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種古老傳統和風俗，是一種對
他人表達關愛、肯定和委身的
古老習俗。對“祝福者”本人

致歉啟示：

來說，祝福他人也是一種無法
言喻的滿足和喜樂。“祝福”

於第64期出版之《家新季刊》的專題文章《從父母角度看同性戀》
為李耀全牧師授權轉載；另黃偉康博士《了解同性戀運動的發展和
歷史》（原文題目為《教會如何應對同性戀運動》）亦為「國度復興

也是舊約時代以色列人家庭
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備要素之
一。

報」授權轉載，惟於兩篇文章內遺漏註明，謹此致歉。

“祝福”
（Blessing）這個字
在希臘文是eulogia。eu是“好”
本刊為定期免費贈閱刊物，如訂閱或更改地址，可電郵至info@cffc.

的 意 思 ； logos是“ 話 ”， 也 就

org。印刷及郵費成本為$1.5美元，均來自家新之友的愛心奉獻，讀

是“說好話”─ 造就人的好

者如有奉獻回應，可使用隨刊附上的奉獻封，感謝您們支持參與！

話。當你對別人說讚美的話、

本刊所有文章、照片及插圖均保留版權。未經本刊書面許可，不得以
任何形式轉載及翻印。本刊文章由作者自負文責，其立論未必與本機
構及本刊一致。

肯定的話、鼓勵的話、讚賞

文◆邱清泰
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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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話、感謝的話，你就是在“祝福”別人。

7. 人對神的稱頌（men’s praises to God）（詩

“祝福”的希伯來文是barakh，這個字的意

103:1）“我的心哪，你要稱頌耶和華…也

思是向人表達你對他的尊重、敬重和肯定對

要稱頌祂的聖名！”

方的價值。
從新舊約聖經來看“祝福”的意義、內

8. 刻意歸功及尊崇對方（to give honor to
others）（羅12:10）

涵包括：
1. 分別為聖、獻上給神（to consecrate or make
holy）（路2:22-23、28、34）
2. 呼求上帝及啟動神的眷顧（to invoke divine
care）（申28:2-6；帖前5:23；帖後3:16）
3. 傳遞及轉授富足與幸福（to confer prosperity
& happiness upon）（申28:3-8）

除了上述的內涵之外，“祝福”也包
含：
鼓勵（encouragement）、愛（love）、
接納（acceptance）、肯定（affirmation）、
委身（commitment）、親暱（intimacy）、
關愛（affection）、稱讚（praise）、支持
（support）、尊重（esteem）。

4. 透 過 肯 定 、 尊 重 和 承 諾 以 建 立 親 密 的 人

“祝福”是今日華人教會以及信徒生

際關係（to build intimate relationships

活中失傳的藝術、屬靈的遺產和未發掘的寶

by expressing affirmation & a sense of

藏。傳統教會都在崇拜結束前由牧師來祝福

respectability to others）（創27:27-29）

信徒。但事實上，“祝福”是神給新約時代
每一個信徒的位份和權柄。一般信徒只會為

5. 屈膝敬拜以尊榮對方（to bow the knee）
（太2:10-11）

他人或事工“代求”，卻沒有意識到神已經
把“祝福”這個極大權柄也賜給今日普世的

6. 神對人的應許（God’s promises to men）

信徒！保羅提醒新約信徒：“不以惡報惡，

（創12:2）“我必賜福你，叫你的名為

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

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

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彼前3:9）因為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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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在新約時代新的身份是：“惟有你們是
被揀選的族類，是有君尊的祭司，是聖潔的
國度，是屬神的子民。”（彼前2:9）祭司的
職份是代表人來到神的面前認罪、獻祭和代

重拾“祝福”的呼召和重要性：

求；但在人面前卻代表神宣告神的話語、心

(1) 使 徒 彼 得 提 醒 新 約 信 徒 ： “ 不 以 惡 報

意並奉神的名祝福祂的百姓。
聖經第一次提到“祝福”是記載在舊
約創世記1章27-28節：“神就照著自己的
形像造人，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神
就‘賜福’給他們…。”第二次提到“祝

惡，以辱罵還辱罵，倒要祝福；因你
們是為此蒙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
（彼前3:9）我們是為祝福別人而蒙召，
信徒在世的重要目的和使命是要去做一
個祝福別人的人！

福”是神創造世界的工程完畢之後，在第七

(2) 耶和華神是萬福的源頭，神的本性之一

日祂歇了祂一切的工作，神就“賜福”給第

就是施給祝福。祂創造日頭，照好人，

七日，定為聖日。神祝福人，祝福祂造的萬

也照歹人。因著愛的神性，祂化咒詛為

物，也祝福第七日，要人在其中得安息。新

祝福（申23:5）。我們若要反照神的本

約一開始記載耶穌基督的誕生。西面被聖靈

相，活出基督，就要操練“祝福”的經

所感，在聖殿中接過嬰孩耶穌，稱頌神之

訓。

後，就祝福耶穌和祂的父母一家（路2:2535）。因此，“祝福”是早期教會的一種傳
統和禮儀，也是教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種

(3) 耶穌是祝福的高手。祂為孩子祝福、為
門徒祝福，甚至被釘在十架上時，還為
身邊的死囚祝福（路23:43）。

屬靈操練。新約保羅書信中充滿了祝福信徒
的經文和範例：

(4) 從兒童心理成長的理論來說，“祝福”
是建立孩子自信和感覺被愛的基礎。懂

“願主耶穌的恩惠、神的慈愛、聖靈的感
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林後13:14）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
樂、平安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
的能力大有盼望。”（羅15:13）

得從小天天為孩子祝福的父母是孩子的
無價之寶，也是孩子一生幸福滿足的根
基。
(5) “祝福”是人神以及所有人際親密關係
的基本要素。“祝福”是人際親密關係

“願賜平安的神親自使你們全然成聖！又願

同心合一的強力膠，不管是家人、同工

你們的靈與魂與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

或人神關係，透過彼此持續不斷、恆常

穌基督降臨的時候完全無可指摘！”（帖

相互的祝福能帶來互重互愛、委身合一

前5:23）

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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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按頭祝福（14節）：祝福是從天上神的
(6) “祝福”是“家新”的核心價值。生命
品格活像基督的“家新人”因為紮根神
的話語，順服聖靈引導行事為人，他就
自然的活出了父神和基督的“祝福”的
生命。

寶座上流瀉傾倒下來的。詩篇133篇的
“弟兄相愛頌”提到神的祝福就好比貴
重的油，先澆在亞倫的“頭”上，然後
往下流到鬍鬚，又流到衣襟。所以按手
是在頭，不是肩膀、不是按手，也不是
按在對方的大腿上來祝福對方！

(7) “祝福”也是屬靈產業和文化傳承的重
要渠道。中國基督徒父母一般以督促、

“祝福者”的先決條件以及歷久常新的秘訣

鞭策、怪責、責罵來望子成龍、望女成

神是萬福的源頭。人不過是祝福的管

鳳。歷史和親身經驗卻告訴我們，果效

道，就像水龍頭、水井、水管、飲水機、冷

適得其反。不妨嘗試用“祝福”傾倒在

氣機、暖氣機、燈泡或手機。離了水塘、活

孩子身上，讓他們自動自發因著被愛被

水的泉源、發電廠、電源，我們就一無所

肯定而快樂成長，主動承接屬靈和文化

有，無能為力，一片黑暗，無光無熱。

的遺產。

聖經中“祝福”的基本範例
創世記48章8-20節雅各祝福以法蓮和瑪
拿西的記載，留下了一個“祝福”的基本範
例（Prototype）：
(1) 到我跟前（9節）：面對面，眼對眼，身
體靠近，近距接觸。

林後4章7節說得好：“我們有這寶貝放
在瓦器裡，要顯明這莫大的能力是出於神，
不是出於我們。”“祝福者”不過是器皿、
瓦器，什麼時候我們離開神，我們就沒有任
何“祝福”可以傳遞或轉授給別人。
所以，我們要想成為一個“腹中湧流活
水江河”、歷久常新祝福別人的人，我們必
須天天連於元首基督，因為主說：“我是葡

(2) 彼此親嘴（10節）：為對夫妻、親子、

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

家人是理所當然的一種自然親暱的表達

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

愛的行為。

你們就不能做什麼。”（約15:5）

(3) 彼此擁抱（10節）：親切溫馨的愛的肢
體語言。
(4) 伸出右手（14節）：右手代表能力、權
柄，是傳遞祝福的有力途徑。

願主祝福全球的“家新人”成為一個樂
於、也善於祝福別人的人！
願主透過“家新”把十架救恩的祝福和
婚姻家庭的祝福帶給全球的華人！

會長

4

的話

哈利路亞！『耶和華果然為我們行了
大事，我們就歡喜。』（詩126:3）。回
顧201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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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重點事工的成長：

1. 硬 體 方 面 ： 感 謝 主 應 允 我 們 的 禱

(2) 「 夫 婦 進 深 營 」 2 0 1 2 年 共 舉 辦 1 7
次，2013年為21次（23.5%的增
長），2014年計劃開辦至少26個營
會。

告，讓國際家新順利買下在香港新界
新田的一塊土地來預備興建『家新
園』。從2012年8月開始啟動『家新
園』籌款到2013年1月31日成交買
下土地，短短6個月內能夠完成三千
萬港幣的買地計劃，是「不可能的
事情」（Mission Impossible）！但
從神來看，在祂無窮的能力和豐富
裏面，這不過是浩瀚無邊太平洋中
的一滴水，在神凡事都能（Nothing
Impossible）！願一切榮耀歸於那獨行
奇事的真神！

2. 軟 體 方 面 ： 到 2 0 1 3 年 底 ， 全 球 帶 領
夫婦共有906對：合格帶領夫婦共280
對；實習帶領夫婦共626對。

3. 經 費 方 面 ： 全 全 年 奉 獻 總 收 入 為
美金$796,986元，年終結算不足
美金$9,619元。至2013年底各地
分會拖欠總會應繳未繳之各項費用
共美金$142,224.16元。如果全數
攤還，2013年財務結算應有美金
$132,605.16之盈餘。

(1) 「恩愛夫婦營」2012年舉辦了174個
營會，2013年共舉辦196次（12.6%
的增長），2014年計劃開辦至少220
個營會。

(3) 「帶領夫婦訓練」2012年舉辦了5次
訓練，2013年共有12次帶領夫婦訓
練，預計2014年會開辦至少12次帶
領夫婦訓練。
展望2014年，請全球「家新人」繼續
為下列的發展計劃代禱並支持：

1. 第二期的硬體發展計劃―「家新園」
請為順利建造「家新園」的計劃代
禱，現正等候香港政府批出建築執照申
請，預計在2014年10月開始建造。若一
切順利，我們預計可在2015年年底前建
造完成。為了配合「家新訓練學院」的發
展，我們極需這個可以容納最少有40個
家庭的夫婦退修營地，來支援未來中國同
工的培訓，全球「家新人」集訓的需要，
以及「香港家新」每年舉辦幾十個「恩愛
夫婦營」的營地需求。請為「家新園」的
第二期募款目標港幣二仟六百五十萬來禱
告，求神供應我們一切所需。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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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發展「家新訓練學院」
「家新訓練學院」將以「家新園」為
基地，開展有家新特色的婚姻、家庭事工
及具備聖經、專業、生命品格三合一的工
人的培訓。在「家新園」尚未建造完成
前，國際家新已着手找尋合神心意的人選
來負責開拓家新訓練學院。求神親自預備
和呼召適合的學院院長以及師資，能適時
到任。

5. 人事異動
I. 國際家新「外務部助理副會長」鄭李美
好（M o n a）因個人及家庭原因，已於
2013年12月底離職並回加拿大生活，願
主祝福他們夫婦在彼邦的生活。
II. 感謝國際家新董事詹德思（Daniel Chim）
過去三年來盡心盡力的擺上，已於2013年

3. 全球行政主管聯席會議

底功成身退。求主親自祝福和報答他忠心

2013年9月在總部舉行了首次「全球
行政主管聯席會議」召集全球各分會總幹
事與董事會主席一同來研討家新的異像與
使命，並於會議後一同參加總部和香港分
會合辦的靜修營。今年已鐵定於9月19至
23日在香港舉行第二次「全球行政主管聯
席會議」，請各分會主要負責同工預留時
間出席。

的服事。

4. 「夫婦進深營」（MER2）的推廣及深化
請為今年已鐵定於9月23至26日舉辦
首次的「夫婦進深營」(MER2)之“帶領夫
婦訓練課程”(LCT)禱告，盼望能加快培訓
MER2之帶領夫婦。同時也請為MER2的事
工及帶領夫婦們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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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幫助參加的夫婦與神的關係向
上進深（Go Higher），建立在靈裡與主三
人共步的親密關係，從而讓夫婦關係往下
扎根（Go Deeper）進入更深，與主的關係
可以再攀高峰。

III. 澳洲家新總幹事陳偉雄牧師（Rev. Jackie
Chan）因有新的帶領投入新的服事，已於
今年2月12日離職，現時由蔡榮興主席暫
代澳洲家新總幹事一職。感謝陳牧師過去
十年盡心的服事，並樂意繼續在「澳洲家
新」出任顧問牧師（Advisory Minister）
一職。
IV. 加拿大分會總幹事陸錫璁（Tony Luk）因
個人原因已於2014年2月28日離職，由新
總幹事利奇威（Francis Li）弟兄接棒。
而「加拿大家新」董事會主席由李大偉
（David Lee）擔任，願主祝福兩位接棒同
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V. 台灣家新執行長（等同國外之總幹事）
陳證安弟兄也將於短期內任滿退下，將
於7月1日由馬榮隆弟兄接棒。感謝證安
在任內的服事和貢獻，求主親自祝福和
報答。又求神祝福新任執行長在家新的
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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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

工能聚首一堂，歡慶家新25周年，同頌主
恩！

明年（2015）是國際家新成立25周年
銀禧紀念慶典，適逢第九屆的全球家新同工
大會將於香港舉行，為此國際家新已成立籌
備委員會。請為籌備委員會代禱，求主賜下
智慧和能力，並合一的靈，好讓全球家新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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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25周年慶典暨第九屆「家新全球同工大

2013年財務總結
項目
奉獻
其他收入註1
人事開支
行政開支
差傳奉獻註2
中國事工
總數

收入 (USD)
$527,772.00
$147,317.00

2014年財務總結預算

支出 (USD)

收入 (USD)
$294,163.00
$243,015.00

支出 (USD)

$121,897.00

$551,971.00
$112,801.00
$15,000.00
$126,833.00

$116,596.00

$532,136.00
$274,939.00
$45,000.00
$171,756.00

$796,986.00

$806,605.00

$653,774.00

$1,023,831.00

2013年虧損 -USD$9,619
註1： 版權費、MER手冊、分會刊物、印刷運費、物流作業手續費及
講員費
註2： 美國總部將全年奉獻總收入的10%，奉獻支持其他家庭婚姻輔
導的基督教機構

2014年總支出另需奉獻
USD$370,057
平均每月所需奉獻

USD$30,838

家新園事工
HKD

USD

第二階段收支概況與經費需要
（2013年2月1日至2014年5月31日）

4,006,735.00

516,998.06

免息貸款金額
收入餘額

家新園奉獻收入

16,320,000.00
20,326,735.00

2,105,806.45
2,622,804.52

扣減支出
建築牌照、土地測量、建築師等費用
付還到期免息貸款
餘額

(1,032,820.00)
(8,500,000.00)
10,793,915.00

(133,267.00)
(1,096,774.00)
1,392,763.00

(21,000,000.00)
(16,320,000.00)
(26,526,085.00)

(2,709,677.00)
(2,105,806.00)
(3,422,721.00)

扣減未來支出
興建工程、內部裝潢、傢具等
付還剩餘免息貸款
第二階段尚需籌款金額

文◆邱清泰
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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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家庭更新協會創辦人邱清泰會長夫人
邱余竹君女士，也是《愛的雕琢》和《愛
的融會》作者竹君，已於2014年4月30
日 (星期三)早上11時23分於香港瑪嘉烈
醫院蒙主恩召，安返父家，享年68歲。

竹君至愛：

美進修，進入德州女子大學（Texas Woman’

寫這封信給您的時候，您已經飄然遠

University） 攻 讀 學 前 兒 童 教 育 學 士 學 位 。

去，此生無緣再長相廝守。我知道您已經倦鳥

1970年考入紐約市“班士郡教育教院”

回巢，安息主懷，了無人間疾苦。但我自己卻

（New York Bank Street College of Education）

孑然一身，每日睹物思人，悲從中來，熱淚盈

完成教育碩士學位。畢業後獲得紐約市小學

眶，泣不成聲。心中的孤單寂寥，就像一個國

教師執照，並開始在學前教育界服務。1972

際級的鋼琴高手，過去是雙手並用，天衣無縫

年大女兒妮 雅（Nia） 出生，因著您對孩子

的合奏出天上美麗的音樂。如今因為一隻手已

的疼愛和委身，以及對神託付的全職母親神

斷，只能單手勉力彈奏，形單影隻，憾海難

聖呼召的確認，您毅然絕然的放下當時的高

填，落寞無奈……午夜夢迴，淚濕枕畔，想到

薪教職，從此無怨無悔的走上全職母親的尊

從今以後，只能孤身獨行，心中的痛就像整個

貴神聖之路。1979年大兒子舒亞（Joshua）

人從中被撕開，裂為兩半……。

出生，一年後幼子醒亞（Caleb）相繼來臨。

竹君，您生於1946年12月3日，是一個

1975年，我們蒙召被“紐約中華歸主教會”差

被棄的孤兒，一生從未見過親生的父母。但

派前往台灣“中原大學”投入向大專生傳福音

您樂天知命，從未聽過您怨天尤人，自卑自

的宣教行列，您先後兼任“中原大學”心理系

憐，反而感謝天父，賜給您一位愛您如寶的

的英語講師（1975-1979），以及“東海大學幸

養母余一芬女士，您一生盡孝，感恩報恩。

福家庭中心”之婚姻諮詢顧問（1986-1988）。

您自小天生麗質，秀外慧中，畢業於香港伯

回首前塵，在這將近44年的婚姻生活

特利中學，隨即考入柏立基師範學院，畢

（1970-2014），以及40年的全職服事的歲

業後取得教師執照，作育英才。1967年赴

月（1975-2014），您無怨無悔，至死跟隨，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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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我一生的至愛、知己、同工、良伴。往
事如煙，追憶這44年共渡的歲月，我最欣賞

2008年，您第二次腦腫瘤大開刀（全程

和感佩您的生命、品格、氣質、待人、處事

15小時），之後留在加護病房5天。因為您

有下面的幾點：

病情危殆，幾乎生命不保，手術後回家休養

1) 您對主的愛以及對信仰的堅持

期間，為了能親自照顧您，我有9個月時間取

您患“腦瘤”16年，從未講過任何一句
對神的埋怨或怪責，您對信仰以及對神應許
的執著，從來沒有搖動過。2012年9月瑪嘉
烈醫院腦瘤外科醫生宣佈您從醫學治療角度
來說已經“無可救藥！”，您竟然當著醫生
的面，擊掌歡呼：“感謝神！從此以後，我
不再需要依靠醫生和藥物，我要單單的仰望
神！”雖然我心如刀割，卻敬佩您不愧是女
中豪傑，巾幗鬚眉，能夠如此的視死如歸，
笑傲江湖，勇對風雨！
大約10年前，您在“國際家新董事會”

消所有聚會，專心留守照顧您。感謝主聽了
全球“家新人”的懇切代禱，保守了您的生
命。3年半前，隨著總部搬遷，回流香港。
雖然每日您的頭部和左眼持續的疼痛，您堅
強的為主、為我掙扎的活下來。是您親自對
我說：“清泰，您出去為主奔波罷！雖然我
肉體希望你能留下來陪伴我，但不要因為我
的緣故而耽延主託付給你的聖工。我會在後
防，天天用禱告托住你，與你同工！”我靈
裏的深處深深被您對主的愛所感動。竹君，
您身體力行，用您的生命活出“家新”的核
心價值—為己無所求、向主獻所有！

中提出“家新”應該憑信心將每年的經常費奉
獻收入的十分之一用來支持祝福後起的“婚姻

2) 您對孩子的屬靈生命雕琢以及文化傳承

家庭事工”的機構。當時因為“家新”自己都

的重視

入不敷出，董事會即時否決動議。但您並不灰

您對三個孩子身、心、靈健康成長，以及

心，您認為出於聖靈的啟示和感動，且合乎聖

對他們自尊、自重、自信，和對神信心的培養

經教導的原則要堅持。經過約兩年多的不折不

和建立，您付出了一生的努力和專注。您看重

撓，屢次提案，終於全票通過。“國際家新”

神話語的重要性，鼓勵他們背誦聖經，操練禱

將經常費奉獻收入十分一支持其它同行機構的

告。每天吃飯，全家老少一家牽手圍桌禱告，

操練，不單沒有讓我們的事工受虧損，反而贏

每晚在孩子床前一齊讀經禱告，並按手祝福他

得了更多福音夥伴和朋友！竹君，我欣賞您獨

們！常常在他們午餐飯盒袋中暗放一節經文安

具慧眼，以及擇善固執的生命，我以有您這樣

慰、鼓勵、祝福他們，讓他們一生敬畏神，不

的配偶和同工為榮！

忘主是他們隨時的幫助。

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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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叫“華姐”已經離職的女保安得知您去
為了讓孩子以神創造他們為中國人、
以自己的文化和語言為傲，您堅持舉家遷往

世的消息，上週主日還特別登門造訪，表達
哀悼及安慰！

台灣2年（1986-1988），讓孩子進入當地
小學，學習中文，溶入文化。雖然三個孩子

過去這三年多，您雖然眼瞎、耳聾，

都在美國長大，但他們今天能講流利的國、

仍然關心許多姊妹靈裏的成長，以及身心的

粵語，並閱讀淺易簡單的中文，這份文化的

需要。一個重病的人竟然忘記自己每天的疼

遺產是您付上生命的心血而成功傳承給了他

痛，分別召集及帶領了二個國、粵語的姊妹

們！邱家三個孩子是何等有福有您這樣的母

小組。這些組員在您臨終的時候，都不眠不

親！竹君，我以您為傲！為孩子感恩！

休的隨侍在側，親身照顧鼓勵，陪您走完人
生最後的一段旅程。竹君，您成功的實踐了

3) 您對至親好友，甚至傭人、陌生人全人
的愛顧和關懷
您不單只關心家人、親友，甚至陌生人
身心的需要，你更關心他們靈魂的需要。您
眼睛瞎了以後，每次乘TAXI，您就抓住十幾
分鐘的車程，向司機傳福音，即使被人奚落、
羞辱，也不以為意。隔壁鄰居90多歲老人家
的幼女從美國回港探望母親，雖然您瞎眼，也

“家新”的核心價值—
“以生命影響生命”！
過去一個星期，當我安靜主前重溫我們
走過44年的風霜歲月、金色年華，我才驀然
驚覺44年前我在眾裡尋她千百度，而您—
眾人傾慕，傾城傾校的校花竟然向我撲身投
懷，這是一種何等因緣！何等的艷福！我突
然想起箴言31章所描述的“才德婦人”，原
來是神特別恩寵恩待，將您賜給我！

抓住機會關心並傳福音，在極短的十分鐘內把
耶穌寶貴的生命帶進這位中年婦人的生命之

誠哉！才德的女子很多，惟獨竹君您超

中。竹君，我敬佩您對人靈魂的關懷和逼切，

過一切！您的價值遠勝珍珠！遠遠勝過伊莉

連我自己作為傳道人，也自嘆不如！

沙伯女王后冠上的鎮世鑽石！三個兒女剛剛
的追思懷念，他們在世人面前稱您有福！我

您尊重也看重服侍我們的卑微傭人和看
門的大廈保安人員，逢年過節，您都提醒我
要給他們小費和紅包。多次外出飲茶，您提
醒我要買一些外賣送給阿詩（印傭）和大堂
的保安人員。您的平易近人微笑親和，其中

在心底也稱讚您！祝福您！您用屬天的智慧
養育兒女，既有仁慈又有法則。您外表高貴
優雅，清秀脫俗，秀外慧中，慧質蘭心，但
您的內在美遠超外在美。我在“家新”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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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能在普世華人教會中被教牧長老所肯定和
接納，被眾人所認識和讚許，完全是您背後
的代禱和支持。您一生使我有益無損，我心
裡倚靠您，必不缺少利益。哈利路亞！我實
在是一個有福之人，因為神以厚恩待我，將
您賜給我！您是我一生的至寶！
最近這半年，您開始常常問我：“如果
我一旦飛回主的身邊，您會喜歡哪一位姊妹
來陪您餘生？”我堅定的回答說：“除您以
外，別無所愛！世間再無任何女子可以奪去
我心，像您一樣。您是我唯一的最愛！”
世間沒有不散的筵席，最美的愛情即使
曾經海誓山盟、刻骨銘心，也有曲終人散，
勞燕分飛的時候！別了竹君，願您一路好
走！我彷彿看到一隻毛蟲終於破繭而出，燦
爛彩蝶凌空飛舞，迎向旭日東昇的太陽！
也好像一片無邊的綠色草原，野花遍地，
您和我就像兩個天真爛漫的小朋友，一隻手彼
此十指相扣，另一隻手上拿著一個彩色的氫氣
球，我們在草原上歡樂打滾。然後，突然您放
開我的手，在我耳邊輕輕的說：“清泰，我先
走了，在上面等著您！”，然後您抓著氣球，
冉冉上昇，越飄越高越遠。
耳邊響起一首詩歌：“輕悄悄的你來了，
輕悄悄的你走了，你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
片雲彩……。”

文◆李順長
美國飛揚協會會長

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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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話語，攜帶著相當大的權能，貴為

老師只用一天的時間薰陶學生，學生就

一國元首的話語影響力固然很大，即使一個

接受老師的評價，形成了正面或負面的自我

市井小民亦復如此。一句話說得合宜，可以

形象，他們的表現至終吻合他們所自我期許

化干戈為玉帛；一句話說得不恰當，小則造

的。可見老師的話語有何等大的力量左右學

成人際關係分裂，大則兵戎相見。

生的成績。

雅各書用了三個比喻來形容話語的權能：

大衛被先知膏立

舌頭像嚼環一般，小小的嚼環可以調動大馬的

祝福所蘊含的力量，可以從大衛被膏的

方向。照樣，話語也能決定人生的前途。舌頭

聖經歷史故事得到佐證：三千年前的古以色

像船舵一般，小小的船舵可以轉動大船的航

列國，人人所敬重的先知撒母耳，拿了一瓶

道，話語也能決定人生的成敗。舌頭像野火一

膏油，來到伯利恆地，要按照上帝的啟示，

般，小小的火舌可以燒燬整片樹林，話語也能

膏立耶西家的一個兒子為王。耶西準備了一

決定人是活在天堂還是地獄。(雅3:1-6)

頓豐盛的筵席迎接撒母耳先知。席間所有兒

一個人學會用善良的心祝福周圍的人，

子都見過了，撒母耳卻都沒有從上帝來的感

就能建設美善的人間社會：父母常祝福兒

動。在他堅持下，耶西把尚未成年的兒子大

女，兒女的心理就健康自信。丈夫常稱許妻

衛從曠野召回，一進大堂，撒母耳立刻受感

子，婚姻生活自然甜美和諧。教會領袖說話

膏立大衛，說：「你是將來的以色列王。」

樂觀積極，就能帶動教會活潑成長的氣氛。

小學老師的實驗
愛俄華州的一位小學老師，把他班上的
學生分成兩組，一組是藍色眼睛的，另一組
是棕色眼睛的。有一次他把藍色眼睛的孩子
安排坐在前面，棕色眼睛的孩子坐在後邊，
當天不斷重複地向藍眼睛的學生說，你們的
算術能力很強，棕眼學生根本不能跟你們
比。果然，當天的數學成績，藍眼學生遠勝
棕眼學生的表現。
第二天老師把座位反過來，讓棕色眼睛

這祝福在大衛的心靈深處引動翻天覆地
的變化─ 一個牧羊童，習慣了曠野裡的卑
微工作，如今被國人最尊重的偉大先知膏立
為王，整個人的意識狀態改變了，思想開始
向君王認同，行動也像君王。果然，在敵人
非利士派出巨人歌利亞向以色列罵戰，三百
萬的以色列人無人敢應戰時，被祝福過的大
衛請纓出征，以甩石的機絃打贏了歌利亞。
這種以小搏大的勇氣，為歷史所津津樂道，
也是祝福之下的美麗結果。

彼得被耶穌祝福

的孩子坐在前面，藍色眼睛的坐在後邊。當

祝福催化了當事人內心自我形象的變

天反覆向棕眼學生強調說，你們的文法及作

化，這種力量在彼得的身上再次得到證實。

文能力很優秀，是藍眼學生望塵莫及的。當

沒有受過多少教育的漁夫彼得，竟然崛起成

天的英文成績，果然棕眼學生遠比藍眼學生

為十二使徒之首，並且在五旬節那一場講道

優異。

中，帶領了三千人歸向耶穌。「初代教會的

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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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基」這尊稱，彼得是當之無愧的。從小漁
夫變化成大使徒，這驚人的躍進主要是由耶
穌的祝福而引動。

3. 祝福化成祈禱：長輩的祝福化成祈禱，上
升到達上帝的寶座。

被耶穌揀選為使徒已經是莫大的光榮，

4. 新的自我形象：被祝福的當事人，產生新的

再加上蒙耶穌祝福，彼得整個人格和靈性潛

自我形象，意識和潛意識產生根本的變化。

能當然起飛─當耶穌給十二使徒一個小考：

新的自我期許產生生命的熱誠和動力。

「你們說我是誰？」彼得回憶起二年來跟隨
老師所見所聞，醫病趕鬼的神蹟，天國真理
的教訓，這些獨特的品質挑動了彼得的靈
感，脫口而出：「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兒
子。」耶穌欣喜彼得的眼力，當場祝福彼得

5. 人格的更新：人格逐漸更新而變化，往所
祝福的方向移動。
6. 個人努力加上神的恩惠：至終使祝福成真。

祝福話語的威力

說：「西門，從此以後你要改名叫彼得（希臘

父母說話常祝福兒女；老師說話祝福

文彼得Petero即石頭之意）。我要把教會建造

學生；老闆說話祝福員工；牧師說話祝福會

在這石頭（彼得）上，我要把天國的鑰匙給

眾；領袖說話祝福從員，可以引動周圍人生

你，陰間的權柄不能勝過你。」這祝福引發

命的根本變化。因為祝福就是：「看見他未

彼得整個人格的蛻變，思想、意識、人格起

來的美麗遠景，你以現在式的語氣說出來，

了奇異的變化，至終進步成為偉大的使徒。

就像已成為事實一樣。」這祝福會攜帶著一

祝福成真的原理

種形象(image)，深深刻入當事人的意識和潛

大衛接受先知的祝福，果然崛起成為君
王。彼得接受耶穌的祝福，果然成為初代教
會的根基。祝福成真的動力，大致上依循下

意識中，催化整個人格的蛻變，使潛力得著
充分開發，終於達成所祝福的美麗遠景。
下列祝福的話語擁有巨大的威力：

列六個步驟運作：

你彈琴很有韻味，詩歌經你彈奏就活起來。

1. 長輩的透視力：一個成熟的屬靈長輩，擁

你很會帶小組查經，大家都踴躍發言，氣氛

有一種洞察力，和晚輩相處一段時間就能
看出這個人的特點、恩賜、才幹，這種天
生的特質是在某個領域成功的要素。
2. 在聖靈裡祝福：長輩受聖靈感動，為晚輩
祝福，描繪一個未來的美麗遠景。

很好。
你很擅長領人歸主，很有個人談道恩賜。
你思路清晰，神會使用你將來作思想家。
主會與你同在，放膽前行吧！
上帝樂意祝福你美夢成真。

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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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書12章14節教訓我們，對周圍的人
說話，只要祝福，不要咒詛。每一個人都可
以學習，將負面咒詛語言轉變成正面祝福的
語言表達出來：

兒女的心理需要
兒女有四種基本的心理需要，有智慧的
父母總是尋找機會，祝福兒女：
1. 表達無條件的愛，兒女就有安全感。

不要說，你怎麼那麼懶惰。
要說，你再努力一些一定可以做得很好。
不要說，你怎麼那麼會搗蛋。
要說，你的聰明可以用在適當的地方。
不要說，你怎麼那麼笨。

2. 表達出對兒女的欣賞和接納，兒女就有健康
的自我形象。
3. 肯定兒女的恩賜才幹，他們就有自信心。
4. 指出兒女未來的美麗遠景，他們就有盼望。
這四個因素決定了孩子的情緒、動機、
敏感度和生命熱誠。蒙祝福的兒女，其人生

要說，找到了訣竅你就會進步。
不要說，你真是敗事有餘。
要說，成功之路還需要花點力氣。
不要說，你的脾氣真暴燥。
要說，你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緒。
不要說，你是個膽小鬼。
要說，勇氣是需要經過鍛練的。

的結局，和被咒罵的兒女截然不同。

善用祝福的話語
只要祝福不要咒詛

新舊約許多經文，強調話語帶著成全的

猶太民族在廿世紀初葉快速興起，掌握

能力。創世記1章13節記載：神說，要有光，

美國的金融、醫藥、傳播，和服裝界。中華

光子就擊穿幽暗的太空；馬可福音5章41節記

民族於廿世紀的最後十年，在加州聖荷西崛

載：耶穌對死去的少女說，我吩咐妳起來。話

起，主導了電子業科技。這兩個民族有幾種

一出，生命的大能就復甦少女的每一個細胞；

品質雷同：

使徒行傳3章6節記載：彼得對瘸子說，我奉

1. 注重子女的教育；

拿撒勒人耶穌的名叫你起來行走，那瘸子的腿

2. 重視家庭的向心力；
3. 歷史上歷經亡國與被列強欺凌的痛苦，養成
了危機意識，極努力奮發，以求嶄露頭角。

就立刻健壯了；使徒行傳16章18節記載：保
羅在腓立比趕鬼說，我奉耶穌基督的名吩咐你
從他身上出來，那鬼立時就出來了。
你我的說話也攜帶著巨大的威力！從今

但猶太民族多了一個長處，就是常說祝

天開始，學習多說祝福的話，你的兒女將會

福的話，中華民族卻習慣說咒詛的話，而且

蒙福，周圍的人也蒙福，至終你自己是最大

咒罵人的詞彙格外豐富。

蒙福的人。

本文轉載自《飛揚雜誌》第23期，承蒙「飛揚協會」授權允准轉載，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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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

文◆區祥江

中神研究院輔導科副教授

有時候，我們對別人的付出或服侍，未

噠香膏來，打破玉瓶，把香膏澆在耶穌的頭

必得到身邊的人的讚賞和認同，甚至受到質

上。真哪噠香膏是從一種花朵像鐘的三呎高

疑，我們如何是好呢？例如放下高薪厚職去

的植物莖部提煉出來的香膏，可以藥用治失

做一些義務的工作，或奉獻金錢去幫助一些

眠、作香水，或用作禮儀上的膏抹用。一玉

有需要的人等。我們若遇到親人或朋友的反

瓶的香膏有一斤重，價值可不少。三十多

對聲音，我們仍能勇往直前，去做自己認為

銀子其實等於一個人一年的薪酬，以香港最

重要和有價值的事嗎？

低工資月薪一萬元計算，也要十二萬之多。

馬可福音十四章3-9節就記載了這樣的一
個故事。耶穌被賣之前，祂到伯大尼長大痲

難怪耶穌身邊的門徒不喜悅，覺得這是一種
浪費。

瘋的西門家裡坐席，有一個女人（約翰福音

浪費的想法是十分合理的，因為這女

記載她是馬利亞），拿著一瓶至貴重的真哪

人一次過就用盡這瓶香膏，為一個短暫的場

本文承蒙區祥江博士授權轉載，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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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做這事，有點像放煙花，雖然香膏的香氣

有一些服侍的機會，轉眼即逝，馬利

能久久充滿這間房子，這畢竟不是一個有長

亞就是勇敢的做她認為最合適的事。反思我

遠價值的東西。他們還說：「這香膏可以賣

們對神作出的奉獻，很多時候都不是擺上最

三十多銀子賙濟窮人。」將錢給窮人，豈

好的，又會擔心害怕別人的批評，甚至因推

不是更有價值嗎？當中，加入議論的門徒有

延而錯失服侍的機會。馬利亞傾倒出來的奉

一位是猶大，他亦是為了三十塊錢就出賣了

獻，真值得我們學習。

耶穌。

故事中的馬利亞是幸福的，因為耶穌就

耶穌見到門徒責怪這女人，便為她辯

在當下出頭為她伸冤。至於我們，別人的批

解：「由她吧，為甚麼難為她呢？她在我身

評並不一定能立即得到公允的評價，許多時

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為常有窮人和你們同

我們要忍受別人的說話或惡意的批評。我想

在，要向他們行善，隨時都可以；只是你們

起德蘭修女（Mother Teresa）對垂死的人的照

不常有我。她所做的，是盡她所能的；她是

顧、想起盧雲神父（Henri Nouwen）服侍弱能

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澆在我身上。」

人士的經歷，起初也被別人誤解和批評，他

我們若以辦喪事的角度來考慮，一個國
家的元首出殯，場面的佈置、禮儀的安排、
人手等，又豈止十二萬呢？耶穌是天地的
主，這女人所作的，真是微不足道。不過她
已經是盡她所能，將自己最好的奉獻給神。
這個女人向神所作出的奉獻，有很多值
得我們欣賞和學效的地方。難怪耶穌也稱讚
她的：「我實在告訴你們，普天之下，無論
在甚麼地方傳這福音，也要述說這女人所做
的，以為記念。」
她所做的有甚麼特別呢？

們卻默默的繼續去做在那「小子」身上，因
為他們深信，這樣的服侍其實是服侍在耶穌
身上。
或許馬太福音獨特的記載，能給我們安
慰：「耶穌看出他們的意思。」（太二十六
10）這一節馬可福音和約翰福音都沒有記
載。事實上，我們的服侍最重要的不是別人
的看法，重要的是自己事奉的動機。神是察
驗人心的，祂會看出批評我們的人背後的動
機和心態；縱然我們的冤屈未必能立即得到
澄清，這又何妨呢？我們的神知道他們的意
思，祂會按祂的時間表為我們伸冤。

她不怕旁人的批評，在一個晚宴中把握

我們只管去服侍，一如德蘭修女所言：

時機去做這事；她用上最名貴的香膏，不吝

「將你所擁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可能

嗇的將全瓶打破來用在耶穌身上。最可貴的

會被踢掉牙齒，不管怎樣，總是要將你所擁

地方是，當其他人都未意識耶穌將要踏上十

有最好的東西獻給世界！你看，說到底，它

字架之前，惟有馬利亞這樣貼近耶穌的心，

是你和上帝之間的事，而決不是你和他人之

為耶穌做了這件美事。

間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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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

文◆蔡錦圖
香港沙田浸信會聖經裝備傳道

我的兒子很喜歡藍色，這也是我喜愛
的顏色。我看過許多不同的藍色，但一生
見過最美的藍，卻是十多年前在北歐唸書
時，有一天下午離開大學，當時天色不是
日落昏黃，而是美得不得了的深藍，地上

沒有空 NO TIME
我匆匆地跪下祈禱 I knelt to pray but not for long
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I had too much to do

的白雪反照天上的藍色，天和地都是藍，

不得不趕快一點 Must hurry off and get to work

而且是充滿活力的藍，構成為一幅動人心

交賬的日子就到 For bills would soon be due

魄的美景。由於那時的手機沒有拍攝裝

弄得我祈禱也匆匆 And as I said a hurried prayer

置，自己更不會隨身帶著相機，只能把這

我躍起雙膝 Jumped up from off my knee

幅映像長留心中，直到今天。
人生有許多美麗的片段，但當我們檢
視內心時，究竟把多少上帝在我們人生留
下的優美圖像留在心間？現代社會太過快
速，每人隨身都有許多拍攝設備，於是見
到甚麼東西也會拍下來，放上網絡，快速
地傳給所認識的友人。不過心中卻是空空
的，甚麼也沒有存留。

總算辦完我的基督徒責任 My Christian duty now was done
教我安心 My soul could be at ease
日子飛逝，我卻無暇 All through the day I had no time
去說一句安慰的話 To speak a word of cheer
沒空向朋友談論基督 No time to speak of Christ to friends
我懼怕他們的嘲笑 They’d laugh at me I feared
實在沒空…不夠時間去做 No time... No time too much to do
這是我經常的抱怨 That was my constant cry
無暇給必要的事情 No time to give to those in need

上帝真摯的祝福，在無聲無色中，烙
印在我們的人生歷程中。只是，我們沒有
餘閒顧及它吧。

有一天，人生的終局到了 At last it was time to die
來到主面前 And when before the Lord I came
我雙目沮喪地站立 I stood with down cast eyes

天上的深藍色，不是要給我一個前路
的指引，而是告訴我，前路如何，並不重
要，最重要的是誰伴我前行。
這幾年我很喜歡一首英文詩，我把它
翻譯成中文，又自行添上了一些詞句。

那是生命冊 It was the Book Of Life
祂看看冊子，然後說 He look in the book and said
找不到你的名字 Your name I cannot find
我曾想寫下來 I once was going to write it down
但卻從沒有空 But never found the time.

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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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否有空，

韓裔人和西班牙語裔人。該會的牧師Kevin Doi

將聖經翻開，把膝蓋屈下，使心靈打開，

說：「我們不是以帶人來教會為目的，而是想

為的是讓上帝的話語，再次進入我的心靂，

要成為人的鄰舍，我們在此只是客旅而已。」

驅使我在人世間，活出上帝的真道。

（We didn’t feel like our goal was to get people

讓我成為流通的管子，把祝福傳給別人。

to come to our church, we wanted to be present in

我是否有空？

the neighborhood, where we’re the guests.）

現代人的困境，就是在於太多籌謀運

我對這位牧師這段話思想良久，覺得教

算，太少安靜等候；太多事務往來，太少關

會如何可以成身旁之人的鄰舍，是我們今天

懷祝福。信仰對人的意義，都是同時並存在

最要思想的地方。

過去、現在、將來。福音讓一個人過去的罪
得著赦免，不管人生曾走過的路積下了多少
後悔的灰塵，都可以成為真正的過去。福音
讓一個人有信心面對每一天，活在現在，而
且活得精彩。福音讓一個人對將來有盼望，

基督教在歷史中的傳揚，從來不是風調雨
順的環境，但反過來說，任何困難也阻不了福
音的擴展。關鍵是，基督徒必須弄清楚，我們
所建立的是甚麼。那不是一座建築物、一個事
工，而是一個又一個活潑的生命。

知道甚麼是要走的方向，從而取捨抉擇，有
所為有所不為。

倘若每一個信徒，都從上帝得到祝福，
並願意把這份祝福傳遞，那可以成為多大的

故此，人生重要的不是此刻、過去或未

影響。

來，而是與誰同行共舞。
我有否留下空間，讓深藍色的祝福，成
然而，有了這份同行的動力，我又如何
把這份動力，感染身旁的人？
我最近看一篇文章，文章提到美國橙郡
北部一個只有十年約200人的小型教會，服侍

為我一生的信靠仰望之所在？我有否盡所能
的力量，把這份祝福傳遞出去，成為身旁的
信靠仰望之所在？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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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文◆蔡頌輝
神州華傳的宣教士，目前在台灣中華神學研究院進修

如果別人對我
們怎麼樣，我
們就對他怎麼
樣，那麼，我
們算是個沒有
主見的人，因
為我們讓別人
來決定自己該
怎麼做。
「不以惡報惡，以辱駡還辱駡，倒要祝福；」（彼前三9）

在《為什麼我不敢告訴你我是誰》一
書中提到，有一個專欄作家——雪梨——有
一天陪一個朋友去報攤買報紙，他那朋友非
常禮貌的向報販打招呼，但所得到的竟是粗

「嗯，我就是這個樣子。」
那個作家很好奇的問：「他對你那麼不
好，為什麼你還對他這麼好呢？」

魯又不禮貌的服務。收下了報販半丟過來的

「 因 為 …… 」 他 的 朋 友 說 了 一 句 很 有

報紙，這個朋友仍然祝報販有一個快樂的週

智慧的話：「我不想讓他來決定我該怎麼

末。當這個朋友一同走到街上時，作家就問

做。」

他朋友：「這個報販老是對你那麼沒禮貌
嗎？」
「嗯！他就是那個樣子。」
「那你也總是這麼有禮貌又友善地對待
他嗎？」

本文及圖蒙作者授權轉載，謹此致謝。

回想一下，我們會不會經常讓別人來決
定自己應該怎麼做？別人對我好，我們就對
他好；別人對我笑，我就對他笑；別人對我
們不客氣，我們也不留人後的還他一擊。如
果是這樣，我們和那些不信主的人又有什麼

好書

文◆陳小小
「信望愛資訊中心」主編

不同？不妨試一試，當你被
別人激怒的時候，為他們祝
福，你會發現有所不同。也許
別人不會改變，但是你發現自
己卻改變了，變得更加開朗，
不會被人的種種軟弱左右你的

聖經彼得前書三章9節提

情緒。古人有話說：「勝人者

到：「不以惡報惡，以辱罵還辱

力，自勝者強」。意思是說，

罵，倒要祝福；因你們是為此蒙

能勝過別人只算是一個有力量

召，好叫你們承受福氣。」我們

的人，能夠勝過自己的才是真

每一個基督徒都蒙受這個呼召，

正的強者。我們如果不受自己

就是「成為一個祝福者」。

的反射反應所左右，反而能夠
為那些迫害我們的人祝福，那
我們就是勝過自己的強者了。

要做到不心存報復、不刻薄
嘲諷回去、只能祝福惹毛自己的
對方，這呼召還真難，很少人做

弟兄姐妹，你現在想起

得到。我們平凡人頂多做到「不

誰得罪你？可能是與你住在一

心存報復、不刻薄嘲諷回去」，

起，那個生活習慣讓你受不

並且躲離對方遠遠的，就很偉大

了的室友；也許是那個公司裡

了。但反過來收起自己的傷害，

看不起你，經常對你不平的

還要祝福對方，真是門都沒有。

主管；也許是那個你曾經很相

但是這竟是上帝對我們每一個基

信他，後來卻發現被他出賣或

督徒的呼召：「你要成為一個祝

欺騙的朋友；也許那個經常酗

福的人」或「你的職責就是祝

酒賭博，破壞了你的家庭，為

福。」

你的童年記憶留下重重傷痕的
父親；又或許是那個曾經移情
別戀的初戀情人……無論他是
誰，為他祝福吧！他不好是他
的問題，你不要跟著不好，你
可以選擇做正確的事，這就是
義者風範！

我開始懂得「祝福」比「詛
咒」好的道理，是成為全職媽
媽以後，在教育我的孩子時體會
的。有一次女兒把牛奶翻倒，我
就用過去常用的斥喝方式、大聲
吼「跟你說了幾百遍，拿杯子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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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心，不然水會倒出來。」結果她嚇傻了，

菜，可是因著丈夫的祝福，於是我敢嘗試煮

杵在原地，雖然也學到功課，但是我們的親

出許多的料理。如果沒有他們的祝福，而只

子互動便在緊張的關係中。但是當時聖靈突

有所謂「公平」的詛咒，那麼我一定不敢嘗

然感動我想到「祝福」，我的臉馬上一變，

試前進。

收起怒容、溫柔微笑著說「拿杯子要小心，

《用祝福來著色》整本書就是只講一個

不然水會倒出來。你要不要再試一試？」，

主題：「祝福」。作者特倫德博士是一個專

並再重新泡一杯牛奶給女兒。女兒當下就很

業的諮商師，也是一個強化婚姻和家庭關係

高興，小心地端起牛奶專心地喝，喝完還自

的機構「Encouraging Words」的總裁。就他

行拿去放在水槽裡。然後對我說「媽媽，我

的成長過程以及專業領域，他告訴我們「祝

很乖，我這次牛奶都沒有翻倒。」我就給她

福」的重要性。多少婚姻有問題、親子關係

鼓掌、並擁抱親親說「阿妹長大了」，她更

有問題、甚至是辦公室關係緊張，不就是因

是開心極了。

為缺少「祝福」？因為按著我們的習性，我

那天我有非常深的體會「祝福比詛咒

們通常選擇「公平」對待（以牙還牙）、而

好」。並且晚上睡覺時，腦中浮現許多曾經

不選擇「祝福」。然而「公平」用在人際互

祝福過我的人以及許多祝福的畫面。其實上

動裡，常常是造成更多的傷害與誤會。

帝在我身邊放置了一些很會祝福人的基督

這本書最棒的地方，不是只有談到祝

徒，這是我過去沒有感受到的。但是那一天

福的好處。書末更有「每日祝福指引」的習

我突然體會到我的成長，是這些人祝福起來

題，共三十一天（一個月）。我們可以經過

的。我的英文很爛，可是因著外國宣教士的

這一個月的實際練習，而漸漸學做「祝福

祝福，結果我才敢幫忙翻譯。我的文筆很

者」。

差，可是因著很多編輯、文字前輩、朋友的
祝福，結果我才敢一直不斷地寫。我不會煮

一起來成為祝福者吧！讓你我生命有來
自上帝與彼此的恩惠與慈愛。

用祝福來著色
Choosing to Live the Blessing

作者：約翰‧特倫德
出版社：校園出版

文◆蕭杜潔玲

心靈

大律師，同時亦熱愛烹飪，先後獲得中廚及西廚文憑，
並於多處地方教授烹飪，於1990年創辦前『香港廚藝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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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僕入；他事奉的座右銘是「藉所有的資
源，盡一切的方法，在任何地方、任何時候、
在囡囡一歲的感恩生日會中，爸爸為妳

向任何人，盡你所能去行善」。囡囡，妳可以

獻唱了一曲「生命如光」，媽媽則為妳獻唱了

從無人願做的小事上開始學習服事，以做大事

一曲「生命如花」：「求父使妳生命如花，使

的心態去做每一件小事。

人快樂增加，不嫌自己院庭狹小，願意努力開
花。」

感謝神，囡囡還未夠兩歲，事事便以人為
本，好像已經明白「關係」的重要。囡囡對任

囡囡，愛應該是我們生命中最基本的目

何人都是親切友善、溫文有禮，隨時樂意施予

標、最偉大的志向，因為神是愛，人生的重點

和分享。在媽媽心目中，妳是一朵綻放着人生

就是學習去愛——愛神和愛人。

善與美的小花。能做妳的媽媽，是神給我最大

長存恩慈的心，體恤他人的感受，留意別

的祝福、最好的禮物。

人的需要，恆常行善施予。因生命本來就是要

要表達生命如花這信息，媽媽用了糖桂

分享的，神塑造妳乃是為了要妳服事，不是要

花來烹調羊排骨，這道「桂花小羊排」甜而不

讓妳以自我為中心。約翰‧衛斯理是神極其重

膩，味道清新雋永，希望囡囡喜歡。

桂花小羊排
材料（4-6人分量）：
羊排骨
12節
炒香白芝蔴 少許
桂花汁：
糖桂花
1湯匙
水
1/4杯
糖
適量
粟粉水 適量(後下)
調味料：
醋
1湯匙
紹酒
2湯匙
生抽
2湯匙
老抽
2湯匙
糖
3湯匙
水

5湯匙

做法：
1. 羊排骨洗淨抹乾後置鍋中，加入調味料煮滾，用中慢火煮15分鐘。
2. 預備桂花汁：糖桂花及水煮滾，加糖調味，用粟粉水埋獻。
3. 將適量桂花汁傾入碟中，排上小羊排，灑上白芝麻即成。

本文轉載自蕭杜潔玲女士著作《給女兒的心靈食譜》（香港：全心出版社，2004），蒙全心出版社允准轉載，謹此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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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本

全球各地

恩愛夫婦營
澳洲分會(AUSTRALIA)
日期

事工

語言

亞特雷德(Adelaide)
6月7-9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布里斯本(Brisbane)
4月25-27日

夫婦進深營(MER2)

國

6月7-9日

恩愛夫婦營

國

6月7-9日

恩愛夫婦營

粵

5月31日-6月2日 恩愛夫婦營

粵

柏斯(Perth)

粵
國
國
國
粵
國
粵
粵
國

香港分會(HONG KONG)

悉尼(Sydney)
4月18-20日

恩愛夫婦營

粵

4月19-21日

恩愛夫婦營

國

5月2-4日

夫婦進深營(MER2)

國

6月7-9日

恩愛夫婦營

國

10月4-6日

恩愛夫婦營

粵

10月4-6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加拿大分會(CANADA)
日期

多倫多(Toronto)
4月25-27日
恩愛夫婦營
5月17-19日
夫婦進深營(MER2)
6月20-22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7月25-27日
恩愛夫婦營
11月7-9日
夫婦進深營(MER2)
溫哥華(Vancouver)
5月23-25日
恩愛夫婦營
6月20-22日
恩愛夫婦營
10月31日-11月2日 夫婦進深營(MER2)
11月8-10日
夫婦進深營(MER2)

事工

語言

亞省(Alberta)
9月12-14日

恩愛夫婦營

國

10月24-26日

恩愛夫婦營

粵

渥太華∕滿地可(Ottawa/Montreal)
4月25-27日

恩愛夫婦營

國

4月25-27日

恩愛夫婦營

粵

日期
4月4-6日
4月18-20日
5月31日-6月2日
7月25-27日
8月1-3日
8月8-10日
10月1-3日
12月29-31日

事工
恩愛夫婦營
恩愛夫婦營
恩愛夫婦營
帶領夫婦訓練(LCT)
恩愛夫婦營
夫婦進深營(MER2)
恩愛夫婦營
教牧夫婦營(PMER)

語言
粵
粵
粵
粵
粵
粵
粵
粵

台灣分會(TAIWAN)
日期
事工
台中／台北(Taichung/Taipei)
4月18-20日
恩愛夫婦營
5月16-18日
恩愛夫婦營
6月20-22日
恩愛夫婦營
7月18-20日
恩愛夫婦營
8月15-17日
恩愛夫婦營
9月19-21日
恩愛夫婦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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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
國
國
國
國
國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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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事本
美國分會(USA)
日期

事工

波士頓(Boston)
語言

洛杉磯(Los Angeles)
5月16-18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國

5月24-26日

恩愛夫婦營

國

8月30-9月1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北加州(North California)

4月4-6日

恩愛夫婦營

粵

4月11-13日

恩愛夫婦營

國

5月2-4日

恩愛夫婦營

國

11月7-9日

恩愛夫婦營

國

維吉尼亞(Virginia)
11月7-9日

恩愛夫婦營

賓夕凡尼亞(Pennsylvania)

5月2-4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粵

8月15-17日

5月24-26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南佛羅里達(South Florida)

8月30-9月1日

恩愛夫婦營

國

8月30日-9月1日 恩愛夫婦營

8月30-9月1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北卡羅萊納(North Carolina)

10月3-5日

夫婦進深營(MER2)

粵

聖地牙哥(San Diego)
8月30-9月1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國

南加州(South California)

10月10-12日

恩愛夫婦營

恩愛夫婦營

國
粵
國

英國(UK)
日期

事工

語言

米爾頓凱恩斯(米頓堅)(Milton Keynes)

7月4-6日

恩愛夫婦營

粵

10月27-29日

10月10-12日

夫婦進深營(MER2)

粵

斯文敦(Swindon)

11月28-30日

夫婦進深營(MER2)

國

5月26-28日

國

馬來西亞(MALAYSIA)

恩愛夫婦營

粵

恩愛夫婦營

粵

鳳凰城(Phoenix)
8月30日-9月1日 恩愛夫婦營

日期

芝加哥(Chicago)
4月11-13日

恩愛夫婦營

國

10月24-26日

恩愛夫婦營

國

5月24日-26日

恩愛夫婦營

國

詩巫(Sibu)

10月17-19日

夫婦進深營(MER2)

國

俄亥俄(Ohio)

10月31日-11月2日 恩愛夫婦營

國

休士頓(Houston)
6月6-8日

恩愛夫婦營

國

8月29-31日

恩愛夫婦營

國

12月5-7日

恩愛夫婦營

國

恩愛夫婦營

國

達拉斯(Dallas)
5月24日-26日

語言

恩愛夫婦營

國

恩愛夫婦營

國

5月27-29日

教牧夫婦營(PMER)

國

6月1-3日

恩愛夫婦營

國

7月27-29日

恩愛夫婦營

國

12月4-6日

夫婦進深營(MER2)

國

10月4-6日
馬六甲(Malacca)
6月5-7日

印第安納(Indiana)

事工

哥打京那峇魯(Kota Kinabalu)

新加坡(SINGAPORE)
日期

事工

語言

10月22-24日

帶領夫婦訓練(LCT)

國

10月23-25日

恩愛夫婦營

英

11月28-3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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禱告網

感謝主的深恩厚愛帶領國際家新踏入第廿四個年

請為建立帶領夫婦及跟進小組資料庫，及提供支持

頭，服侍和祝福更多華人的婚姻和家庭。去年

訓練課程等代禱。求神使用這些支援系統，幫助同

自第八屆同工大會後，國際家新再一次深化、

工們能夠更加清晰掌握課程內容及精髓，服侍更有

強調「家新」的核心價值(Core Value)、異象

效率，建造、提升帶領夫婦們的生命品格。

(Vision)、使命 (Mission)、及策略(Strategy)，讓
所有家新人能更清楚「家新」的異象是要將人帶

請為順利建造「家新園」計劃代禱，現正等候香港政

到神面前，「建立全人生命品格，活像基督的家

府批出建築執照申請，預計在2014年第二季開始建

新人」，活出基督的生命，讓婚姻的福音繼續在

造。若一切順利，我們預計在2015年下半年建造完

這世代發揮屬靈的震撼力。

成。請繼續為「家新園」的建築設施費代禱，求神供
應一切所需。

至2013年底全球已經訓練過883對恩愛夫婦
營帶領夫婦，目前仍然積極投入者，約587對

我們的計劃是家新訓練學院將以家新園為基地，開

「檢定合格帶領夫婦」及「實習帶領夫婦」；

展有家新特色的婚姻、家庭事工及工人的培訓，同

請為他們及跟進小組長守望禱告。為他們個人

時也兼顧家庭事工工人，全人生命品格的造就。在

與主的關係、夫妻的同心、家人的平安代禱。

家新園尚未建造完成前，國際家新已着手找尋合神

也求神加能加力，賜福及使用他們。也求主呼

心意的人選來負責開拓家新訓練學院。求神親自預

召及裝備更多願意委身的帶領夫婦同工，祝福

備和呼召這位學院院長，能適時到任。

全球華人婚姻家庭。
請為國內事工發展禱告，求主祝福和引領「家齊社
請為「基層恩愛夫婦營」在中、港、台三地的

會服務中心」能服事更多國內教會及社會群體，好

推展代禱，特別記念已開始發展的地區及已受

讓這婚姻的福音能拯救處於水深火熱的家庭，使更

訓的帶領夫婦，求神繼續保守及祝福更多的基

多華人婚姻得蒙造就。

層家庭。也求主呼召及裝備願意投身服侍基層
的夫婦，同心協力祝福基層的婚姻家庭。

感謝主不斷擴展「家新」的境界，請為計劃發展的
新地區守望禱告，如中南美洲、蘇格蘭、歐洲和日

請為「夫婦進深營」(MER2)的事工及帶領夫婦

本等地，求主帶領新地區事工的發展。

們代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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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邱清泰會長的身、心、靈禱告，求神賜下額外

能有力的持續相愛與饒恕。又幫助參加的夫婦

的恩典和能力，祝福他有美好的靈性和健康的體魄

與神的關係向上進深(Go Higher)，建立在靈裡

繼續服侍主。也為會長的日常生活起居蒙保守禱

與主三人共步的親密關係，從而讓夫婦關係往

告，求神賜下足夠的恩典，讓會長雖是孤身

下扎根（Go Deeper），進入更深。也請為計

一人但心裡並不孤單，因有永生的神與

劃今年開展系統的MER2之「帶領夫婦訓練課

他同行同在。請繼續為會長一家守

程」禱告，盼望能加快培訓「夫婦進深營」之

望代禱，求聖靈我們的保惠師

帶領夫婦。

安慰他們，早日走出哀傷。

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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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

國際家新（總部）
會長：邱清泰
Dr. Chiu, Peter
外務處副會長：游國祥
Mr. Yu, David
內務處副會長：鍾漢坤
Mr. Cheng, H. K. 	
直接事工處助理副會長：何景昕
Mr. Ho, Kenneth 	
國際基層事工部：羅國雄
Mr. Law, Basic
國際家新香港聯絡處
Tel: (852) 2453-3001
Fax: (852) 3013-8947
E-mail: hq@cffc.org
Website: www.cffc.org

美國家新
總幹事：郝偉業
Mr. Hao, Wei
Tel: (626) 337-7200
Fax: (626) 337-7233
E-mail: info@cffcusa.org
Website: www.cffcusa.org

加拿大家新
總幹事：利奇威
Mr. Li, Francis
Tel: (604) 875-0203
Fax: (604) 875-0221
E-mail: francisli@cffc.ca
Website: www.cffc.ca

洛杉磯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官明正
Mr. Kung, Peter 
Tel: (909) 594-8687
E-mail: losangeles@cffcusa.org

加拿大分會辦公室/溫哥華事工
辦公室主任：譚祖耀
Mr. Tam, Paul
西岸粵語事工主任：蕭樹德
Mr. Siu, Duncan
西岸國語事工主任：董佳績
Mr. Tung, George
Tel: (604) 875-0203
Fax: (604) 875-0221
Email: canada@cffc.ca

北加州國語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林國裕
Mr. Lin, Kuo-Yu
Tel: (408) 253-4027
Cell: (408) 568-2452
E-mail: nca.mmer@cffcusa.org

澳洲家新
會長：蔡榮興
Mr. Choi, Wing Hing 
Tel: (612) 9715-6923	
Fax: (612) 9715-6924	
E-mail: info@mffc.org.au
Website: www.mffc.org.au

北加州粵語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張朝樑
Mr. Cheung, Tyvis
Tel: (408) 249-3528
E-mail: nca.cmer@cffcusa.org

香港家新
會長：黃子建
Mr. Wong, Francis 
幹事：劉羅瑞儀
Mrs. Lau, Karen
王醒材
Mr. Wong, Sing Choi
Tel: (852) 2420-5116
(852) 2420-5316
Fax: (852) 2420-3591
E-mail: cffc@cffc.org.hk
Website: www.cffc.org.hk
台灣家新
理事長：陳增韡
Mr. Chen, Jen-Wei
執行長：陳證安
Mr. Chen, Anderson
Tel: (886) 07-522-3009
Fax: (886) 07-522-7367
E-mail: cffctai@ms67.hinet.net
Website: www.cffc.org.tw

多倫多家新辦公室
東岸國語事工主任：劉紅
Mr. Liu, Leon
多倫多辦公室主任/
東岸粵語事工副主任：馮俊賢
Mr. Feng, John
Tel: (647) 298-7376
Fax: (604) 875-0221
E-mail: toronto@cffc.ca

聖地牙哥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余賜隆
Mr. Yu, Slong
Tel: (858) 672-1628 
E-mail: sandiego@cffcusa.org

愛民頓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杜家源
Mr. Doo, Ivan
Tel: (780) 904-6562
E-mail: edmonton@cffc.ca

芝加哥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王勇強
Mr. Wang, Yong Qiang
Tel: (630) 499-5606
E-mail: chicago@cffcusa.org

卡加里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吳旭鴻
Mr. Ngo, Emmanuel
Tel: (403) 730-8216
Fax: (403) 250-7369
E-mail: calgary@cffc.ca

底特律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趙秉剛
Mr. Chao, Ping-Kang
Tel: (248) 489-4199
E-mail: detroit@cffcusa.org

渥太華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陳國樑
Mr. Chan, Simon
Tel: (613) 739-5615
E-mail: ottawa@cffc.ca

休士頓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程潤偉
Mr. Cheng, Runwei
Tel: (281) 201-5580
E-mail: houston@cffcusa.org

滿地可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郭立國
Mr. Quach, Denh Koac
Tel: (450) 465-0088
E-mail: montreal@cffc.ca

國際家新董事會（2014）

國際家新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

主席：邱清泰
董事：龍紹榮
劉鴻彬

王永信 王懷恩 吳克定
祁少麟 周永健 蔡元雲
羅德麟（按姓名筆劃排列）

游國祥
龐元燊

林治平
蘇慈安

溫尼辟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梁敏
Mrs. Wei, Angela 
Tel: (204)793-1045 
E-mail: winnipeg@cffc.ca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潘乃邦
Mr. Poon, Peter
Tel: (65)9651-0472
E-mail: cffc.sg@gmail.com
東馬來西亞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劉邦耀
Mr. Lau, James
Tel: (6084) 336362
Cell: (6013) 8028222
E-mail: jvnjyeu@gmail.com
Website: www.mycffc.byethost2.com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陳廣材
Mr. Chan, Kwong Choy
Tel: (44) 20-8684-3280
E-mail: cffc.org.uk@googlemail.com
Website: www.cffc.org.uk
北歐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鄭日耀
Mr. Cheng, Yat Yiu
Tel/Fax: (47) 2223-7192
E-mail: yatyiucheng@dinner.no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柯善士 
Mr. Ko, Tony
Tel: (54) 11-4522-5466
Fax: (54) 11-4523-6068
E-mail: tonyko@cika.com
巴拉圭事工籌備小組
聯絡人：趙邦約
Mr. Chao, Pang Yueh
Tel: (55) 45-30282810
Cell: (55) 45-91152700
E-mail: harden-chao@hotmail.com
智利事工籌備小組
聯絡人：朱原良
Mr. Chu, Luis
Tel: (56) 2-5820990
Cell: (56) 08-82635918
E-mail: luischu@crownaluminio.cl

一般信徒只會為人或事工「代求」，
卻沒有意識到神已經把「祝福」的這
個極大權柄也賜給今日普世的信徒！

◯ 請寄電子版《家新季刊》

◯ 請寄印刷版《家新季刊》

◯ 請停止電郵《家新季刊》

◯ 請停止郵寄《家新季刊》

日常生活中，我們最多只會在婚宴或

◯ 更改資料

◯ 奉獻支持「國際家新」

生日派對中給予別人祝福，其他時間
相對較少。在家庭裡，父母有否每天

個人資料

為孩子祝福，讓他們有積極及正面的

中文姓名

價值觀？在教會裡，弟兄姊妹有否衷

英文姓名

心彼此祝福，讓彼此的靈命與事奉得

通訊地址

力？在辦公室裡，同事間會否祝福，
有順利的工作與及和諧的人際關係？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其實每個人都可以成為祝福的使者，

郵寄編號（如有，於郵寄標籤右下角編號）

在生活中任何時候、細節上，都把祝
福送給別人。簡單的一句祝福帶來的

奉獻方法

影響是我們沒法想像，因為生發果效

香港地區

的是上帝，我們不知道上帝會怎樣使

1. 支票奉獻

用它。能常常希望帶祝福給別人的同

港幣抬頭「家庭更新協會國際有限公司」或

時，自己也蒙受祝福，何樂而不為？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Ltd」
2. 直接存入銀行帳戶

祝福更能化解恨仇，讓我們一同來

帳戶名稱：「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Ltd」		

「化負為正」，不再埋怨及咒罵，齊

中國銀行(香港) : 012-375-00017373

來把祝福傳遞開去！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 808-116032-001

美加及其他地區
1. 支票奉獻
美金抬頭「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美金支票寄：P.O. Box 610301, San Jose, CA95161-0301 USA）
出版：

2. 網上奉獻	
請登入www.cffc.org/web_donation2.php奉獻
（港幣請用

美金請用

人民幣請用

）

信用卡奉獻
○

○

有效日期

 	

驗證碼（卡背簽名欄最後三個數字）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授權一次轉帳金額為				
擬定轉帳日期為		

年

月

日

○持卡人授權每月 / 每三個月 / 每半年 / 每年轉帳金額
 轉帳直至 ○一年 ○三年 ○五年 ○另行通告
持卡人簽名

日期

○ 請寄回收據 (港幣奉獻$100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減免香港稅
項；美元奉獻可獲發美國免稅收據)
○ 收據抬頭並非捐款者本人（請以英文列明）

表格請寄回總會香港辦公室，亦可傳真或電郵至總會。

國際家庭更新協會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2-16號鍾意恆勝中心604室
No. 604, 6/F, Join In Hang Sing Centre
2-16 Kwai Fung Crescen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Tel : (852) 2453-3001
Fax : (852) 3013-8947
E-mail : hq@cffc.org
Website : www.cffc.org

國 際 家 新 會 長：邱清泰
國際編輯委員會：邱清泰 何景昕 胡嘉麗
龐陳麗娟 張潔恩
國 際 文 宣 大 使：鄭李美好 池陳倩明
		
李于靜如 曹越
設 計 同 工：張潔恩
多 媒 體 同 工：張志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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