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變了！」才結婚兩年多的她向閨
中密友訴苦。「以前在拍拖的時候，他一
直把肥美的魚肉往我的碗裏送，自己就只
啃魚刺邊旳零碎。但婚後慢慢便都改變
了，他現在只顧自己吃肉，把我擱在一旁
不理了。」「妳還沒有了解清楚嗎？他以
前要吃的是妳，現在要吃的是魚！」
拍拖和結婚的分別是什麼？婚姻難道
真的是愛情的墳墓？為什麼每一對深愛對
方，踏進了婚姻的殿堂的戀人，最終都會
發現對方在婚前婚後的表現大不一樣？有
沒有懷疑過是否遇上了愛情騙子？或者偶
有良知，能自我省察，對方是否也有同
樣的感受？自己的態度及關注是否已隨
着二人名份上的合一而變得輕率疏離？

二○一三年•四至六月版

喜， 心 情 忐
一般的戀人在追求的時期
忑，所以會比較着緊討好對方，就是那種
專注和願意花時間在一起的態度，讓對方
心花怒放，欲罷不能，於是便甘心樂意結
為連理，付托終生。終生大事既已完成，
事情便自是水到渠成，一切水落石出，一
直的營營役役當然是告一段落。主禮人的
一句「禮成」彷彿等如宣告了幸福婚姻的
城堡工程落成，從此可以每天下班後安坐
家中大享其成，夫妻恩愛，執子之手，與
子偕老。可是，好景不常，當夫妻之間漸
漸已出現了鴻溝，不再親密，還不明所
以，莫名奇妙，依然心存僥幸寄盼隔膜只
是暫存，會如小傷口般會不藥而癒，能自
然攏合。
回想當年我倆結婚數載，二人的關係
便是如此，開始膠着在乾涸的狀態，失去
了起初的火花，沒有了生命力。老婆認定

楓
、林曉
璁
儷
錫
伉
陸
總幹事
家新
加拿大 格訓練夫婦
檢定合

我們婚姻出現了問題，而我則一口否
認，無法接受和面對。
後來經過了「家新恩愛夫婦營」的
幫助，又在過去十多年間的學習工夫中
重新自省觀察檢視，發現了這種的情況
非常普遍，源於對拍拖戀愛的定位錯
誤，特別是男性的心底裏，大都認為拍
拖是婚前追求的行動，包括了甜言蜜
語，關心專注體貼，如漆似膠的相依相
伴；而結婚便是戀人關係與夫婦關係的
分水嶺。
保羅在哥林多前書裏說得好清楚：
沒有結婚的，便沒有纏累；結了婚的便
「要行合宜的事」，也就是討配偶的喜
悅（七章）。這事不單要做，更要掛在
心頭，要花精神注意對方的小節喜好的
需要，要花心思讓對方開心，在平常的
日子中帶給他不一樣的情趣，要觸動他
心底的和弦，與你的生命結連。原來拍
拖便是親密關係的建立，目的是諦造二
人的合一。只是婚前的戀人中間真有一
道界線不可逾越，便是婚前性行為（肉
體的交合），也因着這界線仍在，戀人
依舊可以因了解而分手。結婚不是畫下
界線，讓戀愛終止，而是清除界線，讓
戀人終生相依，並定下盟約，拍拖到
老，二人成為一體，此生不渝。所以婚
後更需要掛慮討配偶喜悅，因為這是教
相方互通牽引，以至
甘願合一的途徑，這
是夫婦一生的大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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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從小就很喜歡騎自行車，覺
得騎在車上有自由奔放的感覺，一
邊做運動一邊到處兜風遊覽，可說
是一箭雙雕，樂此不疲。在過去的
幾年，我每天上下班都是以自行車
來代步，風雨無阻，自然地騎自行
車已經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份。
最近因為失業的緣故多出了很
多時間，提前體驗一下退休的生
活。感謝一位好弟兄的盛情邀請和
安排，也感謝太太的大力支持，我
才有機會獨自騎車去陽光海岸島騎
車旅遊，圓了我多年來的“單車之
旅”之夢。從出發到結束，在五天
的時間裡，全程騎了250多公里。
想起來這是結婚之後，不為工作、
不為探親、留下妻兒、單單為了自
己獨自在外“逍遙自在”數日，還
是第一次。
在陽光海岸島住的幾天我每天
都騎車獨自一人四處逛。有一天我
需要到北邊港口的一個營地。由於
對那裡的地理環境不太熟悉，我需
要依靠我的手提電話裡的GPS作我

（接上頁）
十多年前做了一件蠢事，回憶起
來十分汗顏。有一次看中了一套花卉
郵票，價錢不算平宜，發狠買了下
來，送給老婆，老婆看了兩眼，便請
我代為收藏，自此從未再有過問，因
為，集郵的是我，不是她。討配偶喜
悅不是這樣。
討配偶的喜悅是一種放下自
己、謙卑忘我的學習。可以在生活小
節上、夫婦朝夕相處間垂手可達的無
數機會中培育，讓夫妻相愛相依，同
心合一，戀愛畢生，白頭到老。
盼望教會裏的夫婦都不停止拍
拖，同心同行。如此教會便更會掌握
合一的秘訣，使眾人都看出我們是神
的兒女，請到夫婦營來，我們一同學
習。

又一個三天兩夜的營會在營友們的見證
和相互祝福聲中落下了帷幕。雖然每次參加
的人完全不同，每家面臨的問題不同，但神
的帶領和祝福最後都是一樣，每對夫妻都是
帶著盼望和憧憬下山了。
每次帶領營會都有很多的收穫，在一次
次對課程的操練和默想中，似乎永遠有源源
不斷的內容湧出，心中有禁不住的興奮，在
感歎神創造的奇妙的同時，也有對我們人類
犯罪後罪性的不斷反思。
這一次營會尤其對聖經耶利米書中2:13
對婚姻受苦根源的論述覺得精闢和透徹。�因
為我的百姓做了兩件惡事，就是離棄我這活水
的泉源，為自己鑿出池子，是破裂不能存水的
池子�。自己的老我，正是如此的光景，而其

的導航。在路上一個斜坡再接一個斜坡，彎彎
曲曲的路連綿不斷。經驗告訴我，只要每一次
氣喘吁吁攀登完一個陡坡之後，接著就是一段
又輕鬆又舒服的下坡路或平路等著我。憑著這
種信念每次面對陡坡的時候，我都放慢速度一
踩一踏地騎，慢慢地爬坡，因為太快或太急也
會把肌肉拉傷或者會在大斜坡中間把體力耗
盡，只能推車走上坡。就這樣，一個又一個的
陡坡被我征服，轉眼已經騎了好幾個多小時，
心裡正悠然自得的時候，發現手提電話突然失
去了訊號，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也找不到方
向。一絲的擔心和恐懼爬上心頭：我是不是已
經錯過了應該走的路？繼續向前，亦或打道回
府？手機的信號再不出現我如何找到目的地
呢？這荒山野嶺的路上也只遇見過一個行人，
路過的車沒見過幾輛，找誰問路？…躊躇了一
陣，我還是選擇繼續上路，希望在前面一點拐
個彎就能夠再次接收到訊號。即使不能馬上有
信號出現，但我也相信沿著公路騎下去，最終
信號都會出現。心情一下子變得輕鬆了，就滿
懷希望地一踩一踏地往前走。
長途單車旅遊途中經常會碰到類似意想不
到的問題，我突然體會到我自己的人生之路、
侍奉之路何嘗不像騎長途單車一樣。很多的時

候，一碰到困難，就如看到那些陡坡，望而生
畏，並且擔心自己是否有能力來攀爬上去；也
害怕這個陡坡後面，是否還有另外一個更陡的
坡怎麽辦？我有這個耐力和毅力堅持下去嗎？
有時也像GPS失去信號；人生暫時迷失了方
向、停滯不前，信心也因著恐懼和擔憂而退
宿。但經驗告訴我：只要憑著信心，不急不
燥、一步一步、每一天把自己當作的事情做
好，肯定會走出人生的幽谷。回頭望的時候，
從每一次的困境裡都不是自己走出來的，也不
清楚是怎麼走出來的，但是冥冥中有雙手一路
帶領着我。現在知道這無形的雙手是主的恩
手，是祂帶領者我走出一個又一個困境，一個
又一個的彎路，在我人生路上畫滿了恩典的記
號。
等待的過程中也感覺孤單寂寞，但是在慢
慢騎的過程中我也可以有暇去思想神，親近神
和依靠神。我更可以有機會欣賞路上的美好風
景、路邊花草的美麗、樹木林立的壯觀、還有
和路邊的梅花鹿打招呼並留影紀念、再一次感
受到神用祂的創造把我緊緊的懷抱，打從心底
湧出無限的感恩。再一次確信神在一路上陪伴
著我，與我同在，祂定會帶領我前邊的道路！

實自己知道如此，也很想抗爭，但似乎常常
軟弱，陷在挫折的哀歎之中。在約翰福音
書，指出一條唯一的路，就是在耶穌裏。把
自己浸泡在耶穌裏，就脫離了罪的捆綁和誘
惑。
另外一點就是在帶領夫婦晨禱時更深確
定我們服侍的位置，我們當時先唱了一首生
命聖詩【流通管子】。正如歌中唱道：你潔
淨我又充滿我，使我成流通管子。我願倒空
讓主充滿，成為主潔淨器皿，主阿，我願成
為管子，讓你奇妙大能力，充滿我心，藉我
流出，每時每刻不停止。
是啊，我們只有完全倒空自己，讓主潔
淨又充滿，我們才能成為主愛的流通管道。
而這個虛己，倒空自己的功課乃是一生之
久。願神幫助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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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加拿大各地區
恩愛夫婦營及事工

多倫多
地點•Cranberry Resort
粵語•10月25-27日

溫哥華
溫哥華
7月19-21日

恩愛夫婦營
Cedar Springs
9月20-22日 帶領夫婦訓練
溫哥華辦公室
9月27-29日 帶領夫婦訓練
溫哥華辦公室
10月25-27日 恩愛夫婦營
Sea To Sky Hotel
11月2日
家新之夜
TBA
11月9-11日 夫婦進深營
Cedar Springs
11月15-17日 恩愛夫婦營
Cedar Springs
11月22-24日 夫婦進深營
Cedar Sprin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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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國
粵

多倫多
7月26-28日

恩愛夫婦營
國
Monte Carlo
8月17日
家新之夜
國/粵
TBA
9月20-22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城北華人基督教會)
Cranberry Resort
9月27-29日 恩愛夫婦營
粵
(多倫多華人基督教會)
Cranberry Resort
10月18-20日 恩愛夫婦營
國
Cranberry Resort
10月25-27日 恩愛夫婦營
粵
(麥城華人浸信會)
Monte Carlo
10月25-27日 夫婦進深營
粵
Cranberry Resort
11月1-3日
帶領夫婦訓練
粵
Toronto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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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營會資料僅供參考，
一切以加拿大家新網頁公佈為準。
歡迎電郵或致電查詢。
Printed in China

收入

常費奉獻
夫婦營奉獻
夫婦營津貼基金
影音
其他
利息
銀行開支
恩愛夫婦訓練事工
家新其他訓練及特會
人事開支
行政開支
印刷品開支
十一奉獻
總財務數字
盈餘/(赤字)
籌募目標

支出

248,100
32,100
6,250
300
0
50
181,480
106,300

568,330

3,000
219,760
54,000
206,285
62,486
21,800
30,000
603,581
(35,251)
$35,251

Website : http://www.cffc.c a

家庭更新協會加拿大分會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Canada Branch

CFFC (Canada) Office
加拿大分會及溫哥華辦公室：
188 East 15th Ave.,
Van., BC V5T 4R3
Tel : 604-875-0203
Fax : 604-875-0221
Email : canada@cffc.ca

Toronto Office
多倫多辦公室：

卡加里/愛民頓
10月18-20日 恩愛夫婦營
Pine Lake

地點•Cedar Springs
國語•11月9-11日
粵語•11月22-24日

150 Riviera Drive,
Markham ON, L3R 5M1
Tel : 647-298-7376
Fax : 604-875-0221
Email : toronto@cffc.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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