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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偉業、聶寧娟

美國家新總幹事伉儷

Printed in Hong Kong

Last Name：＿　First Name：＿

中文姓名 : ＿　電話：(      )＿　

住址：＿

City：＿　Zip Code：＿　Email：＿

＊ 定期奉獻：我願意在未來的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其他
 每月奉獻　□US$30　□US$60　□US$100　□US$200　□US$500　□其他
 從＿年＿月至＿年＿月止。

＊一次奉獻：我願意一次奉獻US$＿

□支票：Payable to : CFFC-USA

信用卡：□VISA　□MASTER　□DISCOVER　□AMERICAN EXPRESS　　

有效期限Expiration Date：  　　    金額Amount US$：＿
卡號Card No.：
驗證碼CV Code：         簽名Signature：
持卡人姓名Holder name：

＿

網上奉獻請上網http://www.cffcusa.org

美國家新董事會：
　劉鴻彬主席　邱清泰　

　焦燕陽　翁擎雷　高峰

美國家新辦公室：
　總幹事：郝偉業

　辦公室主任兼秘書：李意君

　助理：汪朝欣

　會計：朱玉琴

諮詢委員：
　林國亮牧師　祁少麟牧師

　陳腓利牧師　湯定國牧師

　蔡偉成牧師　劉　彤牧師

　劉富理牧師　鍾世豪牧師

　蘇文隆牧師　關德年牧師

　王　祈師母　劉哲沛律師

　劉王蘭馨

營會補助金審核委員：
　黃瀛洲、鄭篤定

成為「美國家新」的長期夥伴。

為「家新」的事工儆醒代禱。

按月定額奉獻至少一顆「樂意的心」$30，
為我們帶來穩定的供應，支付日常的開支。

與我們在主裏同工「擴張帳幕之地，張大居所的幔子」。

我 們 的 邀 請

請用正楷填寫，剪下寄回（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1520 W. Cameron Ave. 
Ste.#165, West Covina, CA 91790）我們將根據您填寫的資料，寄送免稅收據給您。

各地區聯絡同工：
美西區
洛杉磯：魯國清夫婦
北加州國語夫婦營：陳健強夫婦
北加州國語渡假營：景澄宇夫婦
北加州粵語夫婦營：張朝樑夫婦
北加州粵語渡假營：龍子朝夫婦
聖地牙哥：余賜隆夫婦
南加州粵語：陳松德夫婦
鳳凰城：劉書華夫婦
夏威夷：區劍華夫婦
鹽湖城：趙炳宏夫婦

美中區
芝加哥：王勇強夫婦
底特律：趙秉剛夫婦
俄亥俄：王　灝夫婦
印第安納：徐文杰夫婦
堪薩斯：張學輝夫婦
休士頓：張立新夫婦
達拉斯：元法文夫婦
路易斯安那：劉云啟夫婦
奧斯汀：汪良忠夫婦
聖安東尼奧：程潤偉夫婦
奧克拉荷馬州：程保治夫婦

美東區
波士頓：鄭重平夫婦
新澤西：楊秉剛夫婦
維吉尼亞：李曉東夫婦 
馬里蘭：黃晶康夫婦
賓州：舒海濱夫婦
康州：吳進壹夫婦
亞特蘭大：張世傑夫婦
南佛羅里達：黃健騰夫婦
北卡：費偉國夫婦
曼菲斯市：常運朝夫婦

支 持 美 國 家 新 回 應 表

乐意的心乐意的心
徵求500顆徵求500顆徵求500顆

乐意的心

代禱代禱
消息消息

與感謝神的祝福，為美國家新預備了新的辦公室，擁

有較大面積，提供更多的儲藏室空間，方便我們存

放營會的教材與設備。我們也有了一間屬於自己的

多功能教室，成為未來訓練同工的營地。我們更感

恩搬遷期間神奇妙的恩典及預備，讓搬遷過程順利

圓滿。

感謝主！「男人事工MER3」已於暑假期間在美國聖地牙哥與辛辛

那提兩地開跑，由國際家新會長邱清泰博士親自主領。此次聖地

牙哥報名人數達到160位男士參加，辛辛那提宣傳的迴響也十分熱

烈，一切榮耀歸給神！ 我們也期待他們成為第一批美國家新的

MER3神國好漢！

請為美國家新今年訂於10/15在洛杉磯舉辦的籌款餐會「家新之

夜」代禱。願神預備洛杉磯同工們的心，集結團隊的創意來籌備此

次餐會；求主豐豐富富地供應籌款餐會的人力物力，帶領南加各地

家新人參加餐會，與我們重聚，也盼望更多教會團體，牧者領袖們

應邀前來共襄盛舉。

請繼續為美國家新各地在2017年下半年度舉辦的共三十多個營會

代禱；求主為各營會開啟宣傳的門，祝福各地營會報名的人數，

讓每一個營會都能如期舉辦，更要看到更多未信主的夫婦們因著

參加營會而認識耶穌。

參
加

家
新！夫妻同心！闔家歡欣！

美國家庭更新協會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USA) 
1520 W. Cameron Ave Suite 165, West Covina, CA 91790

Tel: (626) 337-7200   Fax: (626) 337-7233
Website: www.cffcusa.org   Email: info@cffcusa.org

我和Linda是懷著感恩的心在家新服事，一晃

全職服事也五年多了。沒有什麼可誇口的，神的

恩典給了我們許多成長學習的機會，有許多地方

沒有做好，全靠同工們和邱會長的包容，讓我們

這不配的人有許多學習成長的空間。

家庭更新協會的事工由一對夫婦開始，就像

亞當和夏娃，神要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如

今家新已經走過了廿七個年頭，今天在世界各地

有七個分會，經過訓練的義工帶領夫婦超過1100

多對，還沒有算入行政支援的團隊。美國家新今

年舉辦的各類營會和活動超過70個，但是現今的

世代邪惡，就像當年的巨人歌利亞向以色列人罵

陣，時代向我們發出了嚴重的挑戰，這更加凸顯

了家新事工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就像我們許

多帶領夫婦分享的，其實我們自己也從中受益匪

淺，不管是夫妻關係還是生命的歷練都受益良

多，所以想從這方面與大家分享我們自己最得著

的幾個方面：

1. 家新的服事是語言智慧的操練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

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

的全身。”（雅3:2）家新的服事提供了許多操練

分享話語的機會，從囉哩囉嗦，零零碎碎到逐漸

抓住重點，再到話言精煉，生動活潑，輕鬆自

然，真的需要許多操練，功夫需要不斷的積累，

我們還在學習當中，這也是我們自己得到非常大

的益處。

2. 家新的服事是學習與人相處的操練

家新一慣強調的是團隊服事，包括營會、跟

進、同工會、禱告會等等都是一群同工一起配

搭，這給我們提供許多與其他夫婦同工的機會，

真是太難得了，學習與人相處實在不容易，我們

學了許多聖經的道理，“要看別人比自己強”，“要

看的合乎中道”，甚至“要為逼迫你的人禱告”等

等，道理都懂，但實際遇到問題卻很難，每個人

不一樣，也有情緒和身體的軟弱，錯讀和誤會難

免，學習接納和寬容就是在操練生命，我們在這

方面有失敗，有學習，同工最需要的就是關懷和

鼓勵，這個功課恐怕要學習一輩子。“凡是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2-3）

3. 家新的服事是學習更加認識自己的操練

只有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才能明白自己的

角色，才能擔當神要我們所負的使命。邱會長給

了我們家新同工一個很好的定位：

A.蒙恩的罪人　B.蒙愛的兒女　C.蒙召的僕人

在家新的服事當中越來越感受到自己只不過

是蒙了恩典的罪人，罪還時常在我裡面發動，老

我不容易死，驕傲更是今生難以對付的，所以在

服事中常常被提醒，我們是神重價買贖回來的，

我們之所以能愛，是神先愛了我們，給了我們尊

貴的身份：“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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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2:9）我們回應神的呼召，來到家新

服事，若是明白自己的身份，自然會學習謙卑順

服，神要我們的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

心，與你的神同行。

4. 家新的服事是夫妻身心靈契合的操練

這個更不容易了，互不相干，各做各的還好，

可偏偏家新是要兩個人一起服事，這下麻煩事來

了，備課要一起，各有各的意見，相持不下，還

沒帶領營會自己先吵起架來，這真是神的恩典，

要麼乖乖的回到神面前，謙卑自己；要麼像世人

一樣吵個你輸我贏，這就是在操練自己的生命，

直到慢慢的兩人可以互相溝通，取長補短，一同

上場，經歷操練，一同成長。家新的服事再再操

練夫妻身心靈的契合，還有什麼樣的服事更讓夫

妻一同經歷成長所帶來的喜樂呢？還有什麼樣的

服事讓夫妻一同真實經歷神話語的奇妙：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

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

有禍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

能暖和呢？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

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還有幾方面在家新服事的受益處，由於篇幅

的原因，要在下期待續了。帶著感恩的心在家

新，帶著使命感在家新，帶著“施比受更為有

福”的心在家新。



收入

經常費奉獻 82,625.19

營會奉獻  55,686.34 

營會收入  74,357.00 

收入共計  212,668.53 

支出

營會支出  87,782.14 

人事開支 74,986.85

行政開支   55,752.37

支出共計  218,521.36

本期結餘 -5,852.83

2017年
1-6月財務報告

2017年
1-6月財務報告

請於本會網址http://www.cffcusa.org下載報名表

或致電美國家新辦公室626-337-7200洽詢

請於本會網址http://www.cffcusa.org下載報名表

或致電美國家新辦公室626-337-7200洽詢

 營會 日期 地點 語言

男人事工 8/5 俄亥俄辛辛那提 國語

MER2帶領夫婦訓練 8/11-8/13 洛杉磯 國語

MER2帶領夫婦訓練 8/18-8/20 北加州 粵語

夫婦進深營 8/18-8/20 休士頓 國語

夫婦進深營 8/25-8/27 休士頓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奧斯汀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洛杉磯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俄亥俄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丂北加州Union City 國語

夫婦進深營 9/2-9/4 南加州 粵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鳳凰城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北加州 粵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聖地牙哥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休士頓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OK NORMAN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新澤西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2-9/4 達拉斯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8-9/10 芝加哥 國語

恩愛夫婦營 9/8-9/10 馬里蘭Adamstown 國語

夫婦進深營 9/22-9/24 北卡夏洛特 國語

夫婦進深營 9/22-9/24 北卡Raleigh 國語

夫婦進深營 10/7-10/9 洛杉磯 國語

家新之夜 10/15 洛杉磯 國/粵語

恩愛夫婦營 10/20-10/22 賓州 國語

家庭渡假營 11/22-11/26 北加州 國語

夫婦進深營 11/3-11/5 新英格蘭 國語

夫婦進深營 12/1-12/3 新英格蘭 粵語

2017年8月-12月營會時間表

恩愛夫婦營夫婦進深營
帶領夫婦
訓練營

家庭
渡假營

做了33年的夫妻，許多的現象與生活中的瑣碎

都視為理所當然。參加了營會之後，才意識到

婚姻裡要學習及可以改善的地方還有很大的空

間。在這裡最大的收穫是再一次與丈夫立約，

並再一次領悟到他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

必須要時刻珍惜我們在一起的時光，而且不吝

嗇地向他表達我對他的愛及欣賞。

恩愛夫婦營好像駕駛學校，當我們正式到路上開車前，很

多人會從旁教導，讓我們以為自己很會開車；然而其實我

們有許多交通規則仍不明白，而駕駛學校則幫助我們更了

解交通規則並且真正學會如何開一手好車。

婚姻也是一樣，結婚前，很多人從旁教導、指點及警告；

結婚後，我們以為自己很會處理婚姻問題，但是其實我們

還是不完全了解婚姻，甚至無法解決各種婚姻裡出現的問

題。感謝恩愛夫婦營的教導，希望以後能將所學的在婚姻

中操練。

我個人很喜歡營會中從新婚不到一年的夫妻到

四十年的都有，所有人生命的流落與對美好婚

姻的追求實在很激勵人。我鼓勵自己教會其他

夫妻也能有機會參加這麼好的營會，給自己的

婚姻做一個嘉惠一輩子的投資！

原生家庭對自己的影響很大，只是自己不會察覺；轉眼

間，自己和配偶就是兩個女兒的原生家庭，才真正認識到

自己的言行舉止對孩子的影響。

楊怡文(洛杉磯恩愛夫婦營)

非我(亞特蘭大恩愛夫婦營)

Timothy(新英格蘭恩愛夫婦營)

向智(新英格蘭恩愛夫婦營)

Winnie Wong(休士頓恩愛夫婦營)

I came not knowing what to expect at MER. I didn’t 
feel like my marriage has any issue or needs any help 
from anyone. I was anxious about the long weekend 
and stressed over the preparation for my children to 
be left with babysitter for the first time.  Nevertheless, 
I did pray for my family, the leading couples at MER, 
and prayed that God will make this a fruitful and 
effective weekend. 
PTL, this retreat was more than I have ever expected. 
The biggest lesson I have learned is that I am able to 
tell my husband that “I’m sorry, please forgive me.”

我和Linda是懷著感恩的心在家新服事，一晃

全職服事也五年多了。沒有什麼可誇口的，神的

恩典給了我們許多成長學習的機會，有許多地方

沒有做好，全靠同工們和邱會長的包容，讓我們

這不配的人有許多學習成長的空間。

家庭更新協會的事工由一對夫婦開始，就像

亞當和夏娃，神要他們生養眾多，遍滿全地，如

今家新已經走過了廿七個年頭，今天在世界各地

有七個分會，經過訓練的義工帶領夫婦超過1100

多對，還沒有算入行政支援的團隊。美國家新今

年舉辦的各類營會和活動超過70個，但是現今的

世代邪惡，就像當年的巨人歌利亞向以色列人罵

陣，時代向我們發出了嚴重的挑戰，這更加凸顯

了家新事工的現實意義和長遠意義。就像我們許

多帶領夫婦分享的，其實我們自己也從中受益匪

淺，不管是夫妻關係還是生命的歷練都受益良

多，所以想從這方面與大家分享我們自己最得著

的幾個方面：

1. 家新的服事是語言智慧的操練

“原來我們在許多事上都有過失；若有人在

話語上沒有過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

的全身。”（雅3:2）家新的服事提供了許多操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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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話語的機會，從囉哩囉嗦，零零碎碎到逐漸

抓住重點，再到話言精煉，生動活潑，輕鬆自

然，真的需要許多操練，功夫需要不斷的積累，

我們還在學習當中，這也是我們自己得到非常大

的益處。

2. 家新的服事是學習與人相處的操練

家新一慣強調的是團隊服事，包括營會、跟

進、同工會、禱告會等等都是一群同工一起配

搭，這給我們提供許多與其他夫婦同工的機會，

真是太難得了，學習與人相處實在不容易，我們

學了許多聖經的道理，“要看別人比自己強”，“要

看的合乎中道”，甚至“要為逼迫你的人禱告”等

等，道理都懂，但實際遇到問題卻很難，每個人

不一樣，也有情緒和身體的軟弱，錯讀和誤會難

免，學習接納和寬容就是在操練生命，我們在這

方面有失敗，有學習，同工最需要的就是關懷和

鼓勵，這個功課恐怕要學習一輩子。“凡是謙虛、

溫柔、忍耐，用愛心互相寬容，用和平彼此聯絡，

竭力保守聖靈所賜合而為一的心。”（弗4:2-3）

3. 家新的服事是學習更加認識自己的操練

只有清楚知道自己的身份，才能明白自己的

角色，才能擔當神要我們所負的使命。邱會長給

了我們家新同工一個很好的定位：

A.蒙恩的罪人　B.蒙愛的兒女　C.蒙召的僕人

在家新的服事當中越來越感受到自己只不過

是蒙了恩典的罪人，罪還時常在我裡面發動，老

我不容易死，驕傲更是今生難以對付的，所以在

服事中常常被提醒，我們是神重價買贖回來的，

我們之所以能愛，是神先愛了我們，給了我們尊

貴的身份：“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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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叫

你們宣揚那召你們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

德。”（彼前2:9）我們回應神的呼召，來到家新

服事，若是明白自己的身份，自然會學習謙卑順

服，神要我們的就是行公義，好憐憫，存謙卑的

心，與你的神同行。

4. 家新的服事是夫妻身心靈契合的操練

這個更不容易了，互不相干，各做各的還好，

可偏偏家新是要兩個人一起服事，這下麻煩事來

了，備課要一起，各有各的意見，相持不下，還

沒帶領營會自己先吵起架來，這真是神的恩典，

要麼乖乖的回到神面前，謙卑自己；要麼像世人

一樣吵個你輸我贏，這就是在操練自己的生命，

直到慢慢的兩人可以互相溝通，取長補短，一同

上場，經歷操練，一同成長。家新的服事再再操

練夫妻身心靈的契合，還有什麼樣的服事更讓夫

妻一同經歷成長所帶來的喜樂呢？還有什麼樣的

服事讓夫妻一同真實經歷神話語的奇妙：

“兩個人總比一個人好，因為二人勞碌同得

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

伴；若是孤身跌倒，沒有別人扶起他來，這人就

有禍了。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獨睡怎

能暖和呢？有人攻勝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敵

擋他；三股合成的繩子不容易折斷”。

還有幾方面在家新服事的受益處，由於篇幅

的原因，要在下期待續了。帶著感恩的心在家

新，帶著使命感在家新，帶著“施比受更為有

福”的心在家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