道，愛祂，盡心盡性事奉耶和華─ 你的

神。」（申10:12），因為終有一天他們都會
羽翼長成，展翅高飛。
［編者註：作者是邱清泰會長和竹君師母
的大女兒，寫完這篇文文章不久就經歷第
五個小女兒（四個多月大）流產的傷痛，並
且因「彌散性血管內凝血」的併發症而幾乎
喪命的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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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年前，我的女兒也跟眾多千禧嬰
兒來到這世上。當她未出母腹的時候，我
們也時常反問自己：我們希望將來的女兒
是一個怎樣的人？一個漂亮嫻熟的、聰明
能幹的、心地善良的或是每天開心地做
人？於是起了名字─ 禧童，既記念千禧
年誕生的兒童，禧─ 也是歡慶的意思。
所以希望她能永遠在主裏像小孩般開開心
心地過活。

何景昕
國際家新內務部助理副會長

初為父母，看着只像一團棉花的女
兒，什麼也不懂，束手無策。看着她，像
一個精緻的毛娃娃，不多一聲，偶爾看到
她睜開眼，像經已滿足了我們的慾望。太
太雖然多次鼓勵我懷抱她，但我真的不
敢，擔心一旦笨手笨腳時弄傷這個娃娃。
事實上也知道抱嬰孩會令她有安全感，為
人爸爸，竟一下子給這團「棉花」難倒，
我很喜歡看着她，她也好像認知我是誰。
只是我們也會互相皺着眉：我想着如何抱
她，她也彷彿告訴我為何不抱她。要不
是她開始哭訴我，恐怕我也不趕上學習抱
她，第一次抱她的那份溫暖柔軟的感覺猶
記在心。
一晃間已是十二年，看着女兒開始有
自己一套，心中既喜也驚。今天當一對父
母也不是輕易的事，我不敢說當上一兩輩
的父母很容易，但是在這彎曲悖謬的社會
裏，面對着傳媒渲染、扭曲的價值觀、
道德的淪亡，人際的冷漠，很多時會多替
女兒擔憂。將來的世界是一個什麼樣的世
界？她能否熬得過嗎﹖
在她一直成長中，太太跟女兒相處可
能會比較容易，當然因大家都是女生。但
更主要是因她看過些什麼有關兒童成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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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籍，加上十多年教會「兒童崇拜」的經
驗，比起我這個門外漢，更顯得相形見
絀。我盡力翻查過去自己成長的經歷，看
看可不可以從父母身上有什麼良策秘笈套
用，除了一些做人原則、宗旨外，幾乎沒
有合用的。因為在家中，我跟弟弟都是男
生，所以父母常常對我們說：如果我們是
女生，根本不用這樣嚴苛教養你們。明顯
呆子也知道我的父母壓根兒喜歡女孩，這
種當時反傳統的思想……對﹗想到這裏，
只要把他們教養方法倒轉來便可以。

題

爸爸不要欺侮他的女兒。」嘩，既對她只
有歲半便能有條理清晰說出訴求而驕傲，
但同時她對我的反應，令我一味兒的悶氣
湧上心頭。

回想她在襁褓時，一次看家庭醫生聽
診過程中，發現女兒心跳聲有微小的雜
音，於是轉往醫院作深層檢驗，發現有微
小的心漏，起初聽了不以為然，但醫生卻
毫不留情說，「孔」會隨着「人」變大
的，而且都有多半的機會。是的，心頓時
沉了，較早前女兒因高燒住了幾天醫院已
經把我們嚇個半死，現在又來一個這樣的
消息，雖不致最壞，但我真的也不想她受
苦，可能我的臉色蒼如死灰，醫生說了
以為可以安慰我的話：待她長大些便做手
術，在大腿上開刀，跟血管放上……費用
五萬！說完便再說又或者有另一半的機
會發生。對，何不把這事交託，人不能做
的，神卻能。於是也教女兒一起多為心臟
禱告，求主讓孔自然癒合，不用開刀。

三年的觀察心臟期已滿，由香港權威
的兒童心臟科醫生向我們宣佈這個好的結
果。往後好像一切鬆懈了，沒有再多說上
帝的道給女兒，也沒有多陪她，只管埋頭
生意如何如何。還記得有次她罕有地不願
上幼兒園，她不願說只管哭，一時氣難消
加上生意上的心煩氣燥，把她趕了出家門
外，還得把她的書包一同扔出去，當時我
的態度也嚇呆了太太、菲傭及女兒。怒氣
完全駕御我，其實我的心比她們更痛，因
我知道我這個爸爸當得不好。在神光照及
引導下，令我想起這個情景不正正是當年
爸爸對我一樣嗎﹖好些晚上也睡不好，於
是跪在窗前，向天父禱告認錯，也求神指
引我，並且不住為女兒禱告︰「教養孩
童，使他走當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
離（箴22:6）。」

女兒開始牙牙學語，大前題便是對她
溫柔、有愛心，一切可供給的，即使是磨
上時間也是值得的，甚至連太太也開始
「妒忌」。 她像小天使般可愛，我也如哄
教會的嬰孩般來哄她，只是她算是異類，
大的動作不喜歡，親密些也怕，有時作弄
她，卻有趣反給她投訴：「媽媽，請你叫

女兒從小都很聽話，勤奮用功，品學
兼優，生性純真，基本上沒有令我們太多
煩惱，也正是這個因由，我一直以來相信
她是可造之材，如何培養她，因為我們不
想浪費她，但也不想像時下父母，只不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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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小學，便讓孩子天天補習再加上十多
個興趣班，即使普遍父母，只要有經濟能
力，也總得會讓他們的小孩「背負」三、
四個或許不感興趣的興趣班。我們一想到
幹嗎要滿足我們心中的藍圖，是不是要把
她迫瘋了，值得嗎？是她這個年紀承受面
對嗎？
正如她的名字，寧願她真快樂，也不
願她成為一個老人精，所以我們總會讓她
選擇，但同樣要她學習承擔後果。不過也
是我們夫婦二人的考驗，幫她選擇便扼殺
她的自主性，給她過量選擇也令她手足無
措，原來平衡有時很難學會的。
女兒開始長大，有次因太太需要辦點
事，兩父女便駕車外出，在商場逛逛，吃
冰淇淋，既要學習如何與她相處，也要多
聽她的想法。適逢轉季便帶她到附近的時
裝店，順道也讓她透過日常生活瑣碎事來
學習，事後我才知道天下女性都應一樣，
在時裝店裏，不論你是多少年歲都會迷失
自己的，而且還要向自己荷包開刀。但從
這次後，我開始覺得女兒是成長了，亦有
自己的主見、品味，甚至堅持。
我以為她還是小孩，原來在一兩次的
傾談中，她真的有她的感覺及看法，只是
不敢太表達，但卻令我有很大的反思。好
像去年我們教會出現很大變動，面對一些
困難，不得不動身，而且頗費時間，加上
當時有些身邊朋友需要支援，又有其他事
奉，家新也有多個營會。一下子，我的家
只像酒店般，當時還不察覺在這段時間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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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陪伴她，還以為理所當然說現在外面很
需要爸爸媽媽的幫忙，請她體諒父母。殊
不知她低着頭輕聲的說︰「其實，我也很
需要你們幫忙，但你們常常不在家。」
這是她真情的表白，雖然只是令鼻子
一酸，但其實心裏已淚流了。當然我們知
道她也很諒解我們，也表現得很得體、克
制，只是對於一個十來歲的小女孩，面對
我們經常不在家，我越想越內疚。
原來古語道：「為人父母甚艱難」，
我不想認同，但無奈也要認同。小時你替
孩兒擔心的，他們絕不明白，每個階段的
成長所面對的問題也非他們能理解，怕他
們養不大、怕他們學壞、怕他們在社會
不能競爭、受壓、被欺負，更懼怕他們誤
入歧途，現在才知道「養兒一百歲，長憂
九十九」。
女兒，十二年了，妳已經羽翼漸長，
躍躍欲試，在希望塑造妳的未來同時又不
能過於操控，我覺得當父母最難為的就是
如何放手讓你成長。

家 新 專

題

盧黃美香
加拿大家新訓練夫婦

一心以為把孩子餵飽、供書教學、無
驚無險的到大學畢業、能夠找到份合理的
工作，在日常生活和經濟上可以照顧自己
時，作為母親的責任就功德完滿，亦是我
回復自由身的日子，可以輕輕鬆鬆享受與
老伴的二人世界了。的確，今天女兒已出
嫁又做了媽媽；兒子雖然還在家中，但原
則上，他已經有自己的世界和生活圈子。

讓孩子離開父母
基督徒父母都知道孩子是神賞賜的 1 ，
父母只是暫時的管家。又說孩子如箭袋裏
的箭 2 ，終有一日要射出去。出於好意的爸
媽，卻有意無意的在箭尾拉上一條長長的
線，線的另一端在父母手裏，隨時把線收
回，箭又可以回到身邊。
現在有很多「回力標」3 孩子（boomerang
kids）
。好像我家的少爺，出外讀書六年，
畢業後搬回家裏。在未有經濟能力之前，
省下些租金；又可以一家團聚，父母怎會
拒絕。但大家都沒有預計到這是一個怎樣
大的挑戰。
前人經驗告訴我：孩子一踏出門口上
大學就會一去不返，因為再回家的已經不
是同一個人。表示他在外面的日子是滿有

成長的空間和機會，他會學習照顧自己、
處理身邊的事情、結識新的各方朋友和師
長、腦子隨着環境轉，學着做決定。而在
家裏的我，心中還是抱着出門前兒子在家
中的影像，腦裏還是那六年前的年青小伙
子。一旦孩子回家，發覺他怎麼習慣改變
了，態度不同了，思想也有另一條軌跡。
這樣的改變是好是壞，各人自己決定。
我曾問兒子，在外六年裏學到了什
麼？他稍微思想了一下，說：我學會了斟
茶。由本來是被關愛、被服侍的寵兒，變
為會服侍別人；由本是家中宇宙的中心、
只顧自己，變為會照顧、尊重別人，知道
身邊還有其他人的需要；面對着自己最喜
歡吃的美食，也會問其他人是否都嚐過
了，才去掃清碟子。
返到家裏，他很容易又會變回天之嬌
子，家中還是有無限的優待條款，因為媽
媽還是需要兒子來鞏固自己的身份。這只
會叫他走回頭路，在父母身邊，永遠不需
要長大。
從二十到三十五歲，他們要作的決定
一個接一個，如找工作、選擇朋友、談戀
愛等，每個都是極重要的抉擇，因為都會
影響和決定他們一生的路向。所以作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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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的父母，我們都不敢掉以輕心，每
一動作都慎重評審，以確保他們走在正路
上。因此，我們的各方意見往往令他們應
接不下；緊張的態度令他們窒息。
我們要能從理想中回到現實，他們現
在正是在起步點，跟我們已經跑了大半
生，已經建立了的成果，不能同日而語。
我們看的沒錯：他們看事情的角度可能未
夠全面、處事待人技巧幼嫩、經驗不足、
犯錯機會大、未曾三思已經行等等。想當
年，我們也是這樣走過來，在跌跌撞撞中
成長和成熟。我們都在錯誤中學習、之後
再站起來、繼續嘗試和學習。
或者，我們的經驗能帶他們走少些冤
枉路，可以輕鬆一點，少受些挫折與打
擊。但生活中總會遇到困難和挫折，總會
有疾風豪雨。若果在以往的二十多三十
年，我們已經替他們做好準備面對世界，
今天就與他們一起面對環境，作個支持鼓
勵者罷。
把舊酒注入新酒裏，不能就使新酒變
得香醇。釀酒師的經驗固然重要，但新酒
還是要經歷時間，才能變成香醇的佳釀。
再者，我們遲早有倒下的一天，當下也不
是他們的救世主。真正能替他們遮風擋雨
的，只有主耶穌。
女兒結婚，由婚禮到租地方築愛巢，
她和女婿兩手包辦。我們當然有意見，這
件大事，除了是她的婚禮，也是我們榮升
岳父母啊！酒席可以擺多幾圍吧、住的地
方可以租大一點的、還有可以在很多地
方加多些「體面」。無論事情是怎樣完
成，對他們來說都是一個他們共同擁有的
成果、一生的回憶、他們離開父母獨立
成長，一起生活的第一個旅程。他們嘗試
了，在過程中學習了，建立了屬於他們自
己的天地和一起生活的自信。我們也從忍
耐、體諒、接納中上了寶貴的一課，讓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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們帶我們經歷新的事物，也擴闊了眼界，
更深化了彼此的關係。事後我們都慶幸當
時沒有堅決的左右他們的決定。
我們容易提醒將要結婚的年青人：人
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
體。作父母的更要在他們的婚禮之前，做
好準備：人要離開孩子，讓他與妻子連
合，二人才能成為一體！父母離開子女，
並不簡單或容易，但這必定是父母在靜巢
和空巢期的成長方向。

不變的身份，不同的角色
無論兒女有多大，我永遠是他們的媽
媽，全心全意的去愛他們，責無旁貸。但
是，在每個人生階段，作母親的工作範疇
（表達愛的方式）卻是有不同。
Gary Chapman歸納了五種愛的言語。在
孩子嬰幼兒期，我表達愛的方法是替他們
服務（service）
：包括餵奶、換尿布，洗澡和
24小時的照顧，反正在嬰幼兒身邊，媽媽
就有忙不完的事情。其次是送禮物（gift）
：
花在玩具、衣物、裝備上的金錢，據專家
計算出來，養育一個孩子成人就等如買
下一幢獨立房屋。當然還有身體的觸摸
（physical touch）
：現在的潮流，出生嬰孩臍
帶未斷，就已經把他放在媽媽的胸懷，以
便能夠在最早的時間，通過身體接觸，建
立感情的維繫。時下更流行嬰幼兒按摩課
程，作為建立親密親子關係的渠道之一。
到孩子入學時期，服務更包括做車夫，幫
忙家課等。整個家庭的活動就圍着孩子
轉，24小時都是精心時間（quality time）
。

家 新 專

到了今天，媽媽的服務、禮物和觸摸
已經退色，變得可有可無。今天我不再需
要憂心他們穿得暖、吃得飽。反正若是現
在的話題仍只是他們的穿衣吃飯的話，就
算是「囉囌」了。戀愛中的兒子和已結婚
的女兒，更不用我去操心他們有沒有人與
他們共渡足夠的精心時間（quality time）
。
剩下來的是讚賞（words of affirmation）
，這
個貫通時空，永遠管用的愛的表達！
這是個充滿競爭的世界，事事求快、
求準、求好。我的孩子不是十項全能的金
牌健將，在這樣的環境生活打滾，每天都
收到信息：我未夠好。回到家裏，不用我
們再加鹽加醋，令他們更沮喪和氣餒。
讓家成為個避風港，可以歇息、喘氣的地
方。讓家人成為啦啦隊，為彼此打氣、喝
采，一起嘆息，一起在冷漠的空氣中感受
到關心、體諒和接納。
每個父母對孩子都有期望。一生營營
役役，平平無奇的父母盼望孩子能青出於
藍，吐氣揚眉。半生勤奮，現正在享受着
收成的父母，盼望孩子能把成就延續下
去。孩子的挫折或錯失，很多時使父母產
生失敗感。尤其是父母在人生下半場，正
在計算生命的果效時，子女的成功失敗都
被算入帳戶裏。好像子女的成功讓父母加
面子，反之，子女不成器，讓父母丟臉。
不能接納子女的失敗，變成不能接納子
女。久而久之，父母從責備的眼光、厭煩
的態度表達不滿，造成關係緊張，家的感
覺大打折扣。

題

讓我們忠心的做子女的粉絲（fans）。
小事情由買了件「平、靚、正」的外衣、
玩Wii得了personal best；可以和女朋友相
處融洽，一個月內沒爭執；大至被波士讚
賞、加人工、升級；事業有突破，都值得
大家一起歡呼慶賀。不需要等到他們名成
利就才高興，可以現在就享受每一刻他們
在身邊的溫馨。

繼續身教
無論子女是什麼年紀，我們從小教導
他們的價值，要繼續以身作則。成功的定
義不是只看表現：能做到某一行業、賺得
多少錢或升官到那一級。鼓勵的集中點，
不是你令我有多高興，而是他們對生活
全然的投入和委身。對已婚的子女，父母
的關係完整美滿，更是他們學習的對象。
子女離巢後，父母怎樣處理婚姻關係裏的
張力，怎樣活出一生一世、無論健康或疾
病、此志不渝的委身，都是活生生的示
範。孫兒女出生後，更開拓另一領域，帶
出不一樣的體會和領受，提供我們繼續成
長的空間。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與子女二十多
年的時間和精神，只是建造了地基。地基
上面是一間怎樣的房屋，有賴我們繼續設
計和努力呢！
1

詩篇127：3

2

詩篇127：4

3

一種擲出後可以利用空氣動力學原理飛回來的工具。澳
洲原居民多作打獵用。現在已經成為一項體育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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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專題

龐陳麗娟
香港家新訓練夫婦

「媽，我終於被取錄啦！」女兒傳來的短訊
令我精神為之一振，真是喜出望外，多月來
那種說不出來的悶氣頓時一掃而空。

女兒的抉擇
女兒從小就養成獨立自主的性格，她
一向很懂得為自己打算，在學業上從來不
需要我為她操心。中學畢業後，她以相當
優秀的成績考入香港的大學，以她考取的
成績，她大可以選讀很多同學們夢寐以求
的科目，例如醫科、法律等，然而，她卻
選讀了自己最心愛的學科：純數學。她有
自己的理想，不願意跟隨世人的眼光去扭
曲自己的興趣。作為父母，我們為着她能
在這個鼓吹身分成就的大氣候中仍能持守
自己的原則和價值觀而感謝神，在眾多反
對的聲音當中，我們是唯一極力支持她按
照自己的興趣去求學的人。
女兒四年的大學生活相當充實，我們
本以為她會順理成章走上教學或學術研究
的道路，誰知她卻另有打算，決定轉修另
一科：科學鑑證。這也是一門相當冷門的
學問，香港根本沒有這方面的課程提供，
況且即使一旦學成，出路也非常狹窄。然
而，作為父母，我們還是支持她繼續追求
自己的夢想。我們經過一年的禱告，一起
尋求神的心意，也按照神續步的帶領，女
兒終於獲得英國的大學取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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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兒終於離開我們，遠赴英國留學去
了。「女生外向」，這形容詞對她來說真
是貼切不過。眼看她胸前掛着「勇」字
牌，便從容地拿着兩大箱行李登上飛機，
我卻懷着戰兢的心情為她的行程禱告，求
主保守她安全抵達學校宿舍。在母親的心
目中，女兒始終是受保護的小孩，要相信
她已有足夠能力照顧自己，面對困難，真
是談何容易。
雖然大家相隔兩地，但透過網上聊
天，大家的距離也相當接近。一年的學習
很快便過去，我們眼看她在學業上由一個
門外漢，一步一艱辛地克服了學科上的種
種困難，最後能以相當理想的成績畢業，
我們真為她鼓掌。這就是我的女兒，她又
再一次向我證明，她是一個實事求事，不
輕言放棄的人。
為了獎勵女兒，我們約定了在女兒學
成的時候，來一個全家英國樂逍遙。十多
天的假期真是不亦樂乎，離去的時候卻是
依依不捨，因為女兒決定要留在英國尋找
工作。我心中一方面默默地祝福她早日達
成願望，另一方面告訴自己，日後能夠一
家人在一起的日子不多了。

真正的考驗
回港不過幾天，就在電話中跟女兒起
了爭執，是關於找工作的事。我一直不明
白為何她進展得如此緩慢。環顧她的周
圍，同學們早在撰寫論文期間已經開始寄
出求職信、進行面試、甚至已經受聘，她

家 新 專

卻明明知道某公司有空缺也不去求職，因
為那不是她「最心儀的職位」。看來她是
要求太高，過份自信，卻沒有想過這世界
未必如她想像中那麼理想，我心裏真是又
激氣，又焦急。
整個晚上都睡得不好，醒來就想念着
女兒。早上讀經時，讀到瞎子的信心，我
發覺自己對女兒也是信心不足，向她灌輸
了很多人的想法，希望她能多寫求職信，
增加應徵機會，這豈不是人的方法！記得
當她在寫論文期間，有一次我催促她寫求
職信時，她對我說：「豈不知神會為我預
備最合適的工作！」這就是她的信心，簡
單而直接。今次在電話中她也抗議說：
「媽，我知道我在做什麼！」那一刻我實
在不能認同，但想深一層，我不敢再否定
她，即使她的信心錯了，這也是她在主裏
面要學的功課，我卻要在主裏學我的信心
功課，是完全的放手，不再靠人的方法，
完全仰望神，信得過神必有預備。主啊，
幫助我，這個功課不易學，我決定不再催
促她，只為她禱告好了！
女兒突然宣布，她決定改變計劃，不
在英國找工作了，原因是英國的經濟低
迷，找到合適工作的機會不大。當我聽到
這個消息，我的心情頓時跌入低谷。「才
開始了兩三個星期就決定放棄，做事豈能
如此無決心！現在才知道找工作不容易，
當初人家有空缺時又挑三揀四，連信也不
寫…在英國也找不到工作，在香港機會豈
不是更微！」心裏面一大堆怨言，一時間
沒法接受這或許是出自神的心意，沒法相
信女兒從頭到尾的選擇有神的帶領。
倒是丈夫的反應比我冷靜。「好啊！
支持你，回來再算吧！」我不能不佩服丈
夫的信心。至於我，我的信心可真小，仍
然倚靠人的聰明智慧，實在可笑。神啊，
求你憐憫我信心小，仍不能安然將女兒的

題

前路交在你手中，仍很想用人的方法去達
到目的，求你赦免我！
女兒終於回來了。家中回復以往的熱
鬧，多了話題，多了笑聲。一家人再次相
聚，不是很好嗎？主啊，謝謝你，一家人
在一起實在是你的心意！
然而，日復一日，看見女兒在電腦前
面上網看電影。怎麼不是上網找工作？
「沒有合適的職位…」我無話可說，只提
醒自己，交給神吧。
某天，女兒興奮地告訴我：「媽，英
國一間公司有空缺，我想申請！」「好
啊，快點寫求職信吧！」「等一等，我還
未知怎樣寫，反正未到截止日期…」還要
等！我心裏焦急萬分，神啊，這對我真是
一個很好的磨練，磨練我的忍耐和信心，
又是一個放手的操練。
在教會的祈禱會中，每周都有弟兄姊
妹為女兒找工作祈禱，有弟兄打氣說：
「好工是要慢慢找的！」我只有苦笑，心
想：「不知還要找多久？」然而，不經不
覺，我已經放鬆了心情，慢慢地隨着女兒
跑上這求職馬拉松。
「終於寄出第一封像樣的求職信啦…」
「終於有第一個面試啦…」
我實在不敢寄望過高，豈會頭一兩封
求職信就有回音！神啊，求你讓她在當中
有所學習。
「 媽 ， 我 終 於 被 取 錄 啦 ！」女 兒 傳 來
的短訊令我精神為之一振，真是喜出望
外，多月來那種說不出來的悶氣頓時一掃
而空。感謝主，神給女兒一份聖誕大禮！
我感覺如釋重負，鬆一口氣，女兒的人生
正式進入下一個階段，我也上了寶貴的一
課，女兒成長的同時，但願我也有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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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讚美主，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的，因祂的慈愛何其廣大！祂的恩典何
其深厚！也感謝弟兄姊妹的關心，神確實聽了大家的禱告，讓我在香港的生
活和身體狀況已適應好多了。回流香港定居已有一年多，這段期間經常有世
界各地的朋友和「家新人」前來慰問探訪，令我倍感香港的熱鬧生活，以及
「家新」這個大家庭的溫暖。最近也接觸到一些朋友，不約而同的有上下兩
余竹君

代相處的難題，令我想起多年前在《愛的融會》一書中的一封讀者來信……

國際家新會長夫人

竹君：
「家有一老，如有一寶」，的確，
這是中國人的傳統文化，也是中西思想
文化很大的不同之處。很多接受了文化
洗禮的人，嚮往組織二人世界的小家
庭，我自己卻不堅持兩小口獨住。有時
夫妻下班後，父母早已擺開滿桌佳餚以
待，一家子圍桌共話家常，真是樂也融
融。而老人家人生處世經驗豐富，有他
們常常提點是一種福氣。當然也有意見
不同之時，但只要雙方都肯退讓一步，
什麼事情都容易解決。所以，我和妻在
婚前都沒有表明要堅持不和父母同住。
但到我們蜜月回家，問題就來了！一天
我和妻回娘家，見岳母在垂淚，原來大
舅子說了她幾句，當然是因岳母管教孫
兒而媳婦不高興了，這是他家常有之
事。我和妻勸了幾句，那知招來嫂子的
冷言冷語，說什麼「針不到肉不知痛」
等話。妻一怒之下，便邀岳母來我家
住，我也沒有反對。當晚便幫助收拾行

李搬進我家。這本來不算什麼一回事。
但巧事卻湊在一起來。岳母搬來第二個
星期，我和妻在星期天找我的父母吃晚
飯，雙親提出要求，要搬來和我們住，
因為母親一向喜歡熱鬧，我是小兒子，
大哥三哥二姊結婚後分住各地，他們早
有意要和小兒子媳婦住，因我們從未反
對過和父母住，因此他倆預備等我們渡
完蜜月才提出來，而且我們現在供的樓
也向他們借了一部分錢付首期的，這事
就更應順理成章了。但我們事先並不知
道他們有這種打算，否則也不會接岳母
來住。我們現在不知如何是好！岳母搬
來住的消息還未開口，在這種情況下也
不敢告訴他們。如果也讓他們搬來住，
地方倒是暫時夠用（有三個房間），問
題是老人家們能和平相處嗎？家有一寶
是好，有三寶不知是否太多了點？又不
能叫岳母搬走。請問有何妙計解決這個
問題呢？
煩惱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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煩惱人：
我讀完你的來信，不覺也替你感到煩
惱。家有三寶，實在不是那麼簡單。其
實，在你雙親提出要求時，你即時告訴他
們，岳母正在你們家裏暫住，反會省卻一
點麻煩。時間越拖長，問題越變大。
在教導孩子的事情上，兩代間常因中
西文化的差異產生衝突。這點我們可以
多向西方文化學習，就是教養子女，只限
於自己的下一代，再下一代的問題應由子
女自己去負責。實在，管教子女會隨着時
代、文化、環境、興趣而有所不同。聖經
給我們的教導，也是父母對子女負責任，
父母要負起管教子女的責任，而不是祖父
母。這方面，我們也要好好地跟老人家講
清楚，使他們明白。
現在，你們既已接了岳母到家裏來
住，你們也可以跟她商量，把情況告訴
她。一面又與大舅子和好，使她有時住到
兒子家裏也不致覺得為難。同時也應坦誠
地把事情告訴父母，與他們商討，並表示
歡迎他們，問他們該怎麼處理，絕不能把
事實隱瞞，恐怕遲了會引起不必要誤會。

另一方面，也不一定沒有三老共處的
可能。但最好不是長期性的，是短暫性
的，要看你們是否懂得處理，也不要使某
一方的父母完全沒有機會與你們同住。較
理想的方法是大家住在鄰近，常常往來，
守望相助，而又避免「同住難」的種種衝
突。無論如何，你們都可以坦誠而親切地
與老人家商量，看看他們的想法，同時也
讓他們瞭解你們的想法和難處。
如果他們肯去教會，最好帶他們到教
會聽聽道理，和另外的老人家做朋友，交
換些心得經驗，建立自己的社交圈子，人
比較開朗，相處起來也就會比較容易。
至於你向父母借錢作首期，最好盡快
歸還他們，避免因此造成心理上的壓力，
並形成一種依賴的傾向。另一方面也可幫
助你真正的獨立，不是老倚靠父母。
孝敬父母是上帝的命令，上帝曾應許
賜福給這樣的人。禱告吧！求神幫助你們
在實行起來的時候有智慧和聰明。
竹君

歡迎讀者來信與竹君分享，可郵寄、傳真或電郵至國際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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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對話

在這個系列寫到第四章，我在文章之
後寫了「全文完」。那個週末卻發生了一
件事，兒子的爸爸希望將此事記錄在案，
他對這篇「母子約會」裏沒有他的角色，
有點耿耿於懷，建議寫篇續集，加進他做
父親的「戲分」！
週末是女兒的十歲生日，女兒請了
七、八個小朋友來一同慶祝，其中一小朋
友的媽媽提起一位朋友看了我這個系列文
章給她打電話，說海雲的兒子「有女朋
友」了，於是她去問與我兒子同班上中
文課的兒子是否如此，引起了我的一點
擔心。我這樣把我們母子之間的「隱私」
寫出，當然是沒有徵得兒子的同意，原來
以為這樣的中文文章對兒子不會有任何影
響，他不會看也不會懂得，我是
寫給家有青少年的父母們
看的。現在，我開始
擔心兒子聽到別的孩
子去問他，會有受
傷的感覺。所以，

隔天晚上，我走進兒子的房間，想和他談
談我寫的這篇文章，希望他不介意。
我捧着電腦走進兒子的房間，他正坐
在書桌上伏案疾書，問他忙什麼，他說在
準備演講稿並給我看他寫了一頁半紙的稿
子，我對他說我寫了篇與他約會的文章，
想和他談談這篇文章，他眼睛睜大了說：
「Really? But I need to finish my writing
first。（真的嗎？但是我得先寫完我的稿
子。）」我正預備退出去，一眼看見他的
窗臺上，放着一個畫着兩隻小鳥和一顆心
的畫，框得工工整整的放在那裏，我一看
就知道那是件外來之物，而且，那畫上的
簽名也使我立刻想到那個小女生的名字。
一問之下兒子就承認了是她畫了送給他
的，我一時不知該說什麼好，傻傻地問了
句：「你回送她禮物了嗎？」兒子愣了一
下，說：「沒有！」我當時頭腦處於真空
狀態，便對他說讓他先寫好稿子，再預習
演講給我們聽。我走出了他的房間前輕聲
嘟噥了一句：「You made me concerned
（你讓我擔心）」。
我心事很重地走
回自己的房間，先
生見狀問我有什麼
心事？我說沒想到
兩個小少年的「戀
情」進展這麼快，
一兩個月的功夫，

海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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帀 兩 代 對

就從網上閒聊到電話問候，現在到互送禮
物了。這下面會是什麼，我着實擔心！自
己開始審視是否對兒子太姑息了？
做爸爸的提起那幅畫，也心裏不平靜
了：「那幅畫我前兩天就看到了，問過兒
子，他說是同學送的。我還特地問他，是
否是那個小女生送的，他否認了的。」父
親終於意識到是他出面的時候了。不過
這樣說對他有一點點不公平，主要是他也
一直想參合進來，無奈兒子不大願意和他
談心，加上做父親的對兒子的的早熟並不
像我那般擔心，還有點自鳴得意：「我兒
子長得高高帥帥的嘛！」我和兒子的單獨
約會，做爸爸的一直想跟着去，只是被我
「拒絕」了，他只好呆着家裏等消息。聽
我說起那個小女生，他唯一的反應就是：
「兒子怎麼把我從小教育他保持血統純潔
性的話當耳旁風呢？」他想的感情比誰都
遠，讓我又好氣又好笑！
父子倆在兒子的小房間裏一談就是一
個小時。我與在中國的父親通完電話，這
邊的父子倆也談完了，我看見這個做爸爸
的滿面笑容，躊躇滿志，便問他談得怎
樣，他得意地說等下告訴我，忙着先讓女
兒睡覺去了。
原來心理不平衡的爸爸，走進兒子的
房間，拿起那幅畫，仔細端詳，終於看清
了那上面「小畫家」的簽名，拉住兒子
問：「你為什麼不願意對我說實話呢？這
明明是那個小女生畫的嗎。」兒子有點忸
怩作態，過了一會兒，卻反問爸爸：「你
和媽媽是不是最近老是擔心我？認為我不
是好孩子了？」爸爸一口否定：「沒有！
沒有！我沒有擔心，我一直認為你是我的
好兒子！」說着過去安慰性的拍了拍兒子
的肩頭，看兒子沒有了下文，老子已證實
那幅畫的作者，便心滿意足地出去了。
過了一會兒，兒子在他的房間裏大聲

話

叫爸爸進去，爸爸忙不迭的跑了過去。兒
子主動提出想要和爸爸談談，爸爸當然是
受寵若驚，一屁股坐下來，父子倆頭一次
促膝談心，一個小男人向一個大男人討
教，也算讓我認識到一點：對於做兒子
的，父親的位置原是無可取代的！
兒子問爸爸的第一個問題是：「我應
該回贈她禮物嗎？」爸爸的回答是：「這
是你的決定。不過，你若要問我的意見，
回不回贈都可以。但是，在你做了決定以
後行動之前，希望你能讓我們知道。」兒
子說：「當然，我自己也無法去買禮物，
還要你們送我去的。」
兒子的第二個問題是：「我現在為什
麼不可以Dating（約會）？」爸爸的回答
是：「你還沒有成熟到可以一邊約會一邊
專心讀書的年齡，分散精力的後果勢必影
響你的讀書效果，約會應該到你上大學的
時候。」
兒子接着問：「如果平日上學時不去
約會，那放假時沒有功課為什麼不可以
呢？」爸爸耐心解釋：「約會是建立一段
人與人的關係，男女之間的關係包含太多
的東西，諸如情感、情緒、責任和時間
……你的年齡還沒到可以自由掌控你的情
緒的時候，更何況這種情感很多時候很容
易讓人沉浸其中而無法自拔。比如，有個
人說我平常不去吸毒，但是放假時試着玩
玩，你說會怎樣？等開學時，他毒癮已
重，再想戒癮，哪有那麼容易，你說是不
是？」（這段話我忠實原說，一字不差，
因為是做爸爸的得意之處）
兒子不響了，爸爸繼續：「你如果覺
得父母的說法不夠通情達理，難以接受，
你也可以去學校找你們的老師或諮詢顧
問（美國中學大多有這樣的Counselor顧
問），聽聽那些輔導青少年的專家們的說
法。我相信，一個十三歲的少年想去與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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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

代對話

生約會，大部分成人的看法應該和我一樣。但我
鼓勵你去問另一個成人，而決不是去問你的朋友
或另一個沒成熟的孩子的意見。」兒子認真地聽
着父親的講話，若有所思地點着頭。兒子爸爸的
這段話讓我略微驚奇，問他為什麼鼓勵小少年和
別的成人談這件事，他的理由是：十三歲的少年
還沒有完全分辨是非的能力，也極有可能不認同
父母的意見，所以，建議他去聽聽Second Opinion
（第二意見），很大程度上能幫助他思考和提高
識別能力。我沒想到平日不大響的先生想得如此
周全，怪不得他面有得色，終於讓他發揮了一次
他潛在的能力，他能不得意嗎？
聽着父子倆對話的內容，我的心又有點七上
八下的，忍不住唉聲歎氣的，做爸爸的不理解地
問：「怎麼還歎氣呢？」我說從兒子的問話裏，
我聽出小少年是想去約會的，想法往往慢慢就會
成為行動，我怎能不擔心？他畢竟才十三歲！做
爸爸的卻完全不同心情，他說：
「這是最好的結
果：孩子有心事，第一個想到的是找父母談，我
們還求什麼？就怕他什麼都不說，卻把不該做得
都做完了，我們卻是最後一個知道他心事的。我
很滿足，現在這樣比我所能期望的要好得多！」是
的，他說的有理，我也知道這才是起頭，後面的
日子會伴着不斷的成長中的「疼痛」，我們還能
為孩子做的就是為他禱告，祈求上帝的帶領。相
信將來的某一天，當我回憶這一切，可以含笑地
說：
「感謝上帝！那曾是一段多麼美好的日子！」
這篇文章到此結束了，但是，孩子的青春期
的成長只不過才剛開始。讓我們做父母都能耐心
地陪着孩子一起成長，享受這個成長的過程。笑
也好淚也罷，都將融進我們的生命中，凝聚成化
不開的愛，永存在我們每個人的心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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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 的 交

集
周泊

由牧師那兒得知「家新」將會在檀香
山舉辦恩愛夫妻營，我們並不覺得有什麼
特別。雖曾看過《家新季刊》的見證確實
十分感人，但那些寫見證的人我們並不認
識，真有那麼好嗎？反而是看到我們教會
裏同去的姊妹們排除萬難來參加，我心中
真是蠻佩服的。
套用一句老公的話：「我們的婚姻百分
之九十是美好的，需要更好嗎？」捫心自
問：「我們的婚姻其實大問題沒有，而小問
題卻不斷，有些小問題還蠻根深蒂固呢！
如此的婚姻可能會更好嗎？」我就像井底
蛙一樣，在井底下住了三十五年，也想不
出什麼新的盼望了─ 蠻閉塞，也蠻驕傲
的，就得過且過吧，縱然有些不和諧也算
啦！別期望太多，就不會太失望傷心。比
上不足比下有餘哪！小心點，哪一壺不響
就別提它吧！我們存着這樣的心態，當然
對營會、對自己都沒有什麼期望。
營會開始了，內容看來有點兒簡單，
老師要求我們做的事聽來也沒什麼深奧，
我就跟着做罷。首先給自己目前的婚姻狀
況評估一下，我們都還覺得情況不錯呢！
正式第一課是認識男女有別。兩人一起聽
這類專題最好，有所提醒！第二課來談談
「存款」與「提款」的觀念，彼此欣賞的
藝術。操練時要四目相對，手拉着手，真
心誠意地說出感謝和讚美的話，就在這真
心誠意的時候我們看見自己對配偶的虧欠
和傷害。再加上兩堂課：原生家庭背景對
我們個性的影響，將生活裏的某些矛盾找
出了根源答案。之後又談溝通，這些題材
已是老生常談了，但在過去由於「基本動
作」的錯誤，常導致將對方的話沒聽清
楚，還自以為是的大大生氣。我發覺自己
真需要溫故而知新，再次耐心地練習「基
本動作」。第一天下來實在太豐富，接着
第二、第三天越來越精彩。

我的心被大大的攪動，許多沉在心底
不願觸摸的記憶被牽引了出來，那些記憶
依然有着很深的傷痛；我原以為把它們活
埋就沒事了，沒想到它們依然活着，依然
會令我傷心落淚。我需要面對和處理這些
老舊的事嗎？我該怎麼辦呢？
三天營會後，我經歷到心靈的更新，
輕鬆的心情比三十五年前初結婚時更美
好。我心中的傷痛痊癒了，不再痛了，這
實在是聖靈奇妙的工作。在營會中我們學
會了維護婚姻關係的方法，從營會回家之
後，我們夫妻就常常費心費時真誠的向對
方說正面鼓勵的話，並且接納對方的感
覺。兩人這樣的立志不但讓我們能更加彼
此珍惜，也因此能享受到上帝所賜的福氣
原來是那麼的美好。感謝讚美主！我們雖
然曾經對自己失望過，也對配偶失望過，
但上帝從來沒對我們失望。祂愛我們，
就愛我們到底；祂給了我們存留空間去掙
扎，但祂卻永遠沒有離棄我們。
你若問我：「結婚三十五年，需要更
好嗎？可能會更好嗎？答案是肯定的而且
是正面的。該用什麼圖畫來描繪我的婚姻
呢？原來像水──是每日所需，卻是無色
無味，我那陳年的婚姻也是如此平平淡
淡。但現在通過了耶穌的手變成了酒，成
了令人喜樂又有盼望的陳年老酒。
上帝所賜的福，實在比我能想到的更
好。祂真的是把好酒留到如今！
聖經說：「祂便救了我們，並不是因
我們自己所行的義，乃是照祂的憐憫，藉
着重生的洗，和聖靈的更新。」（提多書
三章5節）。聖靈藉着這一次營會，使我們
夫妻再一次經歷了重生；並且，我們的婚
姻也被更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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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人生

雖然包裝紙上沒
有列明隨食物而來的
感覺，但我們都心裏
有數。
● 紅菱酥、黃菱酥（吃進一個熱鬧
的中式婚禮）
● 西班牙海鮮白烚（仿似吞下整個
海洋）
● 草莓雪糕新地（重溫青蔥歲月的
無憂無慮）
● 焗洋蔥豬排飯（再次感受他的柔
情蜜意）

把雞腿放進焗爐，不
期然想起小豬麥兜的一個
小故事— 麥兜媽媽許
下一個願：要是麥兜變
成「叻仔」（聰明的孩
子），她情願以後不吃最
喜歡的雞腿。無論是被迫
或者自願，每個人都作過犧牲。
● 忍痛不碰甜品，為要減掉幾磅脂肪，
● 不眠不休將計劃書趕好，
● 把睡房讓給到訪的親友……
而某些犧牲叫人感動滿懷：
● 捐贈骨髓給不相識的人，
● 放下高薪厚職，服
侍弱勢社群，
● 槍林彈雨之中，以
自己的身軀保護孩
子……
因為甘心樂意，所
以從不將犧牲宣之於
口，亦不會讓受者感到
內疚。惟其如此，越
加可敬可佩。

可以解釋得到為何我們會忽然
渴求某種食物，那一刻，我們想吃的
是一份感覺，一份情。

Joanne Chan
移居加國前在港任兒童雜誌主編，喜
愛閱讀、音樂、拼圖、烹飪及蒔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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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蒙Joanne Chan授權轉載。

犧牲

有點餓，到廚房
拿一塊燕麥卷充飢，
邊吃邊看包裝紙。原
來這個重量70克的零
食，提供7305個卡路
里、7克的蛋白質、
42克的纖維、9克的
脂肪和49克的碳水化
合物。

吃一份感覺

味

書

媽 媽 情

親愛的小Enoch：
媽媽看着剛一歲的您，
不斷向前走、向後走、向左
走、向右走，感到無比的雀
躍和滿足。驀然，媽媽記起
數年前聽過的故事。當您逐漸長大，媽媽定會
再向您闡釋內容：
有一個人找到一隻鷹蛋，就把它放在後院的雞窩
裏。小鷹與雞們一起破殼而出，跟小雞們一同長大。那麼便
一直像後院裏的雞一樣生活，且真自以為是一隻雞。牠在泥地上
抓挖，尋覓蟲。牠咯咯啼叫，牠也會拍打着翅膀在空中飛行三數英
尺。年復一年，那鷹越長越老了。一天，牠抬頭看見高高的晴空上，有
一隻豪邁不羈的大鳥。那大鳥在疾風中優雅莊嚴地逕自翱翔，偶爾才揮動一
下那張雙強壯的金翼。

芳依

地上的老鷹帶着敬畏的目光凝神張望，「那是什麼？」牠問。
「那是鷹，是萬鳥之王。」牠身旁的伙伴說：「牠是屬於天空的，而我們卻是屬於地上的—
我們是雞。」
於是，那地上的老鷹就如同雞似地終老一生，因為牠自以為是一隻雞。
—Anthony de Mello, The Song of the bird
這個故事給媽媽不少的反思，媽媽提醒自己不要像那個將鷹蛋當作雞蛋來照顧的人。
媽媽提醒自己，不要強硬地將「自己的志願」，成為您將來的志願，並期望您能為我圓夢。
媽媽提醒自己，要給您適時和適切的鼓勵，讓您從小就學會合乎中道的，不要妄自菲薄，不自
視過高，好好接納自己，欣賞自己。
媽媽提醒自己，不要越俎代庖，若您羽翼漸豐，媽媽要學習放手，讓您展翅翱翔。盼望您能在
爸媽愛的澆灌下，有信心走自己的路。
媽媽提醒自己，要容許您有獨立、容許您以合宜的方式表達憤怒，並自小了解您身心發展階
段、發掘和訓練您的獨特恩賜和能力。爸媽盼望不會窒息您的成長空間，並不斷以尊重和接納的態
度，和您一起討論您的生活狀況和生涯企劃。
可是世上沒有完美的父母，媽媽得承認自己的不完美。只是，媽媽願意為親愛的您付上最好
的，其他的東西，就留空間給上帝去塑造您的生命。您長大後，就會明這就是“Mummy and daddy
do our best, GOD will do the rest”的道理所在。

愛您的媽媽
承蒙「家庭基建」授權予以轉載芳依著作《幸福的意外》第138-140頁〈展翅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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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

裏共步

AEL

這次參加MER2感覺和MER1很不同。
MER1就好像門診急症emergency care一樣，
有不同程度、不同情況的「婚姻急症」來
「求診」。大家拿到一些止痛藥、膠布、
石膏；勉強可以暫時舒緩痛楚、止血。但
MER2就好像「婚姻手術室」一樣，把傷口
打開，裏面的苦毒毒瘤清除。而且這個手
術是「專科」的，每個家庭面對的毒瘤都
不一樣，神這個大能醫生就着不同的「病
症」下手醫治。
其實我和丈夫參加完MER1後，有些基
本溝通上的問題已經解決了。但婚姻生活
並沒有大改進，感覺上好像「病痛」未除，
只拿了些「止痛藥」止住一下，用「膠
布」止血一下，但仍然一拐一拐爬下去。
經過幾次婚姻輔導，我們感謝神，讓我們
大概知道「病症」的根源。但知道並不代
表可以痊癒。真的感到很無奈，無論我們
如何努力，我們的婚姻仍然沒有起色。不
是MER1和婚姻輔導不夠好，只是我們的婚
姻「毒瘤」未除，仍深深地影響着我們。
直到我們參加了MER2，所有的問題都
好像被開了手術一樣，神把中間的毒瘤切
除掉，把傷口縫合，感覺上我們已經被醫
好了。不但婚姻的問題，連我們自己靈裏
的「病」也醫好了。出營會的時候，好像

22

從醫院走出來。真的令我們脫胎換骨，起
「死」回「生」。回想之前一直靠人的方
法，用盡全力去解決問題，用了很多專家
的意見、自己的「偏方」去醫治婚姻的病
毒，但都不是太有效用，事倍工半。但當
我們回歸主內，回到婚姻的「設計者」的
面前，向祂求指引幫助，問題便容易解決
了。很多時候是我自己少看了神的能力，
覺得自己都解決不到，祂又怎能解決呢？
這都是對神能力的懷疑。很多時候不自覺
地認為，婚姻生活已經算有進步了，不過
不失，而且比較其他家庭已算不錯，生活
上還有很多事情要處理，總不能要求更完
美更進深吧？連基本的婚姻溝通也做不
好，不要妄想參加進深課程吧？我就像病
了很久的病人，對自己婚姻的病症作了最
後決定，其實只不過是不願意神插手。
MER2營會裏讓我和丈夫成長了許多，
再一次經歷了神的大能。不但實踐生活中
彼此相愛，也第一次體驗在主裏相親，非
常甜蜜的經歷，比拍拖蜜月時候的親密更
深。
信主這麼多年，才第一次明白，愛裏
真的沒有懼怕。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靈 裏 共

陳

棠
錦

帶着為以後更有生命地服侍MER1的心
情，來參加MER2，準備好好地來充電，休
息與體驗！由一上飛機開始，心中就一直
為這次的營會感謝神，每一個營會都是神
手中可作工的基地！

原以為在營會中可以更增加夫妻之間
彼此更深的了解與長進，沒想到三天營會
下來，發現收穫遠遠超出我的所求所想
─ 由毛蟲破繭而出，成為美麗的彩蝶進
而能與配偶因看到神的結聯而可比翼雙
飛，這幅美麗的圖畫竟能在三天的營會中
有了雛形，且是有如鋼筋一般的支架撐
着，那是主參與在其中，將我們幸福快樂
地綁在一起。
在破繭的過程中，在神的帶領下，仔
細地探視自己內心的實況，每進一段，就
越發發現自己的不堪骯髒、醜陋。會長要
我們一一將「它們」列出來交在神的面前
時，竟發現自己快被自己的淚水淹沒了。
「彼此洗腳」更是讓我看到自己對配偶的
不足……。
太多太多的過程，讓我由哀傷的淚水
慢慢地轉變成快樂的淚水……。
現在，帶着被釋放的自由，無罪一身
輕的快樂，要與大家暫時分別，回到自己
服侍的崗位上為主作工，心中是充滿了喜
樂與滿足，MER2謝謝您！

步

譚先誠

謝謝「家新」將寶貴的靈修三大支柱
很清楚的教導我們夫婦。這是最美的禮
物，也是我們一生受用的功課。我們夫妻
關係很甜美，可是在同心合一一起靈修禱
告及等候神的事上很欠缺，而且沒有任何
教導及示範。
這是一次「攀得更高」的甜美學習及
供應，感謝主恩！
我們願意每天邀請耶穌與我們夫妻三
人行，一同禱告，歡迎主來給我們充電，
並且在生活中有榮耀神的見證。
另外，我最大的意外收穫是明白我過
去多年來做「白工」，忽略及不明白我姊
妹的需要，用自己的方法去做虛工。姊妹
真誠表白的告訴我，她個人收款的優先次
序，讓我完全明白如何去調整我的方向，
可以達到她100%的滿足，也讓我以後住在
「白宮」！
最讓我感動的是愛的雙手及洗腳，這
讓我想到她這一生的付出及愛心，想起耶
穌的愛心及原諒（猶大）的心境，讓我不
禁對妻子的擺上及耶穌的大愛感召極深。
我願更上一層樓，與主與愛妻同行，
爾後過的是「流金歲月」！

譚先誠、陳錦棠
美國家新東南區拓展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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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

人自白

大多數我認識的男士中，他們在工作
間能言善辯，長袖善舞，一點也不似患有
任何語言障礙的徵狀，但為何回到家裏太
太反而經常投訴丈夫沉默寡言？十問又九
不應的呢？為了查找真相，自己刻意地留
心一下身邊的男士群，觀察箇中的張力何
在，並加上個人的親身體會，嘗試為一眾
男士發聲，還我們一個公道。
專家也分析過，男人講話的一大天敵
是舌頭會容易打結，普遍我們的口齒沒有
女士們那般流利，她們厲害之處是翻來覆
去滔滔不絕，說來說去還是回到開初的第
一點，其實男人聽完後可以用一句話簡單
概括了，何苦要這般折磨我們呢？而且內
容毫無新意，不似得我們男人思路分明，
深思熟慮之後，能經我們口中吐出來的，
都是真知灼見，字字珠璣，一句閒話也嫌
多餘，為表示慎重其事，所以我們寧願多

花時間將話留在自己精明的腦袋裏面過濾
「翻騰」，確保出品出類拔萃，無奈女的
以為我們無料到，逕自搶白一番後，還以
為我們是天生的「鈍胎」，這真是有冤無
路訴了，太太這種「有口無耳」的溝通方
式，造就了歷代更多不願多言的男人。
另外男人是追求效率和結果的動物，
若果花掉時間又討論又開會，最後的
outcome（結果）還不是老婆心底裏最想
要的決定，那何必浪費大家時間，沒完沒
了的「開會」、再「開會」呢？使出那些
明示暗示的技倆，無非為了老婆大人實在
太歡喜製造「夫妻共同協商」的美好形
象，以為這樣即代表着「彼此同心」，實
在太naive（幼稚）了，只是大丈夫不便當
面拆穿罷了！但又感受到那股「統戰」氣
氛，足以令人不安，所以扮作小男人的我
們，只會「暗啞底」封口抗議。事實我們
默不作聲，並不表示我們無意見。

林醒文
香港家新訓練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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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視現今社會，男人淪為「弱勢社
群」已經是不爭的事實，有些
年青夫妻找我們求助，是太太覺
得老公太「弱雞（懦弱）」了，作
為家中經濟支柱，要一個人孭（背）
起頭家，出外辛苦打拼，回家無
論大人細路，還要招呼周到，而
家中的男人打份「牛工」，平

男 人 自

白

時睇波打機，好似無事發生。老實講，男
人難道真的很想不思進取嗎？我們也有男
人built in（天生）的尊嚴想維護的，但奈
何現實是「出咗半斤力，未必收到八兩咁
理想（付出的不一定與收到的相符）」。
礙於家中「女強男弱」的形勢下，男人採
取「龜縮一角」，留在自我建設的洞穴裏
生活，這也是很正常的舉動，性格由原來
的主動變成被動，逐漸變成活在自己的世
界裏。又見過有些反常的例子，不甘淪為
「妻」後，倒是人前人後與老婆對着幹，
試圖重振夫綱，挽回昔日的光彩。

我也曾聽聞過很多妻子投訴丈夫回家
絕口不談公司事，明知他心情極之不好，
一定是在辦公室裏面對很大的壓力了，通
常追問又不得要領。其實男人也很想能與
枕邊人盡訴心中情，但我們更擔心說了出
來，對方會有什麼樣的情緒反應？事情會
不會弄得更糟糕呢？這般窩囊的事情，不
知她怎樣看我，會不會覺得我們很無能？
諸如此類，諸如此類的問號……還有，若
問我們面對壓力那刻的內心感受，老實
說，就算連自己也弄不清楚，那又叫我們
男人怎樣跟太太分享呢？

另外我覺得男人在家裏金口難開，確
有難言之忍。因為每當你興致勃勃的想在
家中發表意見時，很容易會被詞鋒凌厲的
老婆大人一一駁倒，她們總會找到一些小
毛病來先發制人，落得這般無趣，顏面
何存呢？何況男人是「死要面」的，經過
長年累月的壓制，自然回家連講話的意欲
和能力也失去了，倒不如專心縱情於上網
「睇戲（看戲）」、「打機（打電玩）」這類
家中的合法消閒活動，甚至找班老友「吹
水（瞎聊）」也強如在女人面前自討苦吃。

而我最抱不平的，是眼見越來越多的
媽咪拉埋仔女往她們那邊去，連成一線搞
對抗，這真是最最要不得的事情，將本來
夫婦兩人之間的恩怨情仇，日積月累的往
下一代的心田中播種，那又有什麼益處
呢？當着孩子的面前數落老公，逞一時
之 快 ， 卻 好 像 親 手 將 丈 夫「 掟 出 街（ 攆 出
去）」一樣，迫男人變成一座實實在在的孤
島，其他家人可以有說有笑時，他一出現
便變成「鬼見愁」了，你會願意多留在家一
刻嗎？

情緒可算是女人特有的附屬品，結婚
初期我還弄不清楚女人的感受原來這麼重
要！怎麼女人的情緒總是飄忽不定的呢？
總之這大堆糾纏不清的東西一爆發，我會
選擇即時彈開，保護自身安全準沒錯的
了。記得有次我問老婆下午將會出門嗎？
她回敬一句：「你看不見我在喝『苦茶』
嗎？」其實作為男人要的答案很簡單，是
與否、對不對，都在解決問題嘛！若果打
算出門便預備執拾東西換衣服，不出門就
正中下懷開始籌劃我的私人節目，但她答
非所問，這就更搞得我糊塗了。最後想了
半天才猜到她害病了兩天，怨我一點關心
也沒有表示過。在此，我只能萬分佩服女
人這種表達感受的含蓄方式，也真的饒了
我吧！我仍在一生學習當中。

最後我以摯誠的心來奉勸諸位太太，
你們要體諒我們的緘默，不是我們聽不
見，也不是我們不願回應、扮懵（裝傻）、
木口木面，只是有苦自己知，特別當我們
面對着你們的提問是有關我阿媽、阿姐、
阿妹與你之間的糾葛關係，又或岳母大人
做壽的任何意見，請賜我們一個「免say
金牌（不用說話的金牌）」，我們會企定
定，眼望望，張開耳朵專心聆聽，因為你
知我知，有些議題答什麼都會死的，這樣
的大忌犯不着以身試法，通常都是沒有好
下場的。太太們，謝謝你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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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愛夫婦營

全球各地
澳洲分會(AUSTRALIA)
日期
事工
亞特雷德(Adelaide)
6月9日-11日
恩愛夫婦營
布里斯本(Brisbane)
5月5日-7日
恩愛夫婦營
6月9日-11日
恩愛夫婦營
9月28日-30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墨爾本(Melbourne)
3月10日-12日
恩愛夫婦營
6月9日-11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6月9日-11日
恩愛夫婦營
柏斯(Perth)
6月2日-4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悉尼(Sydney)
4月14日-16日
恩愛夫婦營
6月9日-11日
恩愛夫婦營
10月2日-4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10月5日-7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溫哥華(Vancouver)
語言
粵
粵
國
國
粵
粵
國
粵
國
粵
國
國

3月30日-4月1日 恩愛夫婦營

國

4月27日-29日

恩愛夫婦營

粵

6月22日-24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粵

7月6日-8日

恩愛夫婦營

粵

香港分會(HONG KONG)
日期

事工

語言

1月27日-29日

恩愛夫婦營

粵

3月3日-4日

基層恩愛夫婦營

粵

3月16日-18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粵

4月7日-9日

恩愛夫婦營

粵

4月16日-18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粵

5月5日-6日

基層恩愛夫婦營

粵

6月23日-24日

基層恩愛夫婦營

粵

6月30日-7月2日 恩愛夫婦營

粵

7月3日-5日

粵

教牧夫婦營(PMER)

加拿大分會(CANADA)
日期
事工
亞省(Alberta)
5月4日-6日
恩愛夫婦營
渥太華／滿地可(Ottawa/Montreal)
4月20日-22日
恩愛夫婦營
4月27日-29日
恩愛夫婦營
多倫多(Toronto)
4月13日-15日
恩愛夫婦營
4月27日-29日
恩愛夫婦營
5月19日-21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6月29日-7月1日 恩愛夫婦營(華基)
7月6日-8日
恩愛夫婦營(城北)
10月26日-28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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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言
國
粵
國
粵
國
國
粵
粵
粵

台灣分會(TAIWAN)
日期

事工

語言

新竹／台南(Hsinchu/Tainan)
2月17日-19日

恩愛夫婦營

國

3月16日-18日

恩愛夫婦營

國

4月20日-22日

恩愛夫婦營

國

5月18日-2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5月25日-27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國

6月15日-17日

恩愛夫婦營

國

7月1日-3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7日-9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國

家 新 記 事

本

各營會及活動時間若有更改，以當地分會／協調小組之決定為準，恕不另行通知。

美國分會(USA)
日期
事工
北加州(North California)
2月18日-20日
恩愛夫婦營
2月18日-20日
恩愛夫婦營
5月26日-28日
恩愛夫婦營
5月26日-28日
恩愛夫婦營
7月6日-8日
幸福婚姻之旅
南加州(South California)
1月27日-29日
夫妻愛與衝突營
2月10日-12日
恩愛夫婦營
5月11日-13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5月26日-28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6月29日-7月1日 幸福婚姻之旅
洛杉磯(Los Angeles)
2月18日-20日
恩愛夫婦營
4月27日-29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5月4日-6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5月8日-10日
進深營帶領夫婦訓練
5月15日-17日
進深營帶領夫婦訓練
5月26日-28日
恩愛夫婦營
芝加哥(Chicago)
2月10日-12日
恩愛夫婦營
聖地牙哥(San Diego)
5月26日-28 日 恩愛夫婦營
休士頓(Houston)
5月11日-13日
恩愛夫婦營
5月18日-20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7月6日-8日
恩愛夫婦營
底特律(Detroit)
5月26日-28 日 恩愛夫婦營
新澤西(New Jersey)
4月13日-15日
恩愛夫婦營
波士頓(Boston)
3月2日-4日
恩愛夫婦營
夏威夷(Hawaii)
2月18日-20日
恩愛夫婦營
5月26日-28 日 恩愛夫婦營
鳳凰城(Phoenix)
4月27日-29日
恩愛夫婦營

語言
國
粵
國
粵
國
國
粵
國
粵
國
國
粵
國
國
粵
國

亞特蘭大(Atlanta)
3月2日-4日
恩愛夫婦營
維吉尼亞(Virginia)
3月2日-4日
恩愛夫婦營
達拉斯(Dallas)
3月10日-12日
恩愛夫婦營
6月22日-24日
恩愛夫婦營
南佛羅里達(South Florida)
3月23日-25日
恩愛夫婦營
北卡羅萊納(North Carolina)
4月20日-22日
恩愛夫婦營

日期
事工
米堅頓(Milton Keynes)
2月11日-13日
恩愛夫婦營
5月5日-7日
夫婦進深營(MER 2)

國

新加坡(SINGAPORE)

國

日期
5月26日-28日
6月1日-3日

國
國
粵
國

國
粵
粵
國

語言
國
粵

馬來西亞(MALAYSIA)

粵
國
國

國

國

英國(UK)

日期
事工
美里(Miri)
8月18日-20日
恩愛夫婦營
詩巫(Sibu)
6月1日-3日
恩愛夫婦營
6月5日-7日
教牧夫婦營(PMER)
馬六甲(Malacca)
6月8日-10日
恩愛夫婦營
哥打京那峇魯(Kota Kinabalu)
6月8日-1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國

事工
恩愛夫婦營
恩愛夫婦營

語言
國
國
國
國
國

語言
英
國

阿根廷(ARGENTINA)
日期
事工
布宜諾斯艾利斯(Buenos Aires)
3月10日-12日
恩愛夫婦營
10月13日-15日 恩愛夫婦營

語言
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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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禱告網

請為「接棒帶領團隊」的八對夫婦禱告。2012年
開始陸續有從國外遷移香港投入國際家新服侍的夫
婦，他們將面對語言、文化、氣候、人際關係、起
居飲食、生活方式各方面的挑戰和適應。求主祝福
和帶領他們在香港的生活和服侍。也求神看顧保守
他們夫妻之間的心思意念、合一和諧的關係，學習
仰望神，不受那惡者的攻擊。

沒有工人，沒有事工！
禱告是爭戰得勝的唯一途徑！

2011年年底全球已有242對「檢定合格帶領夫
婦」，實習帶領夫婦也有538對；請為全球超過
780對的「帶領夫婦」守望禱告。為着他們個人與
主的關係、夫妻的同心、家人的平安代禱，好叫他
們免受魔鬼的試探和撒旦的攻擊。也求神加能加
力，賜福及使用他們。
請為全球六個分會（中國、香港、臺灣、美國、加
拿大和澳洲）之新舊及接棒會長、理事長、總幹
事，以及董事會，在主內有更親密的團契，並能同
心服侍全球華人信徒的婚姻與家庭代禱。並為各地
區之核心同工團隊，以及各分會、事工協調小組與
總會之間之合一同心代禱。
為了配合「家新訓練學院」的發展，「家新」亟需
一個可以容納30個家庭的夫婦退修營地。面對未
來中國同工的培訓，以及全球「家新人」集訓的需
要，再加上「香港家新」每年舉辦幾十個「恩愛夫
婦營」的營地需求，願主在未來兩年內為我們預備
這樣的一個園地。初步估計發展經費約需港幣六仟
萬元，求神預備。
請為2012年在全球繼續推動及落實「夫婦進深營」
(MER2)的事工代禱。請為新訓練的帶領夫婦代禱，
好叫他們能把參加營會的夫婦帶進神的能力與同在
裏面，以致生命被更新，可以有能有力的持續相愛
與饒恕。也請為今年開始系統的MER2之「帶領夫
婦訓練課程」禱告，盼望能加快培訓「夫婦進深
營」之帶領夫婦。

12 年 全 年
0
2
代
禱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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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禱告，沒有工人！

禱告是我們與神親密靈交的天線，禱告也是
聖靈連結全球「家新人」跨越時空
的網絡！
禱告更是「家新」通天向神，連接無窮能力
與不竭豐富源頭的生命線！
6

請為已研發成熟並將於今年全球全力推出之
「幸福婚姻之旅」—非信徒恩愛夫婦營禱告。
這個以夫婦關係為切入點，引發未信參加者對
基督信仰的興趣以及對人生價值取向有反思的
夫婦營，非常可能成為廿一世紀傳福音的精銳
武器。求主祝福這計劃，並能與教會策略聯盟
進入社區服侍更多有需要而未信主的家庭。

7

請為日趨成熟的「基層恩愛夫婦營」之全球發
展代禱。求主呼召及裝備更多的帶領同工，並
祝福這項事工能擴展到不同國家及地區的基層
家庭。

8

2011年初「家新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接下修
訂及轉化英語恩愛夫婦營之艱巨工作，去年12
月也舉辦了首屆的英語恩愛夫婦營(EMER)。求
主祝福這個新的課程能順利推廣，造福全球講
英語的華人婚姻與家庭。

9

請為2012年「家新訓練學院」及「家齊社會
服務中心」「家新」兩項重點發展的新事工
代禱。前者的目的是裝備及培訓有家新特色的
華人婚姻家庭輔導的工人以及有生命品格的帶
領夫婦；而後者則希望「家新」能跨越教會圍
牆，向更廣大的華人未信群體提供以聖經為基
礎的婚姻家庭服務。求神為這兩項計劃預備合
適的人才及資源，事工得以順利推展禱告。

10 請為邱清泰會長和竹君師母懇切代禱，求神
賜給邱會長及竹君師母身、心、靈額外的恩
典和力量。特別為竹君師母長期失眠、頭疼、
左眼、左腦部感覺受壓疼痛以及每次起床後舌
頭捲縮，說話及吞嚥困難的情況代禱，求主醫
治。

「我實在告訴你們，凡你們在地上所捆綁的，在天上也要捆綁。凡你們在地
上所釋放的，在天上也要釋放。我又告訴你們，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
上同心合意地求什麼事，我在天上的父必為他們成全。」（太18: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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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話

清談家事
神按着祂的創意，造天、造地、造男、造女，然後要人離開父母
與配偶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建立家庭，繁衍後代。究竟神設立
婚姻家庭的目的是什麼？原來祂是呼召我們去：
(一)經歷和體會神對人的愛：祂要為人父母者去學習對兒女無條
件的接納和捨己的犧牲。願意放手給孩子成長的空間，讓神做陶
造雕琢的工作。
(二)學習和操練人對神的完全信靠和順服：祂要為人兒女的去學
習對父母的完全的信靠和絕對的尊重，願意去體恤親恩，孝敬父
母。
而親子兩代之能順利達成神設計婚姻家庭的目標必須倚靠十架上
的忘我無己、利他捨己的大愛。就像兩塊需要充電的電池，必須
插在電源（連於元首基督），安靜等候，等充滿電之後就能各盡
其職，完成父慈子孝，彰顯神愛的目標。
因此，父母難為之「難」，乃是難在兩代都「老我」不死，堅持
用自己的方法來愛對方。結果是兩敗俱傷，此恨綿綿。但願這一
期作者們的生命經歷能帶給你新的啟示、頓悟、希望和再出發的
力量！
邱清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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