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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清泰◆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

美國「守約者」（Promise Keepers）事

工的一項研究清楚的顯示男人屬靈的影

響力：

⑴如果一個家庭是小孩子先來教會接著

信主，這個家庭會全家投入教會的機

會是3.5%

⑵ 如果一個家庭是妻子∕母親先來教會

接著信主，這個家庭會全家投入教會

的機會是17%

⑶ 如果一個家庭是丈夫∕父親先來教會

接著信主，這個家庭會全家投入教會

的機會是93%

這個研究讓我們看到男人在信仰上對家

庭的感染力以及帶領全家投入教會的影

響力，是何等的驚人和巨大！

我和竹君在八零年代初期還在「中國信

徒佈道會」服侍的時候，就開始辦過三

天二夜的「水牛補習班」（專為男士舉

辦的周末營）。後來因為人手經費的限

制，而不得不放下「男人事工」的推展

而專注在「夫妻婚姻成長」的事工。但

這三十多年來卻沒有忘記和消減了這方

面的負擔和感動。今天「家新」走過¼

的世紀，「恩愛夫婦營」和「夫婦進深

營」雖然幫助了成千上萬的家庭，卻發

現許多弟兄仍然蹣跚、艱苦的摸索如何

做個「神國好漢」，和贏得妻兒愛戴和

尊敬的好男人、好丈夫和好爸爸！

最近這幾年，「夫婦進深營」(Level II)

的課程越來越趨成熟和逐漸上軌道。

2015年舉辦了20次的「夫婦進深營」，

神在創造宇宙萬物之後，開

始按照自己的形像造人之時，

先創造男人。可見男人在神心

目中之地位和重要性。

但在創造男人之後，神覺得「那人

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

他」（創2:18），隨即創造了女人。從

神的創造目的以及心意來說，女人的獨

特性和必須性又是如此的昭然若揭。

接著，神吩咐亞當和夏娃離開父母，與

妻子連合，二人成為一體（創2:24），

人類的婚姻家庭制度於焉設立。

神給第一個男人的呼召與使命是「管

理」和「治理」這地（創1:28）。在婚

姻的關係裡面，神吩咐做丈夫的「要愛

你的妻子，正如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

己」（弗5:25）。前者是做「頭」的功能

—管理、治理。優秀的「經理」必須

冷靜、剛毅，鐵的意志，當機立斷。後

者是做「心」的角色—溫柔、體貼、

細心、保護。成功的丈夫必須能夠「低

頭」順心、以德服人，讓妻子覺得被

愛，以致她願意至死相隨，無怨無悔。

成功的男人若要同時擁有「鐵」一般的

毅力，不折不撓，以及似水柔情、不

離不棄的撓指「柔」，他必須「剛柔並

濟」。在「外」，不管是職場的事業或是

神托付的天國事業，男人是「鐵漢」；

在「內」，男人必須以「愛」為「頭」，

贏得妻兒五體投地的順服與尊重。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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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過去40年服事主的經驗，以及「成

人學習心理學」的研究結論，要幫助男

人活出「有情有理、鐵漢柔情」的真男

人，單靠大型講座或單向聆聽講道的傳

統方法是絕對無法帶出長期持續、改變

舊我、活出真我的果效。唯有透過下

列三種跟進的落實：⑴個人與主的每

日連接（手機充電）；⑵師徒1對1的

門訓關係；⑶4至6人的「弟兄跟進小

組」。

而最重要的是每個男人都需天天專注在

主耶穌的身上，與主建立一生不離不棄

的關係。「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

你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來

12:3）因為主耶穌是天地之間唯一至情

至性、有頭有心、剛柔並濟的真男人的

典範！

2016年全球各分會計劃開辦的共37

次，幾乎是雙倍的增進。許多參加過

LevelⅡ的夫婦多次的追問：「家新」的

LevelⅢ是什麼？何時可以啟動？

經 過 多 年 的 禱 告 和 思 考 ， 我 在 去 年

（2015年）「國際家新」的董事會中

提出以「男人事工」作為Level III的主

題，亦獲支持和通過。去年開始在香港

的一間教會測試，迴響熱烈和肯定。今

年亦計劃在一兩個分會測試，如果神祝

福，測試的結果滿意，希望能在2017

年全面推出，請代禱！

聖經既然界定男人天賦的召命是做一個

「鐵漢柔情」的真男人，那麼我們必須

清楚神創造「婚姻」的目的是什麼！明

白「目的」的內涵之後，才能瀟灑活出

有「頭」有「心」，剛柔並濟的真男人

角色。簡而言之，婚姻的目的在追求

「聖潔像主」（Holiness），而不在乎

「幸福快樂」（Happiness）。

聖潔像主

(Holiness)

幸福快樂

(Happiness)

人生目標 本 末

優先順序 先 後

價值意義 永恆 短暫

層次深度 內在 外在

生命向度 靈性 身心

生存意義 基督中心 自我中心

核心動機 討神喜悅   討己喜悅

人我考量 利她 利己

終極目標 活像基督 自我實現

專注向度 靈 魂與體

夫妻關係

中以愛作

「頭」

兼善互補 獨善惟我

我成全你 你成全我

改變自我 改變對方

下行之路 上行之路

我死你活 你死我活

活出 

「鐵漢」 

的風采

敢於承擔 推卸責任

面對風雨 逃避問題

謙卑僕人 強勢領導

以德服人 以權制勝

以柔克剛 以力克敵

以愛為頭 以惡強求

捨命愛妻 驕縱狂傲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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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工。預計2016年會開辦至少15次

帶領夫婦訓練。

②全球MER1檢定合格訓練夫婦

⑴自2015年起，全球共有六對MER1“檢

定合格訓練夫婦”(Certified Trainer 

Couple)的名單如下：

 亞太區： 

柴強、王益夫婦（中國國語）； 

龐元燊、陳麗娟夫婦（香港粵語）；

何景昕、胡嘉麗夫婦（香港粵語）

 北美區： 

郝偉業、聶寧娟夫婦（美國國語）；

盧春生、黃美香夫婦（加拿大粵語）；

陳俊勝、王國珍夫婦（加拿大國語）

會 長 的 話

哈利路亞！讚美慈

愛主的信實不變，

帶 領 「 家 新 」 走

過四份之一世紀！回顧2015

年，感謝主的恩典不但夠用，

而 且 是 祝 福 滿 滿 、 豐 足 有

餘！要數算述說主恩的事

情實在太多，其中最感恩

的是：

①重點事工

⑴ “恩愛夫婦營”(MER1) 

2015年全球共舉辦了199

個營會，國語營會有153次，粵語

營會有46次，總計有2758對夫婦參

加，夫婦關係得以改善。預計2016

年開辦至少189個MER1。

⑵ “夫婦進深營”(MER2) 2015年全球

共舉辦了20次，14個國語及6個粵語

營會，總計有208對恩愛夫婦參加，

夫婦生命一同在主裡成長。2016年

計劃開辦至少36個MER2。

⑶ “帶領夫婦訓練”(LCT) 2015年全

球共舉辦了16次訓練，13個國語和

3個粵語，共有99對夫婦委身接受裝

備，投入“恩愛夫婦營”(MER1)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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⑵ 至2015年底為止全球“檢定合格

帶領夫婦”(CLC )和“實習帶領夫

婦”(LCIT)，總共有1076對，其中國

語的有659對，粵語的有417對。

⑶ 2015年底為止全球積極參與投入帶

領“恩愛夫婦營”(MER1)的共有624

對，粵語有204對，國語共420對。

其中“實習帶領夫婦”(LCIT)佔409

對，粵語有103對，國語共306對。

③“夫婦進深營”(MER2)之檢定合

格訓練夫婦

2016年將會繼續全力推動及發展“夫

婦進深營”(MER2)的事工。全球現共

有七對“夫婦進深營訓練夫婦”(MER2 

Certified Trainer Couple—CTC)，名單

如下：

亞太區三對： 

柴強、王益夫婦（中國國語）； 

龐元燊、陳麗娟夫婦（香港粵語）； 

何景昕、胡嘉麗夫婦（香港粵語）

北美區四對： 

郝偉業、聶寧娟夫婦（美國國語）； 

盧春生、黃美香夫婦（加拿大粵語）； 

劉紅、杜紅梅夫婦（加拿大國語）； 

李大偉、于靜如夫婦（加拿大國語）

求主賜福以上全球“檢定合格訓練夫

婦”，使用他們承傳「家新」的核心價

值、異象和使命，活出基督的生命，成

為更多華人婚姻家庭的祝福！

④“家新園”最新近況

由於「家新園」的建築許可證已等待兩

年，仍然遲遲未能發下，為免躭誤拖延

「家新園」以及「家新訓練學院」的興

建計劃，董事會最近議決出售原已購買

之土地，並積極進行購買新園址之計

劃。請在天父面前逼切代禱。

⑤歡迎新董事加入國際家新董事會

及總部人事異動

⑴ 歡迎新任董事澳洲家新譚祖德(Peter 

Tam)弟兄，經國際家新董事會多次邀

請後，從2016年1月1日正式加入國

際家新董事會，成為第一位澳洲分會

的代表成員。求神祝福使用譚弟兄在

國際家新的服事。

⑵ 感謝龍紹榮律師過去六年來在“國際

家新”董事會盡心盡力的擺上，並於

2015年底功成身退。求主親自祝福

和報答龍律師忠心的服事。

⑶ 總部三位同工：何景昕、胡嘉麗及張

志忠，分別於三月底提出辭呈。三位

同工均各已覓得新工作，為他們感

恩。願主祝福他們下一階段的服事生

涯，主恩夠用；也為承接他們崗位的

新同工代禱，求主預備。

⑥25周年銀禧慶典暨第九屆家新全

球同工大會

感謝神豐盛的供應，25周年銀禧慶典

晚宴暨第九屆全球家新同工大會已圓滿

落幕，全球有248人出席第九屆家新全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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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該對夫婦誠實向本人提報真相，他

們正直誠實的品格令人敬佩。為著我的

疏忽失誤，謹代表本人以及「國際家

新」向全球同工及家新人致上最深的歉

意，並請主內原諒。

⑨總部對全球分會的支援

為了對分會之關懷和支持，2016年會

是我再一次披上戰袍，風塵僕僕的效法

耶穌當年從一鄉到一鎮、從一鎮到一城

的去把十架的福音和婚姻的福音傳給分

佈世界各個角落，在黑暗苦海裏浮沉的

骨肉之親。我心裏的禱告是藉著這一次

的出擊，能夠帶起另一波「回歸耶穌、

聖經—重視婚姻、家庭」的浪潮和震

撼，就像25年前「家新」剛起步時一

樣。也盼望能夠協助全球分會再一次推

開許多教會的門和得着更多尚未打開心

門的未得之民。按照2016年的事工計

劃，我將至少探望超過10個國家和25

個城市。我懇切呼籲您在公禱和私禱中

記念我的行程，身、心靈的力量，有更

多的安靜等候，好叫我能重新得力，如

鷹展翅上騰，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

乏！

球同工大會，360人出席25周年銀禧慶

典晚宴，讓各地同工再一次經歷神美善

的作為！四天三夜美好的天氣、舒適的

環境、豐富的餐飲、活潑的團隊活動、

啟發式的信息，讓同工們盡情地浸泡在

主的同在中，全程享受身心靈的饗宴！

願一切的榮耀歸予神！

⑦MER3—男人（弟兄）事工之發展

及推動

早在「家新」草創之90年代初期，本

已編寫「水牛補習班」（也是3天2

夜）之訓練資料及學員手冊，隨後因全

力推動「恩愛夫婦訓練」事工而擱置一

邊。近年發現即使有弟兄參加過MER1

和MER2，仍然無法落實神設計之「男

人做頭」以及「屬靈領袖」之角色，故

此經長時間禱告之後，決定「家新」

第三波之事工主軸將放在推動「MER3

—弟兄事工」上面。2015年已經在

一間教會測試，迴嚮熱烈。今年會繼續

更新及提升原有之訓練內容，希望再經

一、兩年之測試後，可以推出較成熟的

訓練課程。請代禱。

⑧鄭重道歉啟示

去年12月「全球同工大會」以及「25

週年銀禧慶典晚宴」中曾經公開恭賀及

表揚幾對投身「家新」超過20年以上

的帶領夫婦。事隔一個月之後才得悉因

為「直接事工處」之資料庫(Database)

有誤，其中一對帶領夫婦年資未達20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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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	第9屆世界華福大會以及歐洲華人教牧研討會議

感謝主，「世界華人福音事工推廣中心」（簡稱「華福」）邀請本人將於2016年8月

22-26日在台灣台北舉行的「第九屆世界華人福音會議」中發表研究報告，介紹「家

新」25年來「恩愛夫婦營」的事工對教會中的門徒訓練以及普世差傳之貢獻與果效。

大會期間將有來自全球73個國家、地區之1500位華人教牧以及平信徒領袖代表參加。

但願神透過這次的報告能再次激勵普世華人教會注重更新及建立信徒的「基督化婚姻

家庭」，以帶動教會的傳福音以及差傳事工的熱情與落實。

另外，本人亦被邀參加2016年10月10-13日在德國漢堡舉辦的「歐洲華人教牧研討大

會」發表「婚姻與家庭事工對教會廣傳福音以及推動普世差傳之果效與貢獻」的研究

報告，敬請一併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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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盈餘	USD$378,402

2016年總支出需要奉獻

USD$354,332
平均每月所需奉獻

USD$29,528

2015年財務總結 2016年財務總結預算
項目 收入 (USD) 支出 (USD) 收入 (USD) 支出 (USD)

奉獻 $807,858 $152,419

其他收入註1 $263,544 $221,169

人事開支 $455,308 $474,390

行政開支 $212,936 $241,030

差傳奉獻註2 $24,725 $12,500

總數 $1,071,402 $692,969 $373,588 $727,920

家新園事工
第二階段收支概況與經費需要（2013年2月1日至2015年12月31日）  HKD USD

家新園奉獻收入 4,908,700 633,380.70

免息貸款金額 

*不包括購買家新園土地之前的免息貸款(HKD9,500,000)
16,320,000 2,105,806.45

累積收入總額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21,228,700 2,739,187.15

扣減支出

建築牌照、土地測量、建築師等費用 (1,502,172) (193,829)

付還到期免息貸款 (10,820,000) (1,396,129)

累積總餘額 (截止2015年12月31日) 8,906,529 1,149,230

扣減未來支出

興建工程、內部裝潢、傢具等 (30,000,000) (3,870,968)

付還剩餘免息貸款 (15,000,000) (1,935,484)

第二階段尚需籌款金額 (36,093,471) (4,657,222)

會 長 的 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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肩頭上。在講求兩性角色平等、平權的大

前題之下，今天的基督徒弟兄，如何繼續

扮演神給予我們作「頭」的角色？回望今

天男士的光景，以編輯給我的題目來反

思，男人是否愈來愈窮乏、感到自己的羞

愧，失卻了上帝創造男士原先的地位，要

重建男士的豐富和尊貴。我們可以從幾個

男性角色轉變的現象作反思。

從嚴父到貓爸

傳統男士在家庭的角色是一家之主，不單

是家庭的經濟支柱，他更是執行家規的權

威人物，他維持家庭的價值的標準，對

子女的管教傾向嚴厲，有時候重理多於

情，不容易親近。但這個角色近年起了

區祥江◆香港中國神學研究院輔導科副教授

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時候，想起九十年代

在北美興起的基督徒男士運動：「守約

者」，這運動曾經呼喚數以萬計的男士，

在大球場內一起不分種族的敬拜，立約回

歸到神、家庭，社會的尊貴角色，可惜這

運動太著重以大型聚會那種捕捉男士眼目

的注意、追求沒有原則的合一、以及在盛

會過後未能尋找一個承載一班男士能持續

作主門徒的模式，這運動帶來男士復興的

短暫光輝，這運動很快因為財務的浩大而

慢慢下落。

反觀現代女性在學歷和社會地位上不斷提

升，在職場上可說是跟男士平分天下，甚

至不少家庭的經濟由男士為支柱轉到女性

還我男人的

豐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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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八十度的轉變，現代有「虎媽貓爸」

的互動，簡單來說是「嚴母慈父」的現代

詮釋。現代父親的角色被動、對子女寬

鬆，他的被動和寬鬆令太太擔當一個主動

和嚴格的角色對子女，是兩性角色此消彼

長的後果，不是一種健康的轉變。有時候

在角色轉變的過程我們會矯枉過正，由

鐘擺的一邊轉到另一邊。 以父母角色以

言，我們理想的平衡是恩威並重、天父作

為我們學做父親的典範，像浪子比喻內的

父親，有情有理，慈祥加上有清晰的價值

原則是現代基督徒父親應該追求的方向。 

夫妻平權下如何作妻子的「頭」

「丈夫是妻子的頭」這觀念是基督徒獨有

的，教外人則多以「丈夫是一家之主」

取代。我認為「頭」的意思比「主」優

勝，雖然，兩者都有權柄的含義，但

「主」是相對「僕」，「頭」是相對「身

體」，「主僕」的階級觀念較強，頭和身

體是彼此相連的，雖然「身體」也需要順

服「頭」的帶領，保羅在以弗所書描述

「頭」的時候，要談到基督對教會捨己的

愛，以及用「道」把教會洗淨。丈夫作為

「頭」，若以愛和神的道作為指引，妻子

的回應，必然是順服。出於愛和真理旳帶

領，比階級帶來的權柄更有效。 

有人將丈夫要做「頭」的要求，只局限於

決策權的使用上，有不少基督徒丈夫，要

承擔這最後決策的責任而感到十分大壓

力。 若他們與太太的方案有出入，他們

多數不敢強用自己的意見，否則事後要承

受太太不快的情緒，為了息事寧人，丈夫

已學識看太太的眉頭眼額，未能真正發揮

帶領的功能。暗地裡，他們會認為太太只

是口頭上期望自己做「頭」。實際上，一

家之主是太太而不是自己。 我對「頭」

有另一種看法，頭是身體的中樞神經，它

負責收集身體的資訊，體察身體的需要，

然後作出一個對整個身體都有益的指引，

有人說，丈夫作為頭最重要的角色是主動

和「帶頭」，他首先觀察到家庭和妻子的

需要，他並不需要掌握所有決策的方案，

他的角色是聆聽眾人的心聲，帶動他們表

達意見，他作出分析、綜合和帶領共同作

出決定，若丈夫主動帶頭（init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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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太就會順服回應（response）。 我們要

在家庭之內發揮帶頭、做頭的作用，使家

庭活在愛和真理之中，這是我們作丈夫的

尊榮。

回歸到耶穌的典範

我們基督徒男士有一個無限的光榮，就是

主耶穌以男士的身份降世為人，祂在四福

音留下生活的片斷，行事為人的典範，可

以給我們男士不少作男人的啟迪。基督

降卑，虛己成為奴僕，順服至死的愛是

我們男士跟身邊的人關係上的模範，就

是servant leadership僕人領導，基督就是

透過作僕人去帶領我們，他甘願為門徒洗

腳，是僕人領導最崇高的榜樣。

基督要求我們作男士的，學習他的榜樣，

他本有神的形象，降世為人為奴僕，這地

位上下跌的幅度是不可想像的，是一種忘

我的最高境界。我們男士有時候太介意自

己的身份地位，感到地位上不及他人高的

時候(包括自己太太)，很容易感到自卑和

缺乏勇氣去作帶領。

當我們像耶穌不計較什麼地位，忘記自己

的個人需要，將妻子、兒女、同事等的需

要放在自己服侍目標，像僕人服侍主人的

付出，這種虛己，捨己的愛，身邊的人會

看在眼內，自然被我們的愛所感動，當我

們以家庭和他人的需要為考慮，作出什麼

帶領的方向，太太、子女甚至我們工作上

的下屬也自然會順服回應，這是神要我們

學效他作帶領的定律。

作父親、丈夫和男人是我們三個重要的角

色，聖經都有很豐富的學習指引，男士若

以主的話語為行事為人的依歸，重捨豐盛

和尊貴的生命，是一個可望而又可及的目

標，與主內的弟兄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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獲得優良的成績，或做事成功時，父母就

讚許他、以他為榮；相反，如果他考試不

合格或做事失敗，就會遭受父母責備、懲

罰，甚至拒絕。因此，一個人的成長過

程，是一個需要在社會階梯上不斷向上攀

爬的過程。毫無疑問，這種「向上移動」

(upward mobility)就變成每個男人心中唯

一的人生方向，而對他來說，豐盛與榮耀

就在成功階梯的頂部。

可惜，只一味追求（還要盡快）達致成功

（即名、利、財、權），往往要付上極大

的代價包括健康的損失、家庭的疏離以及

害怕和擔憂失去一切等等。

似乎「向上移動」並不能帶給男人真正的

豐榮。究竟豐榮的人生怎能獲得呢？

耶穌指出另一個方向—「向下移動」

(downward mobility)：「凡自高的，必

降為卑；自卑的，必升為高。」（馬

的 豐 榮

曾立煌◆資深教育工作者及作家

引言

2012年9月於加拿大多倫多領會完之後，

參加城北華人基督教會主日崇拜。聚會

前遇見主任牧師陳琛儀牧師。閒談間牧

師突然要求我用一句說話總結男人要學習

的功課。突如其來的「考試」險些難倒

我。思考片刻，我就這樣回答他：「男人

必須謙卑，學習從以自我為中心的控制意

志(will to control)轉變到效法耶穌以愛為

中心的意志(will to love)。」陳牧師似乎

滿意我的回答，跟我握手表示感謝我的意

見。

是的，以上那句說話正是男人獲得豐榮的

秘訣。

豐榮始於謙卑

在社會化的過程中，每個男人自小由父母

灌輸「要成功才是個男人」的觀念。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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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廿三）這裡「自卑」解作「謙卑」

(humble)。耶穌認為豐榮的人生始於謙

卑。留意，耶穌不單口說，還以行動去說

明這個真理：「祂本有神的形象……反

倒虛己，取了奴僕的形象……就自己卑

微，存心順服，以至於死，且死在十字架

上。」（腓二6-8）我們的主本為至高的

神，卻選擇處卑微，而因此「神將祂升為

至高」（腓二9上）。享受極大的豐盛和

榮耀（見腓二10-11）。謙卑在先，豐榮

在後。

因此，所有男人都「當以耶穌基督的心為

心」（腓二5），效法祂虛己、處卑微，

且有捨己的精神，才能獲得真正的豐榮。

脫離控制的意志

男人似乎對「權力」(power)著迷到一個

地步，連自己男人的定義也是建築在種

種力量之上，諸如肌肉力量、性能力、財

力、勢力、知識的力量、軍事力量及政治

力量等。無他，此乃由於男人欲求掌控全

世界。

控制一切的能力對男人來說有多重要

呢？這可從其反面，即失落(loss)和失敗

(failure)對男人的影響可知。男人最不善

處理的情緒是哀傷，皆因他們不敢面對失

落的事實。因此，許多男人都受未解決的

哀傷(unresolved grief)所影響，以致身心

健康大損。另一方面，許多男人不敢面對

失敗。研究指出男人年齡愈大（即表示他

們的各種能力下降或消失），其自殺行為

就愈多（比同年女性高出三至五倍）。看

來，男人皆以權能自居！

不幸的是人，男人對權力的執迷遲早會有

觸礁的一天，因為正如哲學家尼采所警

告：「權力使人愚蠢」、「極權使人徹底

腐敗」。人類歷史中多少的毀滅皆出於男

人對權力的誤用。

耶穌深明用權力去控制、操縱人所帶來的

惡果，因此，祂重新界定權力的意思。祂

指出權力是用來服事人，而不是受人的服

事，並且有權力者必要做眾人的僕人（參

可十42-45）。耶穌更為門徒洗腳—一

項十分卑微的工作，目的是要加深門徒對

服事的權力(the power to serve)之認識與

實行（約十三1-17）。

從耶穌的言行榜樣，男人認識到權力的真

正目的不是自我擴張，而是叫別人得著能

力(empowered)。只有這樣，權力才不會

令人愚蠢、腐敗，反而令他受到別人的敬

重甚至歌頌。

效法耶穌定意去愛

男性運動先鋒山姆‧基恩(Sam Keen)清楚

指出，意志是論男性氣概的中心議題，意

思是男人如何處理他的意志將決定他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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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怎樣的男人。究竟他的意志是放在控

制別人上，抑或放在愛人之上呢？事實

已證明前者不單不能帶給男人真正的豐

榮，更會導致男人的自我毀滅。

耶穌釘十字架的意義給男人的意志帶來

重大的啟發：一個男人最有男性氣概的

時候並不是在他手握大權、控制一切那

一刻，而是在他用自己的意志配合上帝

意志的時候。「神愛世人，甚至將祂的

獨生子賜給他們，叫一切信祂的，不致

滅亡，反得永生。」（約三16）正如耶

穌順服父神愛人的旨意，同樣，男人也

該效法耶穌的榜樣，把自己的意志用在

愛人之上。

總結

男人若要追求豐榮的人生，就必須先謙

卑自己，並且學習愛的功課，從「無愛

的權力」(loveless power)轉變到像耶穌

那種「強大的愛」(powerful love)，就

能獲得神所賜給他的豐盛和榮耀了，阿

們。

為什麼男人會被冠上「愛情終結者」的

惡名。男人有機會掙脫這個「枷鎖」或

是「咒詛」嗎？我們來談談男人的「問

題」。

大多數的專欄作家們都喜歡談論女人或女

人的問題，因為讀者之中大部份是女性，

當然女人也必須要了解自己本身的狀況或

是問題。然而婚姻關係的一半牽涉到男

人，縱然男性讀者比較少，若是能讓女性

讀者多了解一些男人的特性總是好的。所

以老老喜歡多談談男人。



13家 新 專 題

游老老

的共識有多少？問問即將結婚的準新郎與

準新娘們，有誰不憧憬美滿的婚姻？有誰

認為自己將來想要離婚？

知己知彼　幸福婚姻之鑰

老老自己是個男人，回顧走過廿五年的婚

姻路，有很深的感觸：要是女人能多了解

一些男人，男人能多了解一些自己，婚姻

之路就不會那麼崎嶇不平；當然，男人能

多了解一些女人就更好了。

真正的了解是從相處開始(指結婚以後，

男女交往其間只能算是預告片，熱鬧興奮

兼有，但缺乏情節與連貫性)，若是雙方

抱持著不切實際的期望與方向錯誤的努

力，經年累月不知不覺地就把婚姻推向了

不歸路。

「愛情的終結者」？
既然聖經中提到神造女人是來「幫助」男

人，就表示男人若沒有女人的協助是不可

能「成功」或是達成任務的；不過，唯有

「了解」男人的女人才能完成神所託付的

使命，同時也保障了自身的幸福與福祉。

人人企盼婚姻幸福

人們對婚姻流傳著這麼一個說法：「男女

因誤解而結合，因了解而分離。」若它是

真理，我們就該勸所有的人不要結婚。可

是結婚的人大有人在，不但如此，離了婚

的，還盼望有機會再婚，為什麼？這就表

示人對婚姻始終抱著希望，希望在裡面找

到幸福。

問題不是出在該不該結婚，而是在於進入

婚姻的男與女，對經營婚姻要素了解有多

少？也就是對自己與配偶的了解及對婚姻

男人，你的名字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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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不同　結果不同

男人的「問題」到底在哪裡？與其說成

「問題」，不如說是「心態」或是對婚姻

的「認知」。一般而言，男人是「目標」

導向的思維方式，女人是「關係」導向的

思考模式；不同的思想方式，一定就導致

截然不同的行為與結果。

舉例來說：

男人交女朋友，「目標」是結婚。當婚禮

完成，蜜月回來，男人認為目的已經圓滿

達成。「成家」目標消失，目標立即轉

換，準備開始「立業」，於是全心投入事

業打拼；女人則是正要開始與先生「共」

築愛巢，突然發現先生不見了，把她獨自

一人拋在家中，「羅曼蒂克」不見了，

「噓寒問暖」沒有了，原來男人的「真面

目」是這樣的。更不明白的是，當以淚眼

相問時，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我這樣做

都是為了妳…」若是真的「為了我」，怎

麼不多陪陪我？多向我說幾句甜言蜜語

呢？男人到底怎麼了，婚前與婚後為何差

別這麼大？男人則覺得女人怎麼了，變得

如此不可「理」喻，又不講道理？

關鍵就是對婚姻「認知」與「思維方式」

的不同。男人把「結婚」與「成家」畫上

等號，覺得結婚就是「完成」了成家的目

的，幸福婚姻就會自然產生，或是交由妻

子負責經營；注意力與目標就轉移到「開

門七件事」，生活的實際經濟需要上，事

業企圖心成了男人心中的首要目標。

家中的大小事，都是雞毛蒜皮，既不過問

也不參與，回到家中，自然就翹起二郎腿

喝茶看報等吃飯，還喜孜孜地「享受」家

庭幸福，哪會想到妻子心中的「另一番滋

味」呢？一旦妻子無法再忍耐，不滿的情

緒爆發出來，作先生的當然搞不清楚發生

了什麼事情，怎麼可能有正確的應對？

有的甚至還會責怪妻子「身在福中不知

福」，枉費了他辛苦打拼的一番苦心了。

錯把過站當終點

男人目標導向的思維方式，優點是可以集

中精力，全力以赴，不達目的誓不罷手

(好像在追女朋友的階段)。可惜的是，錯

誤的認知把人生階段性的路標「結婚」或

是「成家」當成了終極目的，因而讓女人

有「男人一結婚就變樣」的印象。若是能

讓男人明白，「結婚」只是追求幸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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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個入口，一個開始，而不是「從此就

過著美滿幸福的日子」的保證的話，婚姻

之路走下來就會大不相同。

聖經中舊約中記載摩西帶領以色列人

「出」埃及，一「出」就是四十年；約書

亞帶以色列人進迦南地，不是腳踏約旦河

水就完成了，而是一個開始，一個真正的

開始，從「進入」到「征服」還有很長的

一段路要走，特別是分不清兩者差別的時

候。大家都知道幾十年前，人類第一個太

空人進入太空時宣稱：「人類已經征服的

太空」是多麼無知；就有如今日有人說

「解讀」DNA，就是已經「掌握」生命的

奧秘般一樣地可笑。

醒來吧，男人

可是怎麼讓男人明白呢？

即使再迷糊的人也知道「鬆土」、「撒

種」與「收成」的分別，也知道其間的關

係與時間上的次序與差別。就讓我們對男

人這樣說吧：「戀愛」是鬆土，只是預備

工作，即使鬆土工作再深、再長，只能說

預備工作作得好；「結婚」是撒種，將幸

福婚姻的種子種下去了，只有撒了種才會

有收成的可能；「委身」就是對著幸福婚

姻的種子澆水、鋤草、施肥，時間到了就

能「收成」。整個是一個過程，即使目標

是完成一個藝術名作，也是一筆一筆畫出

來、一槌一槌鑿出來的。少了過程的任何

一個步驟，任何一個程序，都不能完成這

個傑作。

所以，老老敬勸天下男人：還沒結婚的，

要清楚知道，只要肯投入，「結婚」就能

成為一個人生美好階段的開始；已經結了

婚的，也不遲，趕緊調整目標，不能再把

「結婚」當成已經完成的目標，從此撒手

不管；而更要以相互「委身」，相互了解

為重心，學習了解妻子的「心」，不只是

「需要」，並且盡力去滿足它。讓每天的

日子，都成為追求幸福婚姻的一個成長過

程。你若希望娶到一位賢淑的妻子，就給

她一位全心愛她的先生吧。

想成為一個幸福的妻子？說出妳的想法與

需要，並且循循善「誘」，教導妳的先

生，讓他清楚知道如何來滿足它。這是一

個需要時間的操練過程，但妳會逐漸發現

它的趣味與價值。只要努力耕耘，時候到

了就必收成。

家 新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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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實說，「性」這個題目，很少在教會教

導。其實連夫妻之間都很少談論，何況在公

共場合？然而，「性」這個問題卻是許多婚

姻問題的關鍵所在。

很多妻子不太明白為何先生有強烈的性需

求？而面對他們的問題，妻子又求助無門。

現今有多少婚姻問題，是因為先生碰到誘惑

而讓婚姻出現危機？面臨這些試探，男人當

如何處理？女人又當如何幫助男人走出？這

些都是我們急需了解的問題。

生於愛與信任的親密關係

《當好男人遇見性試探》作者柏比爾牧師，

他很誠實談論自己的掙扎與軟弱，他也希望

透過這些經驗可以幫助更多人走出來。

作者在書的一開始就提到，為何裸體女人看

起來這麼美？起初神創造亞當與夏娃時，兩

人赤身露體並不羞恥。裸，代表親密，它意

謂在你面前寬衣解帶的人信任你，願意讓你

看到全部。不過，真正的親密只發生在一個

安全的情境中，就是一個愛與信任的環境

中。神要讓性親密的行為成為生命裡最強

烈、最歡愉的經驗之一。

男 性 遠 離 試 探   挾 制 的 秘 訣
江謝美華◆台灣台北頌主堂師母

─《當好男人遇見性試探》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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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當一對夫妻在肉體上不再彼此吸引

時，表示他們與神的關係及與彼此的關係

破裂了。本來神造男、造女，讓夫妻在婚

姻裡享受性親密是一件好事。但當男人對

女人的讚賞轉變為淫念時，男人就不再把

女人看做是一個人，而只是把她當作讓自

己身體滿足的工具，這時女人吸引人的魅

力就變成有害了。

迷戀成癮的經歷

作者提到，有一次他出差待在旅館看電

視，就在他轉換電視頻道時，他看到一個

部份裸體的女舞者，當時他好像整個人被

黏住了。當他回到家中，與其他男性小組

員提到這種經驗後，他才明白他們所描述

的感覺，就像青少年時期所經歷的迷戀一

樣。

對許多男人來說，婚後的性事似乎是無趣

而渴求青春之愛的歡愉。有些人為了追求

這種刺激，驅使他們去經驗一次比一次更

大膽、更危險的性經驗。

當男人沉迷在性成癮的行為時，其實他們

的心裡並不是真正認可這種行為的。他們

會有一種不配的感覺，這種不配的感覺往

往與原生家庭有關。許多男人成長的家庭

背景，他們會把性與羞辱聯結在一起。在

受虐家庭中長大的男人，有時會以手淫做

為撫慰自己的方式。孩童時，他們將性的

樂趣與愛跟關懷畫上等號；等到成人後，

每當經歷痛苦時，便轉求性樂趣做為抗

衡的方法，並以此向自己證明自己沒有問

題。

承認問題　求神光照

性癮是慢慢形成的，但當它們發展成熟

時，人往往無法抗拒一再的催逼。作者在

本書的第四章有特別提出，如何知道自己

是否上癮。對付問題的第一步就是要承認

自己有問題。

男人對付自己的慾念時，有時會以為自己

能驅除它，否定它邪惡的勢力。其實，我

們會一直與罪惡掙扎，直到與主同在的那

一天。希望自己從權勢中掙脫出來，首先

必須了解它的存在，並且承認自己沒有能

力將它驅除。

我們都會做出一些讓自己難為情的事，有

些難為情所引起的羞恥感是健康的。但是

有些被羞恥感駕馭的男人，很快便愛上某

個可以用歡愉取代痛苦，提供一種親密假

象的性對象或經驗。撒但就利用人害怕被

拒以及被棄的弱點，使我們不願把罪暴露

在光中。

當我們拒絕把自己的羞恥拖進光中，便會

在更大的悲劇中受苦。有人藉著宗教活動

的外袍，來偽裝或逃避自己的邪惡，這些

都不能讓自己的行為合理化。

男 性 遠 離 試 探   挾 制 的 秘 訣

家 新 專 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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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神早就知道人在做什麼，就好像亞

當與夏娃犯罪後想要隱藏起來，神卻把他

們找出來。也只有把自己的罪暴露在神的

光中，讓耶穌來赦免、潔淨自己的罪，人

才能再次恢復與神及與人真正親密的關

係。

重塑健康的自我認知

在本書第六章，作者提到原生家庭對成癮

者的影響。在一個充滿壓力的家庭，孩子

可能會擔任家庭英雄的角色、有人會扮演

丑角為家庭紓解壓力；還有的孩子會扮演

代罪羔羊或完美的孩子。在功能不健全的

家庭中長大的孩子，往往害怕被遺棄。為

了讓自己覺得有價值，他們可能會透過照

顧家人，好讓自己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

人。

這種相互依存者在情緒上最大的痛苦，或

許就來自於失望。當失望與罪惡感沒有被

處裡時，就會導致憤怒。憤怒不斷被壓抑

後，就會引起不斷生氣的感受。每隔一段

時間，這怒氣就會爆發。這些沒有解決的

失望、罪惡感、憤怒，最後會讓人產生自

我憎恨與羞恥感。而羞恥感往往強迫我們

以有害的方式來尋求解脫。一旦我們開始

尋求，許多性經驗便能提供一個快速的情

緒轉移。

要對相互依存行為進行治療，得花時間想

想自己在成長過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如果

你把生命專注於拯救別人，你就需要放

手。神並沒有要我們去拯救任何人，祂親

自拯救人。我們不正確的自我認知，就是

驅使我們去拯救別人的動力。我們需要一

個新的自我認知，一個給我們安全感的身

分。

而一個健康的自我認知，是開始於我們與

神的關係。神沒有要我們先把自己修好再

轉向祂，祂要我們以破碎的本相到祂面前

尋求醫治。當我們與基督聯合，罪就不再

有權勢，我們也不需要屈服於情慾的控

制。

尋找可以互相支持團體

除了與神建立親密的關係之外，作者也鼓

勵男人尋找一個可以互相支持的團體，來

幫助他們保守自己對神及對妻子的承諾。

再沒有什麼事情比愛自己的妻子更重要，

更能幫助自己維持性的貞節。而真實的親

密關係，就是上癮行為的最大死敵。

所謂「英雄難過美人關」，就如敬虔如大

衛，智慧如所羅門，剛強如參孫，都尚且

曾因女人而跌倒，我們怎能輕忽這些誘

惑，不更加儆醒倚靠神呢？

書　名：當好男人 

　　　　遇見性試探

作　者：柏比爾

譯　者：楊高俐理

出版社：雅歌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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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神沒有讓我停留在那個畫面裡。我常

常覺得，神是不斷地透過孩子來教導和開

啟我們。祂就是這樣開始教我承擔起做父

親，做丈夫的責任。有一本書叫《從零歲

開始》，講的是怎樣教孩子，我卻覺得，

是從零歲開始，神怎樣教我們做父親和丈

夫。

有了孩子以後，我的太太就一直盼望能不

能辭去工作，在家自己照顧孩子，多一點

時間來影響孩子。她也不時地與我溝通這

個想法。其實這個想法由來已久。我們所

認識的一個宣教士家庭，那時他們有5個

男孩子，都是媽媽在家負責教育。他們的

孩子給我們的感覺是amazing，非常有禮

貌、懂事。媽媽不在的時候老大就是他

們的隊長。有一次和他們家一起在一個營

地的食堂吃飯，吃完飯我們都起身往外走

了，老大竟然指揮起弟弟們把椅子全都排

好歸位，真是讓人肅然起敬。而我們身邊

的幾個弟兄姐妹的家庭，也讓我們看到媽

張眾

從 零 歲 開 始

專 題 見 證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點關於我們家庭

這兩三年來所經歷的掙扎，和神的帶領。

我和太太結婚六年。和很多弟兄一樣，沒

有孩子的時候，我覺得生養孩子的事情很

容易。在潛意識裡，我覺得我的太太受過

高等教育，處事俐落，喜歡孩子，她應該

全權負起以後教養孩子的責任。

當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柔柔出生後，從醫院

回到家的第一天晚上，我們兩個面對幾個

小時哭鬧不止的孩子，面面相覷。我從來

沒有預料到一個初生的嬰兒就能帶給我這

麼大的困擾，悲觀地坐在那裡，估計我將

要渡過多少個這樣的不眠之夜。我甚至有

一種想法，能不能把孩子送回醫院的育嬰

室？或者甚至是媽媽的肚子裡？—她在

那裡比較安靜。

這就是我做父親的起點—既怕麻煩，無

心照顧孩子，也完全不會帶孩子，甚至連

責任感也有疑問，就這樣做了父親。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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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甚至爸爸花時間陪伴孩子、父母親自帶

孩子所帶來的益處。

而我自己，有好幾次我不得不一個人帶孩

子。本來很緊張，卻料不到我開始喜歡上

和孩子互動，照顧他們，並覺得自己帶孩

子非常有滿足感。我常說，如果要讓爸

爸喜歡上帶孩子，就要先放手把孩子扔

給他，我們弟兄們都是越挫越勇，越有難

度，越喜歡挑戰的。

妻子有做全職媽媽的想法，一方面我是有

同感想支持的，但另一方面，卻是面對現

實問題的猶豫和退縮。首先，她的父母，

也就是我的岳父母是極力反對的。他們很

願意再多花點時間幫我們帶孩子，而不願

意自己的女兒放棄多年所學和不錯的專

業，來做一個“師奶”。我想，這對許多

家庭都是很普遍的。我聽過有人分享，擔

心姐妹如果不工作不自己賺錢，就在家中

沒有地位，家庭出現問題時也很難保護自

己的權益。其次，經濟方面的擔憂也是顯

而易見的。以前沒孩子時是兩個人工作，

兩個人吃飯，後來我們家是一個人工作，

五個人吃飯。當時我的老闆是一個基督

徒，聽說我們有這樣的打算，也出於愛心

地勸告我，母親自己帶孩子，犧牲很大，

但未必能像期望的那樣教育好孩子。

我們很有懷疑，但神不斷地帶領我們，使

我們看中與孩子一同成長的每一天的時

間，也預備我們的心和環境。不久以後，

我太太的弟弟妹妹接連結婚生子，我岳父

母就回了老家，忙著各樣的事情，竟然

漸漸地也不再關注遠在香港的我們。當我

們有了第二個孩子後，太太就辭職了。如

今，已經快兩年了。我每次都問她放棄工

作值不值得？她每次都很滿足地告訴我，

她很感恩沒有錯過孩子成長過程中的點點

滴滴。我想，這兩年的時間，一方面是我

太太成為了全職媽媽，她做出了很大的犧

牲。但這兩年，其實也正是神讓我越發地

承擔起供應家庭，成為家庭屬靈領袖的旅

程。家庭模式的轉變，使我失去了一些人

可以給的倚靠和安全感，卻需要更多地來

信靠上帝了。

太太成為全職媽媽之後，我感到的是肩上

被放了一副重擔。從前工作時只是追求表

現也諸多抱怨，現在卻為了養家糊口，勵

精圖治。神說，他要使女人承受生育之

苦，而使男人工作，要汗流滿面才得糊

口。我開始真的可以體會到這樣的汗流滿

面的感覺，但我也因此可以深深地經歷神

的愛。在這樣的壓力下，其實很多事情，

都是憑著信心去做的，這真是信心的旅

程。我看到神恩手的帶領，使我在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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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很多的學習機會；神也給我們家夠用

的恩典。雖然家庭總收入減少，但我在工

作上不斷有一些機會加薪，我們家也一起

學習過簡樸的生活。這樣從太太辭職到現

在，我們家不但從來沒有缺乏，甚至還有

餘力可以幫助有需要的人。

神一方面給我更多的機會操練如何帶領我

的家庭，一方面也讓我越來越看到，我身

為罪人的本性。比如說，雖然在教會信主

多年，但結婚以後，我仍常常不知不覺

地在和自己的妻子爭競比較。例如要參

加一個聚會要遲到了，我就會暗暗地想，

這要怪誰？孩子晚上一直哭，應該誰起床

去照顧他？每次遇到這樣的問題，我的心

中好像有一個excel，裡面有許多計算公

式和數字，要證明我付出很多，該你付出

一點了，或者理都在我，錯都在你。可

是，神說，妻子是和我們一同承受生命之

恩的，愛妻子要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捨

己一樣。就是在我們家庭的模式被改變的

時候—我和我太太不再是兩個人分頭去

賺錢養家，而是有不同分工，需要彼此說

明，彼此依靠的時候—神就讓我明白，

妻子是我們榮耀的“幫助者”！而我，或

者弟兄們，我們，是神呼召要來為家庭負

責的人。不但是負責，還是要用犧牲的愛

來愛妻子，用牧養的心來教孩子的那個作

“頭”的人。今天，如果家裡有一件事我

不滿意，或者沒人去管，神要我明白，我

不是要去怪太太為什麼不去處理好，或者

孩子為什麼又搞了破壞。神要問我：“你

是這個家的頭，是這個家的負責人，神把

家交給你負責，你做了什麼？”是的，我

們做了什麼來“齊家”，來管理和服事我

們的家庭？今天，求主原諒，有的時候我

仍然會把一些家庭的問題推諉給我的妻

子，就像當年的亞當把自己的問題推給夏

娃一樣。但感謝主，耶穌已經為我們敗壞

了罪的權勢，為我們立了榜樣。祂如何愛

我們，甚至為我們這樣的罪人死了，並把

新的生命賜給我們。以至於，我們今天做

丈夫的可以效法祂，來愛我們的妻子和孩

子。我們是軟弱的，這樣的犧牲的愛不容

易活出來的。但當我們有願意的心，神就

能讓耶穌的愛，成為我們動力的源頭。因

為這是祂的心意：要使丈夫愛妻子如同愛

自己，又使作父親的心歸向兒女。

弟兄們，我們是不是承擔起了神給我們榮

耀的責任，做我們家庭的供應者，教導

者，帶領者，代禱者？按著神的心意愛妻

子，牧養孩子？弟兄們，這是需要勇氣的

承擔，但我深信神呼召我們這樣做—讓

我們被神興起，做勇敢的男人。

專 題 見 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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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愛夫婦營
全球各地

澳洲	AUSTRALIA

日期 事工 語言

亞特雷德(Adelaide)

6月11-13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布里斯本(Brisbane)

6月11-13日 恩愛夫婦營 粵

6月11-13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坎培拉(Canberra)

9月24-26日 夫婦進深營 國

墨爾本(Melbourne)

4月23-25日 夫婦進深營 國

6月11-13日 恩愛夫婦營 粵

柏斯(Perth)

6月4-6日 恩愛夫婦營 國

悉尼(Sydney)

4月23-2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4月23-25日 恩愛夫婦營 粵

6月11-13日 夫婦進深營 國 

加拿大	CANADA

日期 事工 語言

亞省(Alberta)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9-11日 恩愛夫婦營 粵

渥太華∕滿地可(Ottawa/Montreal)

4月22-24日 恩愛夫婦營 國

4月22-24日 恩愛夫婦營 粵

溫哥華(Vancouver)

5月15-17日 恩愛夫婦營 國

6月11-13日 帶領夫婦訓練 國

6月24-26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多倫多(Toronto)

4月29日-5月1日 恩愛夫婦營 粵

5月13-1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5月20-22日 夫婦進深營 國 

7月8-1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16-18日 恩愛夫婦營 粵

9月23-25日 恩愛夫婦營 粵

香港	HONG	KONG

日期 事工 語言

4月30日-5月2日 恩愛夫婦營 粵

7月1-3日 恩愛夫婦營 粵

7月29-31日 帶領夫婦訓練 粵

8月5-7日 恩愛夫婦營 粵

8月12-14日 夫婦進深營 粵

9月16-18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台灣	TAIWAN

日期 事工 語言

高雄(Kaohsiung)

8月26-28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台中(Taichung)

5月20-22日 夫婦進深營 國 

5月27-29日 恩愛夫婦營 國

7月29-3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台東(Taitung)

4月22-24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23-2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宜蘭(Yilan)

6月24-26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家新記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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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USA					

日期 事工 語言

洛杉磯(Los Angeles)

5月28-3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6月10-12日 帶領夫婦訓練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北加州(North California)

5月28-30日 恩愛夫婦營 粵

5月28-30日 夫婦進深營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粵

聖地牙哥(San Diego)

6月4-6日 夫婦進深營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南加州(South California)

5月28-30日 恩愛夫婦營 粵

7月2-4日 恩愛夫婦營 粵

9月3-5日 夫婦進深營 粵

鳳凰城(Phoenix)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底特律(Detroit)

5月28-3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俄亥俄(Ohio)

4月8-10日 帶領夫婦訓練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休士頓(Houston)

5月28-3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7月2-4日 恩愛夫婦營 國

7月15-17日 夫婦進深營 國

7月22-24日 夫婦進深營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達拉斯(Dallas)

5月28-3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 國

奧克拉荷馬州(Oklahoma)

8月5-7日 恩愛夫婦營(Tulsa) 國

9月3-5日 恩愛夫婦營(Norman) 國

奧斯汀(Austin)

8月12-14日 恩愛夫婦營 國

波士頓(Boston)

4月22-24日 恩愛夫婦營 粵

4月22-24日 夫婦進深營 國

北卡羅萊納(North Carolina)

4月15-17日 恩愛夫婦營(Charlotte) 國

馬里蘭(Maryland)

5月6-8日 恩愛夫婦營 國

賓州(Pennsylvania)

5月13-15日 帶領夫婦訓練(Spring) 國

7月15-17日 恩愛夫婦營(Spring) 國

威斯康辛州(Wisconsin)

7月29-31日 夫婦進深營(米城) 國

康州(Connecticut)

4月1-3日 恩愛夫婦營 國

英國	UK	

日期 事工 語言

米頓堅(Milton Keynes)

10月24-26日 恩愛夫婦營 粵

馬來西亞	MALAYSIA	

日期 事工 語言

詩巫(Sibu)

6月2-4日 恩愛夫婦營 國

7月8-1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16-18日 夫婦進深營 國

美里(Miri)

7月8-1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怡保(Bandar Raya Ipoh)

9月16-18日 恩愛夫婦營 國

新加坡	SINGAPORE	

日期 事工 語言

5月21-23日 恩愛夫婦營 國

9月10-12日 恩愛夫婦營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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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家新的合一：異象、使命及核心價值

為全球家新團隊的合一服事感謝讚美主！經歷三

年不斷的反思與交流，全球家新同工再一次於第

九屆同工大會上，更深切認同家新的「異象與使

命」，是以追求聖潔生命品格為家新人的終極目

標。在真理被扭曲的世代中，堅守真道，活像基

督！願父神使用家新，成為這撕裂世代的燈塔，

與眾教會同心捍衛神所設立的一男一女、一夫一

妻、一生一世的婚姻藍圖。

家新人的呼召、生命品格的傳承

為全球家新人蒙恩典得更新感謝神！祈求天父保

守每一對家新夫婦的婚姻與家庭，夫妻能警醒謹

守、攻克己心、敬虔操練修身齊家的經訓；並

且敏銳於敗壞世代對下一代的侵蝕，願意接受裝

備投入服侍，承傳時代的重任，為下一代樹立聖

潔婚姻模範，竭力追求聖潔的生命品格！並在家

庭、教會、職場、社群中發光作鹽，成為聖潔婚

姻家庭福音的見證，引導迷惑的世代回轉歸向基

督！

家新的僕人領袖與前線戰士

為現任的家新僕人領袖守望禱告。祈求父神加能

賜力予總會與各地家新分會董事、主席、總幹

事、聯絡人、全職半職同工，以及各分會地區事

工核心委員同工，在不同的服事崗位中，同心獻

上自己、忠心謙卑的服侍。求神賜福予每一位同

工：身心健壯、靈命剛強、闔家平安；凡手所作

的，都榮神益人！

帶領夫婦、跟進小組長

為全球積極參與服侍的「帶領夫婦」及「跟進小

組長夫婦」禱告。求神開啟服侍同工的屬靈眼

睛，以基督的心關懷每一對夫婦，以身教活出生

命影響生命的服侍。懇求天父賜予同工團隊合一

的靈，彼此順服，謙卑服侍與學習，不比較、不

爭競、不定罪（No Comparison, No Competition, 

No Condemnation）。

家新人禱告的操練與服事

為全球家新人加強禱告的操練代禱。祈求神興旺全球

家新人火熱的心，渴慕全天候與主連結，藉由每天敬

虔的操練，夫婦同心一起以禱告為家新的服事作遮

蓋；願神興起每一位家新人成為禱告勇士，忠心的定

期定時定點為所屬的地區向神舉手呼求，禱告神彰顯

祂奇妙的作為，百倍祝福家新的服事。

中國事工與全球海外華人婚姻家庭事工

為在全球各地日益增長的中國新移民婚姻家庭事工代

禱。求神賜下合一的靈，引導各地區同工能更體貼神

的心意，以國度觀跨越地區、文化和語言的差別，願

意彼此守護扶持；透過多元化團隊，同心合意地一起

服侍我們的骨肉之親，並贏得未得之民；竭力將婚姻

的福音傳遍地極，使更多婚姻家庭得蒙造就，為主得

萬家，家家為主活！

男人事工

為籌劃中的男人事工課程(Level III–Men’s Ministry)禱

告。懇求主的靈光照，引領總會編排有關男人事工的

課程內容，可以一針見血地扎進男人的心，讓主耶穌

開啟男人被迷惑和蒙蔽的心思意念，起來承當神賦予

男人做頭的屬靈天職，成為家庭屬靈的遮蓋、教會的

祝福、職場的導航、耶穌聖潔品格的見證！

家新園建造

由於「家新園」的建築許可證已等待兩年，仍然遲遲

未能發下，為免躭誤拖延「家新園」以及「家新訓練

學院」的興建計劃，董事會最近議決出售原已購買之

土地，並積極進行購買新園址之計劃。請在天父面前

逼切代禱。

家新訓練學院

為「家新訓練學院」的發展與開拓代禱。求神預備合

神心意的人選出任學院院長，賜予院長屬天的能力，

開展有家新特色的培訓課程，裝備更多未來全球華人

教會的婚姻家庭事工的工人，成為基督的精兵，為主

在這悖逆的世代，捍衛真理，守住所信的道，打那美

好的仗！

年全年代禱事項

家新代禱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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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david.yu@cffc.org 
  內務處副會長：鍾漢坤 
Mr. Cheng, Han Koon   
Email: hk.cheng@cffc.org  
直接事工處助理副會長：何景昕 
Mr. Ho, Kenneth 
Email: kenneth@ cffc.org

Tel: (852) 2453-3001  
Fax: (852) 3013-8947   
E-mail: hq@cffc.org 
Website: www.cffc.org 

澳洲家新

會長：蔡榮興 
Mr. Choi, Wing Hing 
行政同工：林黃巴蘭 
Mrs. Lam, Josephine 
行政同工：謝肇茛 
Mr. Tse, Patrick 
I.T.同工：陳榮漢 
Mr. Chan, George 
Tel: (612) 9715-6923   
Fax: (612) 9715-6924   
E-mail: info@mffc.org.au  
Website: www.mffc.org.au 
澳洲其他地區之事工，請與澳洲分會辦公室聯絡 

香港家新

會長：楊家傑牧師 
Rev. Yeung, Ka Kit   
總幹事：唐財方牧師 
Rev. Tong, Raymond   
幹事：劉羅瑞儀 

Mrs. Lau, Karen 
Tel: (852) 2420-5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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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rry 
執行長：馬榮隆  
Mr. Ma, Tony 
行政同工：匡惠萍  
Mrs. Ma, Julie 
Tel: (886) 5-2780152  
Fax: (886) 2-66021604  
E-mail: cffc.tw@gmail.com 
Website: www.cffc.org.tw 
台灣其他地區之事工，請與台灣分會辦公室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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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0)13-8028222 
E-mail: jvnjyeu@gmail.com

美國家新

總幹事：郝偉業  
Mr. Hao, Wei  
辦公室主任：王立宜  
Ms. Wang, Mary  
助理行政同工：許麗敏 
Ms. Hsu, Rita 
會計同工：朱玉琴 
Ms. Tsai, Joy 
多媒體同工：陳芸 
Ms. Chan, Vivian 
Tel: (626) 337-7200  
Fax: (626) 337-7233  
E-mail: info@cffcusa.org  
Website: www.cffcusa.org 
美國其他地區之事工，請與美國分會辦公室聯絡 

加拿大家新

總幹事：利奇威 

Mr. Li, Francis 

E-mail: francisli@cffc.ca  
Website: www.cffc.ca

溫哥華辦公室(西岸) 
辦公室主任：譚祖耀  
Mr. Tam, Paul  
國語事工主任：董佳績  
Mr. Tung, George  
Tel: (604) 875-0203  
Fax: (604) 875-0221 
Email: canada@cffc.ca

多倫多家新辦公室(東岸)��
辦公室主任/粵語事工主任：馮俊賢  
Mr. Feng, John 
國語事工主任：劉紅  
Mr. Liu, Leon 
Tel: (647) 298-7376  
E-mail: toronto@cffc.ca 
加拿大其他地區之事工，請與加拿大分會辦公室聯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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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ail.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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琦  
Mr. Li, Federico 
E-mail: longfe8888@hotmail.com

巴拉圭事工籌備小組
聯絡人：趙邦約 
Mr. Chao, Pang Yueh 
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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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82635918  
E-mail: luischu@crownaluminio.cl

第五版恩愛夫婦營教材 

(MER1)

為第五版「恩愛夫婦營」教材將

陸續在全球各地啟用禱告。祈求

主引導帶領夫婦和跟進小組長，

可以更有果效的使用教材，掌握

課程的精髓，進而將所學習的知

識和技巧，實踐於夫妻每日的生

活中，成為生命品格的操練。 

夫婦進深營 (MER2)

為「夫婦進深營」事工的推廣守

望代禱。懇求主的靈引導全球

各地恩愛夫婦，渴慕與神建立

親密關係，熱烈響應參加「夫

婦進深營」，在靈裡向上進深

(Go Higher)，夫婦關係往下扎根

(Go Deeper)，進入更深。也記念

各地負責同工於2016年全力推動

「夫婦進深營」課程，求神力上

加力、恩上加恩予每一對帶領同

工夫婦，並賜予健壯的身心靈，

為主謙卑服侍，祝福全球家新夫

婦。

家新應用程式資訊平台  

(CFFC APPS)

為開發中的家新應用程式資訊平

台守望。祈求神祝福資訊平台的

規劃和設計，為全球家新使用者

提供使用簡便的支援系統，幫助

全球家新人（學員夫婦、跟進小

組長、帶領夫婦以及同工們），

透過科技平台讓學習更有果效、

服侍更有效率、訊息發放更迅

速，提升整體運作效能！

世界各地聯絡處



奉獻方法
香港地區
1. 支票奉獻  港幣抬頭「家庭更新協會國際有限公司」或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Ltd」

2. 直接存入銀行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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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銀行(香港) : 012-375-00017373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 808-116032-001

 （請將存款收據連同奉獻者個人資料郵寄、電郵或傳真擲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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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網上奉獻  請登入www.cffc.org/web_donation2.php奉獻 

 （港幣請用 　　　美金請用　　　　 ）

3. 銀行電匯  請參www.cffc.org/other_donation_method?char_set=z-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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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格請寄回總會辦公室，亦可傳真或電郵至總會。 CFFC facebook

出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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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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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通訊地址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郵寄編號（如有，於郵寄標籤右下角編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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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更改資料　　　　　　　　◯ 奉獻支持「國際家新」

國際家新董事會(2016)：　

邱清泰（主席）  龐元燊　譚祖德

國際家新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　

王永信　王懷恩　祁少麟　吳克定　周永健　

林治平　蔡元雲　羅德麟　蘇慈安

（按姓名筆劃排列）

更新‧回應 後話

神在創造宇宙萬物之後，開始按照

自己的形像造人之時，先創造男

人。可見男人在神心目中之地位和

重要性。

聖經既然界定男人天賦的召命是做

一個「鐵漢柔情」的真男人，那

麼我們必須清楚神創造「婚姻」的

目的是什麼！明白「目的」的內涵

之後，才能潚灑活出有「頭」有

「心」，剛柔並濟的真男人角色。

每個男人都需天天專注在主耶穌的

身上，與主建立一生不離不棄的關

係。「那忍受罪人這樣頂撞的，你

們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來

12:3）因為主耶穌是天地之間唯一

至情至性、有頭有心、剛柔並濟的

真男人的典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