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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加州第三屆粵語夫婦進深營學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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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0, West Covina, CA 91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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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從學習了MER1的課程後，我們夫婦兩人都有改變，也願意去遷就對方

做適當的配合。我們曾經訂下計畫要兩人一起讀經禱告，但發現並不容易；

有時候生活太忙，有時候找到時機卻發現時間不夠，終於一起靈修了，又發

現不知道用什麼材料。

而MER2營會中，讓我們學習了如何在靈裡與神共舞，特別是會話式禱

告，讓我們感受到兩人同時與神對話的開放和甜美。也學會用禱讀來反覆咀

嚼聖經經文，讓神的話語成為我們的禱文，如此禱告的內容豐富了！其次，

更大的收穫是再次使我學習到妻子的身分可以是丈夫的祭司，為丈夫祝福，

這是我從來沒有想到自己身為妻子能扮演這個角色，這是一個很大的收穫！

帶領夫婦願意分享他們自己的生命裡又真又活的見證，讓我們同樣願意

敞開自己，分享我們婚姻裡的軟弱，在神面前反省。

今次的營會對我們夫婦兩人有很大的影響；特別我自己反思到過往配合

先生的活動或服事的時候，只是表面配合，又是心裡不是非常甘願，但營會

裡，神光照我，讓我知道支持先生的服事，要甘心樂意，才能蒙神喜悅！

我們互相訂下了讀經與神共舞的計畫，期待可以持之以恆，願神加添能

力，無論日後如何，都以主耶穌基督做榜樣，願意為對方死，如此讓對方與

自己都能活，且活得更加精彩！



很感恩有機會參加這個夫婦恩愛營。參加

之前不覺得夫妻恩愛是可以學出來的。然

而學習的過程也是一個讓我們在多年後靜

下心來，放下一切，剝開歲月形成的重重

心房，看到自己那顆初心的過程。

有很多時候，不是不愛了，只是愛鄉明珠

蒙塵；而這三天的學習給我們提供了在主

愛裡，洗去塵土，更新，合一的機會。同時

帶領夫婦幽默的表達，生動的示範，教會了

我們正確的溝通技巧，讓我體會到婚姻中的

雙方都要對婚姻負起百分之一百的責任，而

真正的合一，是與神同行的合一！

這整個三天兩夜的課程足足的打動了我們，一層一層地讓

我們打開內心的門，互相地、也向大家與老師們開啟。存

款，清垃圾、化解衝突等等。有許多知識，許多心裏的準

備調整，綜合成許多技巧。讓我深深體會我與太太能夠知

道我們能重新的生活在一起。非常的高興你們帶給我們機

會，在神，在衆人面前重新再宣讀婚姻的誓言，重新肯定

我們的婚姻會得到神的祝福，要是我們能更像耶穌，定睛

於祂，在基督裏與祂合一，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

世，在成功的婚姻裏，同走合神旨意喜悅的道路。

我看到了我童年的家庭生活，回顧我成長過程中的我，在

大學裏的我，與太太一起的生活。我把心中多年來的許多

感受，一點一滴的向她傾述。在二戰後的社會，物質欠

缺，食物一樣的受極大的影響，我們一家七口靠爸爸的薪

水養家過活。爸爸在後院裏種菜，媽媽也養鷄生蛋填補日

常食物的需要。一直到姊姊們找到工作後家境才變好。

同樣的，太太也把她的童年，她與家人的生活重新講出

來。因為父親早逝，支持家中八口的重擔落在母親、大

姊、二姊、大哥的身上，以他們姊弟的收入養家。家裏也

種菜、養猪、鷄鴨補充一點收入。不僅如此，傳道人、教

會的會友都幫助他們全家走過一段艱難、辛苦的生活。在

她成長的一段時間裏，做為遺腹子的瑞能把大哥當成父親

看待。在這裏她表示對她大哥的敬佩與感恩。

這也讓她一生中一直保持她對她娘家的愛心與關懷。仔細

的去評詁從我們原生家庭的背景，仔細的去分析，再一次

認知原生家庭如何影響了我們的一生。

樂劍
(奧克拉荷馬Norman恩愛夫婦營)

神的恩典與祝福總是超過我們的所求所想。這是個人

第四次參加類似的夫婦恩愛營，最初因著老婆一再的

邀請，催促，威脅利誘下踏進這個營會；原先並不期

待有太多與先前經驗的不同，但神所賞賜下來的驚喜

與帶領，讓我感恩不已！

除了原先就熟悉的水牛與蝴蝶，原生家庭，愛的存款

ABC溝通，清垃圾之外，這次神讓我看到把 神放回

「至於我和我的加都要事奉耶和華」那應在的位置。

多少家庭的衝突爭吵，弄得頭破血流，雞犬不寧，都

是因為夫婦本身的自私與驕傲，個人都想坐在神的寶

座上，想要自己坐王掌權。

最後一天擘餅認罪悔改，聖靈在全場運行，神在每對

夫婦身上，都做了奇妙的工作， 感謝神！

王治元(新澤西恩愛夫婦營)

洪榮進(芝加哥恩愛夫婦營)

芝加哥第25屆國語恩愛夫婦營

休士頓第32屆國語恩愛夫婦營

洛杉磯第73屆國語恩愛夫婦營

奧克拉荷馬第2屆國語恩愛夫婦營



收入

經常費奉獻 185,457.75

營會奉獻  155,891.91 

營會收入  229,110.00 

收入共計  570,459.66 

支出

營會支出  286,169.11 

行政開支  282,251.04 

支出共計  568,420.15

本年度盈虧 2,039.51

2016年
1-1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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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營會 日期 地點 語言

夫婦進深營 1/14-1/16 洛杉磯 國語

夫婦進深營 2/10-2/12 俄亥俄Columbus 國語

恩愛夫婦營 2/10-2/12 芝加哥 國語

恩愛夫婦營 2/18-2/20 北加州Union City 國語

恩愛夫婦營 2/18-2/20 南加州 粵語

恩愛夫婦營 2/18-2/20 北加州 粵語

恩愛夫婦營 2/18-2/20 洛杉磯 國語

恩愛夫婦營 2/18-2/20 紐約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3-3/5 新英格蘭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10-3/12 紐約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11-3/13 休士頓 粵語

恩愛夫婦營 3/17-3/19 新英格蘭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17-3/19 亞特蘭大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17-3/19 康州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24-3-26 北卡Raleigh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24-3-26 鳳凰城 粵語

FVC同工退修會 3/24-3/26 北加州 國語

恩愛夫婦營 3/31-4/2 新英格蘭 粵語

恩愛夫婦營 4/7-4/9 NE Omaha 國語

恩愛夫婦營 4/7-4/9 新英格蘭 國語

夫婦進深營 4/22-4/24 堪薩斯 國語

恩愛夫婦營 4/28-4/30 新英格蘭 國語

夫婦進深營 4/28-4/30 鳳凰城 國語

恩愛夫婦營 4/28-4/30 芝加哥 粵語

恩愛夫婦營 5/19-5/21 馬里蘭州Adamstown 國語

恩愛夫婦營 5/19-5/21 奧斯汀 國語

恩愛夫婦營 5/27-5/29 休士頓 國語

夫婦進深營 5/27-5/29 達拉斯 國語

恩愛夫婦營 5/27-5/29 底特律 國語

恩愛夫婦營 5/27-5/29 洛杉磯 國語

恩愛夫婦營 5/27-5/29 北加州 粵語

夫婦進深營 5/27-5/29 北加州Union City 國語

帶領夫婦訓練 6/9-6/11 南加州 國語

夫婦進深營 6/16-6/18 北加州 粵語

家庭渡假營 6/30-7/4 北加州 粵語

2017年1月-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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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楊悟銘(北加州夫婦進深營)

這三天的營會很精簡地結合基

督靈修的精華，會話式禱告，

禱讀以及等候神三個親近神的

方式。這個過程，使我們能安

靜繁雜的心思，來到主面前；

透過心意更新而變化，一步步

改變自己就有的習慣。

撒 旦 時 常 化 妝 成 天 使 接 近 我

們 ， 躲 在 我 們 負 面 情 緒 的 後

面，讓我們覺得很多不健康的

反應是恰當的，卻忘了這些都

是隱藏的敵人。而“認罪”事

實上是最大的武器，能夠對付

這些生命的黑暗層面。MER II

正是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讓基

督徒有好的學習方式，活出豐

盛的生命。

南加州第3屆粵語夫婦進深營

2016年南加州家新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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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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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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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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徵求500顆
乐意的心

2016年在神的帶領與保守中，圓滿結束。回頭數算神這一

年的恩典，我們看到神如何藉著美國家新事工翻轉了許多

的生命，祝福了更多的夫妻！我們繼續為過去一年參加過

家新營會的夫婦與家庭獻上感恩，我們也繼續為他們代

禱，求營會裡的感動不斷更新他們的生命，增進夫婦的關係，改變家庭的氣

氛，拉近夫婦與神的關係，進而祝福到他們的孩子，家人與身邊的朋友。

2017年，神的恩手繼續拓展美國家新事工的版圖，我們在新的一年，家新營

會將會在明尼蘇達州、紐約及內布拉斯加州正式開跑！請大家為新的事工地區

禱告，求神揀選前來參加的夫婦，也預備適合的團隊。

2017年，美國家新事工將遍佈全美三十多個城市，舉辦近七十個營會。請大家

為美國家新的財務繼續代禱，願神繼續豐富地供應我們各營會的需要，也興起

更多對婚姻事工有負擔的夫婦，積極參與服事，接受LCT的裝備，讓我們每一

個營會都因著豐富的人力與物力，舉辦得盡善盡美！

美國家新初步預定2017年開始進行MER3「男人事工」。由國際家新邱會長親

自帶領。這將是美國家新事工新的里程碑，更是幫助弟兄們生命成長與靈命更

新的理想管道！請大家為此代禱，讓事工計畫，會長行程安排皆能順利，並求

神親自揀選、預備未來參加的弟兄。

請所有家新人繼續為美國家新總幹事郝偉業夫婦代禱，求神加添他們的力量，

在新的一年裡，有更充沛的體力到各地帶領營會；求主親自陪伴他們每一個旅

途，腳步所到之處，都能把福音還有神的祝福藉著營會傳遞給更多的夫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