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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陰似箭，一轉眼到美國家新總部服事已

3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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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偉業、聶寧娟夫婦
美國家新總幹事夫婦

經一年零三個月了，從北加搬到南加LA也已經
一年零一個月。回顧這一年多一點的時間，真

度，目前全世界已經有十四個國家同性婚姻合

是感慨萬千。神是奇妙策士，全能的神，永在

法化，美國已有十二個州，而加州也面臨淪陷

的父，和平的君王。神的帶領出乎我們的意

的危機，家庭的悲劇在不斷發生，丈夫開槍打

料，祂是賜平安意念的神。困難越多，挑戰越

死妻子和她的妹妹，妻子用刀傷害丈夫；十八

大，神的恩典就越顯多。我們所面對的是美國

歲兒子打死父親，因看不慣父母吵架；丈夫殺

這個廣大的禾場，從前的廣告詞： �有路就有

害妻子全家連岳父母都不放過；身邊經歷多少

豐田車！� 現在可以說 �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

家庭暴力被捕入獄的丈夫妻子，這些絕不是聳

中國人。� 在我們身後的是全美上千家華人教

人聽聞的新聞，而是活生生的在我們眼前發

會，有超過九十對家新帶領夫婦及許許多多家

生。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魔鬼要拆毀破

新人和代禱勇士的默默奉獻和支持，前面雖然

壞，神卻要救贖建立，在營會裡多少婚姻被翻

有荊棘，但確有神親自為我們開路，而且是一

轉，多少夫妻彼此流淚道歉認罪，抱頭痛哭竟

條恩典之路。

然也是這樣清楚的呈現在自己的眼前。

接任以來，走訪了許多地區，與許多同工

經歷這一幕幕，真是大開眼界。我們迫切

配搭服事，拜訪了一些當地的教會牧者、長

求問神，究竟讓我們如何來面對這些呢？ �我

老、同工。越來越覺得婚姻家庭的事工是如此

是你們的主，我是你們的神� 回答很簡單，一

重要，關係重大，責任重大，屬靈爭戰之強

切讓神來作主掌王權。越是在這樣的環境，就

烈，不是看不見的硝煙戰火，而是活生生的事

越加有信心證明神所設立的婚姻制度是出於

實擺在在眼前，在婚姻裏，天堂地獄的滋味竟

愛和恩典， �那人獨居不好，我要造一個配

然同時存在。今天的婚姻家庭面對著極大的屬

偶幫助他。� �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連合，

靈爭戰，魔鬼決不只是破壞幾個婚姻家庭那麼

二人成為一體。� �兩個人比一個人好；三股

簡單，而是要徹底破壞顛覆神所設立的婚姻制

合成的繩子不易折斷。� 這些非常熟悉的經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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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上頁）

教會建立關係的基礎。讓我們迫切禱告，求神打
開眾教會的門，拆掉隔斷的牆，教會與家新緊密
配搭，合一建造神榮耀的教會。
家新另外一個重要成功策略就是建立合一的同
工團隊，這也是邱會長一再強調的我們不是一隻
蘊含了多麼深刻的屬靈意義啊！很可惜！人的罪使
我們無法接受神豐盛恩典的祝福，反而活在咒詛當
中，夫妻成了反目成仇的敵人，中了魔鬼的詭計和
謊言的欺騙與綑綁。

孤雁，而是一起飛翔的群雁。當領頭雁疲憊，另
外的雁會替補上去。團隊的精神是成功的關鍵。
團隊的建立也是屬靈生命操練的絕佳機會，這也
是我個人及許多同工所經歷的。在團隊這樣一個

今天我們還在婚姻裡的人，尤其是基督徒，

第二家庭裡，目標一致，有共同的語言，在定期

並且在教會服事的人身上有著多麼大的責任啊！

的團契中，有神話語的餵養，有生命的見證，有

婚姻是一個生命的真實課堂，神要我們經歷這

事工的安排討論，有互相學習切磋，有互相打氣

些，好叫我們可以成長，成熟，結果子，有喜

支持，也有軟弱，也有氣餒，也有傷心流淚，更

樂，可以差派，為着完成大使命。婚姻的意義：

有想要放棄，但是因為有神，因為有這一群人彼

讓我們更深的認識神，更深的洗淨我們的罪，更

此扶持，我們可以勝過軟弱，跨過低谷，多麼寶

深的體會什麼是真正的愛，更深的了解人與人，

貴的團隊使個人成長都受益非淺。團隊需要一個

人與神的關係，感謝神！讓我和太太在這樣的事

帶頭人，而不需要完美的領導者，需要熱心的僕

工裡有份，學習的機會多多，成長的機會也多

人，愛弟兄姊妹。看別人比自己強，沒有人是完

多，感謝神的恩典和憐憫，有什麼樣的服事能像

全的。團隊的團契生活，禱告強於事工，都是建

家新帶領夫婦一樣，同一個目標，夫唱婦隨，共

立團隊默契與向心力，奉獻精神的有力支柱。

同努力，同進同出，同哭同笑，同時努力，同時
成長，同時面對困難挑戰，同時仰望神，倚靠
神。這樣的服事難道不是「二個人比一個人好，
三股合成的繩子不易折斷」嗎！

親愛的家新同工們，我們的工作不一定完美，
但我們都盡力了，一定會存在不足，但是我們的
神卻讓我們在服事的經歷中成長，我們的神是關
係的神，看關係重於事工。耶穌來要我們這些活

今天神的心意仍在教會，基督愛教會為教會

在罪中的人，重新恢復與神的關係，重新恢復與

捨己，很可惜末後的世代教會並不是一個世外桃

人的關係。關係受到破壞是魔鬼的技倆，是神所

源，家庭的悲劇也同樣在教會的弟兄姊妹身上發

不喜悅的，事工也因此受到影響，這包括與教會

生。這也再次證明了婚姻的問題是生命的問題，

的關係，是神所不喜悅的。團隊共好是邱會長提

婚姻必須與生命的成長，成熟，結果，喜樂，差

倡的服事目標，也求神賜我們智慧，心力，努力

派，大使命緊緊聯繫在一起。家新的事工角色剛

的去建立與教會和同工團隊的關係，愛護他們、

好配合了教會的需要，華人的特點是悶葫蘆，等

保護他們、為他們付上禱告的代價，努力扮演好

到開聲就太遲了。所以要從以預防為主，治療為

橋梁的角色；為華人的婚姻家庭、為完成神所託

輔的原則。其實家新事工就是教會家庭事工的一

付的，貢獻自己微薄的心力，願榮耀歸於神！

部分，我們盼望家新與教會建立長期鞏固的合作
夥伴關係，這樣合作雙贏的關係在目前尤為重
要。這應該是家新事工的重點，更是雙贏的策
略。家新各地同工理應是教會其中的一員，在教
會發揮影響力並服事教會的弟兄姊妹，成為教會
家庭事工的骨幹，與教會努力的配合，是我們與

為在全美各地華人教會辛勤服事的牧長同工
們致以崇高的敬禮！為在全美各地辛勤服事的家
新同工們致以崇高的敬禮！

郝伟业
美國家庭更新協會總幹事
二零一三年五月九日於南加州

帶領夫婦訓練營
見證分享

這營會超過我所想所求的，這
不只是一個帶領夫婦的訓練，而更
是一個屬靈同工和領袖的訓練。它
針對僕人的品格、心態、生命見
證；服事的理念和哲學與團隊精
神。這一些的材料需要很多年的實
習和領會，才能真正的明白，也需
要一生來見證，真是非常地寶貴。

苏勇
三天的LCT課程非常的緊湊，也很有條理。當年MER
１坐在下頭聽老師的課覺得很享受，而且能吸收教導，
事隔三年，以為三年來的跟進，對課程應該很熟悉。這
三日來，才知在台上與在台下是很不同的。第一次上台
帶「存款與提款」，前一晚上的準備與先生的配搭、指
導老師的評論、學員的互相鼓勵，讓我們在學習的領域
上，有更上一層的學習與進步。尤其在 ＂情畫＂ 上的演
練，更讓我有一種被提升的感覺，就像我在門外，一直
想越牆去看牆內房子內豐富的收藏，終於有人伸出手來
把我拉了進去，使我很興奮、滿足而且很感恩。

杨清娇

2013年

1-3月財務報告
收入
經常費奉獻

夫婦進深營

家庭
渡假營

帶領夫婦
訓練營 恩愛夫婦營

2013年6月-9月營會時間表
營會

日期

地點

語言

6/8-6/9

南加州

國/粵語

恩愛夫婦營

6/14-6/16

波士頓

國語

家庭渡假營

7-3-7/7

北加州

粵語

中西區同工退修會

34,304.00

恩愛夫婦營

7/5-7/7

南加州

粵語

5,210.00

恩愛夫婦營

7/12-7/14

北卡羅萊納

國語

營會收費

47,510.00

恩愛夫婦營

8/16-8/18

賓州

國語

收入共計

87,024.00

恩愛夫婦營

8/23-8/25

亞特蘭大

國語

夫婦進深營

8/23-8/25

北加州

粵語

家新夜奉獻

支出

夫婦進深營

8/31-9/2

南加州

粵語

56,510.63

恩愛夫婦營

8/31-9/2

北加州

國語

296.42

恩愛夫婦營

8/31-9/2

北加州

粵語

人事開支

28,442.88

恩愛夫婦營

8/31-9/2

休斯頓

國語

行政開支

16,288.28

夫婦進深營

8/31-9/2

達拉斯

國語

恩愛夫婦營

8/31-9/2

南佛羅里達

國語

營會支出
家新夜支出

印刷、運輸

3,223.68

夫婦進深營

9/20-9/22

南加州

國語

支出共計

104,761.89

夫婦進深營

9/27-9/29

鳳凰城

國語

本期結餘

-17,737.89

恩愛夫婦營

9/27-9/29

新澤西

國語

承上結餘

-24,868.75

結轉下期

-42,60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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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家新董事會：
為美國家新五月的帶領夫婦訓練營感恩，有
8對夫婦全程參加課程，透過他們努力的學
習LCT課程，感謝主！我們又有一批神國度
的生力軍加入家新的服事團隊。也為全美目
前約90對積極投入的帶領夫婦們代禱，求主
使用他們協助當地家新的營會事工，為主所用。
同時求主耶穌祝福他們的工作、身體、家庭都有神的看顧與保守。

劉鴻彬主席 邱清泰
蕭成華 焦燕陽 翁擎雷

美國家新辦公室：
總幹事：郝偉業
行政：高本莉
助理：許麗敏
會計：朱玉琴

為美國家新又增添了一名新的董事，翁擎雷弟兄獻上感恩！
Raymond弟兄多年來在北加州的家庭渡假營服事同工。對家新的事
工一直有負擔，加入董事會，進一步的服事。求神記念祝福他及他
的家庭。

諮詢委員：
林國亮牧師
陳腓利牧師
蔡偉成牧師
劉富理牧師
蘇文隆牧師
王 祈師母
劉王蘭馨

為美國家新的財務需要禱告，求神感動更多的同工及夥伴加入500
顆心的每月奉獻，支持美國家新開展新地區事工以及美國家新辦公
室行政開支等需要。

500顆

徵求

祁少麟牧師
湯定國牧師
劉 彤牧師
鍾世豪牧師
關德年牧師
劉哲沛律師

營會補助金審核委員：
蕭成華主席、朱國風秘書、
黃瀛洲、鄭篤定

乐意的心
至

成為「美國家新」的長期夥伴。
為「家新」的事工警醒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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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得

我們的邀請

3月底共
13年
募
0
2

143
顆

支持美國家新回應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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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謝！

各地區聯絡同工：
美西南區
洛杉磯：官明正夫婦
北加州國語夫婦營：林國裕夫婦
北加州國語渡假營：黃啟銘夫婦
北加州粵語夫婦營：張朝樑夫婦
北加州粵語渡假營：司徒能亮夫婦
聖地牙哥：章其雨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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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斯維加斯：馮嘉樂夫婦

美中西區
芝加哥：王勇強夫婦
底特律：趙秉剛夫婦
俄亥俄：王 灝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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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號Card No.：
持卡人姓名Holder name：

金額Amount US$：＿
簽名Signature：

＿
網上奉獻請上網http://www.cffcusa.org

美中南區
休士頓：黃瀛洲夫婦
達拉斯：程保治夫婦
路易斯安那：劉云啟夫婦

美東北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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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東南區
亞特蘭大：壽明榮夫婦
南佛羅里達：王毅夫婦
北卡羅萊納：陳學東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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