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們家住在中西部的俄亥俄州哥城，結

婚二十五年，育有兩男一女。面對人生下半

場的規劃，我們祈禱：「主！我們能為祢做

什麼？」之後，主的心意就像一片一片的拼

圖，慢慢地拼出了一個「夫妻同心、配搭服

事」的圖像來。

回想結婚的初期，儘管我們知道婚姻需

要經營，但是因住在中西部的關係，對於西

岸適合華人文化的婚姻夫妻營只能垂涎欲

滴，可望而不可及。感謝神的恩典，讓我們

於2009年初遇到從底特律來的「家新」團

隊，當我們得知「恩愛夫婦營」的地界從西

海岸擴展到了中西部，內心的感恩激動無以

言表。毫不猶豫的，我們參加了同年十月的

底特律夫(MER1)。毋庸置疑，這營會讓我倆

就像吃了一頓美味的婚宴，欲罷不能。最讓

我們感動的是看到一對一對的夫妻檔帶領者

彼此配搭服事的美好，感動之餘，心中也產

生了一種深深的渴慕。

「心動不如行動」，在神奇妙的帶領

下，2010年我倆有機會參加了加州的「帶領

夫妻訓練課程」。這訓練就像學做廚師，從

垂涎欲滴吃不到，到親自品嚐菜色的滋味！

參
加
家
新！夫妻同心！闔家歡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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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神給了我們親自下廚學習的機會。感

謝底特律團隊的培訓，讓我倆在2013年成

為俄亥俄州第一對合格帶領夫婦，也開始

了俄亥俄州哥倫布市的MER1。我們對繼續

擴展營會很有負擔，深知神重用「家新」

來祝福全球華人的家庭。每一次營會都能

見證聖靈的工作，親眼目睹夫婦從營前到

營後的翻轉更新。

為此我們就打開地圖求問神擴展的方

向。每年營會完畢，我們都會邀請總幹郝

偉業夫婦多待兩天。在這兩天裡，我們會

預先聯繫好鄰近教會牧長，為他們計劃好

探訪路線。四年內他們腳蹤所到之地，到

處都在開花結果。從我們哥倫布城市開車

兩三小時之內，往南到肯塔基州及俄州辛

城，已有五十對MER1參加者，並且出了四

對帶領夫婦；往西到印地安那州也出了四

對帶領夫婦，並開始了當地的MER1；往北

到了俄州克城；往東到了賓州匹茲堡城及

西弗吉尼亞州。他們開荒，我們跟進，各

項都在落實發展中。「然而這些都算不得

甚麼，惟有榮耀歸給叫他生長的神。」

（林前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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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長安(鳳凰城夫婦進深營)

趙嘉儀(維吉尼亞恩愛夫婦營)

奧斯汀國語恩愛夫婦營

堪薩斯第2屆國語恩愛夫婦營

休士頓第31屆國語恩愛夫婦營

休士頓第5屆國語夫婦進深營

我認為這恩愛夫婦營適合所有只要是結過婚

的夫妻，都必須要來上這三天的課程。

我親身經歷我所受四十年來婚姻所受的折磨，

痛苦，都得到完全的釋放。我的丈夫願意親口

第一次在神及我面前求我的饒恕，雖然我們去過

別的家庭夫妻營，當沒有像這次所發出的強烈地

讓我們願意在神前，即在彼此之間用心靈和誠實陳

述自己的虧欠，尤其在我內心知道我的另一半願意

配合，完全的誠實擺上自己來撫慰我受傷的心。

我在神面前要感謝上帝的大能來改變我們的婚姻，使

我們夫妻能改頭換面，從新走出讓 神喜悅，榮神益人

的人生道路。

我認為經過這三天來，許多無法啟齒，羞愧做了不討神喜

悅的事，都能經過這些課程得到修復身心靈，重新得力。

一開始對MER2我的期待是只要

有來參加，任何的得著都會比沒

有來好，得著一點算一點。然而三

天營會下來，得到的卻是超乎所求

所想！藉著開始嘗試三人同行的三腳

凳（會話式禱告、禱讀、等候神），

我開始享受夫妻二人同心共步，與主

同行的甜蜜；也願意在未來的日子裡更

多實踐，更多享受這樣的甜蜜。

營
後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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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新之夜 9/25 洛杉磯 國/粵語

恩愛夫婦營 9/30-10/2 芝加哥 國語

夫婦進深營 10/8-10/10 北加州 粵語

夫婦進深營 10/8-10/10 南加州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0/8-10/10 新澤西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0/28-10/30 休士頓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0/28-10/30 印地安納 國語

夫婦進深營 10/28-10/30 北加州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1/4-11/6 維吉尼亞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1/4-11/6 北卡-Raleigh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1/5-11/7 洛杉磯 國語

帶領夫婦訓練 11/11-11/13 堪薩斯市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1/11-11/13 北卡-Charlotte 國語

夫婦進深營 11/19-11/21 奧斯汀 國語

家庭渡假營 11/23-11/27 北加州 國語

恩愛夫婦營 12/2-12/4 休士頓 國語

夫婦進深營 12/9-12/11 新英格蘭 國語

2016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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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過去七年中，一直想來參加恩愛夫婦營會，但由於種種

原因未能成行。這次終於有機會參加，深覺收穫良多。另

外，感謝同工的忠擺上，讓參加的學員無後顧之憂。

這個營會把我們夫妻帶到一個共同的起點上，交流就容易

多了，個人認識到自己的缺點，而來讚美對方的優點；在

神面前我們夫妻認罪悔改，而不是單單指責對方的缺點。

這個營會讓我們夫婦認識到夫妻在角色的區別，及彼此不

同的背景；也意識到在我們過去夫妻交流當中有大部分時

間是沒有理解對方的本意，以至產生很多誤解；也意識到

我們之間的問題大多在相互指責上。

我們不僅學會了很多技巧來解決夫妻之間的問題，更重要

的是引導我們共同來到神的面前，讓神來改變我們的生

命。只有這樣，才能讓我們夫妻的關係建立的長久且美

好。＂婚姻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這才是解決問題的根

源。

再次多謝同工們！在你們身上，看到基督生命的彰顯，影

響和改變我們學員的生命。也感謝眾同工們完全的敞開你

們自己的生命，分享你們的軟弱，用你們生命中所走過的

路讓我們更多的學習。

更新
(底特律恩愛夫婦營)

羅世吏
(洛杉磯恩愛夫婦營)

1) 婚姻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這回答我

來營會的主要目的，為什麼我總是在

話出口之後就後悔，因生命要再長

進，才不會說錯話。

2) 應該用與妻子相同層次的溝通方式來

溝通，而不是用想法來回應妻子感

覺。

3) ABC之溝通的方式非常得幫助，以後

會多多操練。

4) A Promise Kept是我非常得著的，我

要更多的把握現在來愛妻子，共同創

造美好回憶，也求主加恩典來共同面

對不可掌握的事。

5) 是一個讓我不停感動流淚的營會。

6) 清垃圾不是解決問題，而是紓解情

緒，對我是一大提醒，不要只想解決

問題。

收入

經常費奉獻 70,616.75

營會奉獻  51,233.91 

營會收入  64,935.00 

收入共計  186,785.66 

支出

營會支出  89,226.08 

人事開支  100,916.19 

行政開支  29,964.32 

支出共計  220,106.59

本期結餘 -33,320.93

2016年
1-6月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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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期奉獻：我願意在未來的　□一年　□兩年　□三年　□四年　□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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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新董事會：
　劉鴻彬主席　邱清泰　焦燕陽

　翁擎雷　黃錦秋　黃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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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助理兼多媒體：楊玲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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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義斌夫婦
堪薩斯：張學輝夫婦
休士頓：程潤偉夫婦
達拉斯：元法文夫婦
路易斯安那：劉云啟夫婦
奧斯汀：汪忠良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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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卡羅萊納：費偉國夫婦
北卡(夏洛特)：張斌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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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9月份美國勞工節長週末在美國各地舉辦的12個

營會圓滿成功！許多營會裡傳來夫婦決志信主的消息，非

常振奮人心！我們看到神奇妙的作為，透過每一對優秀的

帶領夫婦，傳遞給參加的學員們。也請為160對參加的夫

婦繼續代禱，願營會裡的感動與學習持續在他們的婚姻關

係與每日的生活裡，改變他們的生命，鞏固他們的愛情，

加深他們與神的關係！

請繼續為美國家新的需要代禱，今年有許多新地區推動MER事工，以及各地

區的營會在財務上多有虧損，求主施恩的手供應各地營會所需。求神感動更

多的同工與家新人參與500顆心奉獻，用以支持辦公室的經常費支出。

由於每年物價持續上漲，各地MER使用的營地或簽約的飯店皆陸續調漲住房費

用，請為美國各地事工聯絡人能順利尋找到價格理想且又合適的場地代禱，

也禱告神親自預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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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里程碑，更是幫助美國弟兄們生命成

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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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

20
16年

6月底共募

得

262
顆

262
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