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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榮興
澳洲家新會長

「你們要稱謝萬主之主、因祂的慈愛
永遠長存。稱謝那獨行大奇事的、因他的
慈愛永遠長存。」（詩136:2-3）

過去一年，「澳洲家新」在全國共舉
辦了十個營會，參加營會的夫婦約有140
對。營會後的跟進小組，是營會學習的延
續。藉着八次的小組聚會，夫婦們可以彼
此交流，互相支持，把營會中所學到的知
識和技巧，應用在日常的婚姻家庭生活當
中。

「夫婦進深營」(MER2)

現在讓我們存着感謝的心，回顧2012
年「澳洲家新」的事工。

「夫婦進深營」的目標是「與神關係
向上進深，夫婦關係往下紮根」，是幫助
夫婦一同與神同行，而建立更紮實的夫婦
關係。去年，「國際家新」會長邱清泰博
士，聯同海外帶領夫婦，在悉尼、墨爾本
（首次舉辦）及柏斯（首次舉辦），主領
了共三次粵語營及國語營會，參加的夫婦
共五十多對。營會後亦有五次的跟進小組
聚會，讓夫婦們彼此分享一些婚姻課題，
及一同操練與神同行的婚姻家庭生活。相
信這些夫婦，因著他們與神合一的夫婦關
係，更能被神使用，在這世代中為神作出
美好的見證。

「恩愛夫婦營」(MER1)

恩愛夫婦大團聚感恩晚會

「恩愛夫婦營」一直蒙神所使用。營
友夫婦藉着這營會的學習，夫妻關係更加
穩固，更能同心同行及享受婚姻之樂。亦
有慕道朋友，接受基督進入他們的生命
中，讓基督幫助他們建立美滿的婚姻生
活。神奇妙的工作，若非親身體會，筆墨
難以形容。

去年，「澳洲家新」分別在悉尼、墨
爾本及柏斯，舉辦了共四次「恩愛夫婦大
團聚感恩晚會」。在晚會中，眾人為神所
賜予各家庭的恩典而感恩；另方面藉著講
員的信息分享，夫婦們得著勉勵，繼續進
深夫婦的關係。各夫婦們亦藉此機會，享
受主內美好的交誼。

當我們回顧2012年的事工時，我們便
有如詩篇所說，要稱謝萬主之主，獨行奇
事的神。祂是至高無上、尊貴的主，但卻
因著祂深厚的慈愛，看顧我們這些軟弱卑
微的人。藉著祂獨有的大能，施行了奇妙
的作為，引帶祂的兒女進入祂所設立婚姻
家庭的心意中。神的心意是為人類建立婚
姻與家庭，使人蒙福，使神的榮耀藉此得
著彰顯。當我們看見神所成就的工，我們
實在歡喜快樂，要向祂獻上更多的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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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聚會、講座及培訓

結語

為了幫助華人信徒家庭，促進婚姻家庭關
係的成長，「澳洲家新」在去年邀請了屈偉豪
博士夫婦，在悉尼主領了三場粵語公開講座。
青年人及夫婦們，藉這聚會得着甚多的啟發和
鼓勵。屈偉豪博士亦為「澳洲家新」同工主領
了一整天的婚姻協談培訓。

感謝神，在2012年帶領「家新」推行各樣的婚
姻家庭事工，以幫助華人信徒的家庭，建立榮神益
人的婚姻及家庭生活。感謝各位願意承擔、甘心付
出、忠心事奉的同工義工，使「家新」的事工不斷
向前。感謝眾教會、眾教牧同工、眾聖徒們的支
持、代禱及金錢的奉獻。亦感謝顧問牧師們的指導
和禱告的支持。

青年關係事工
「澳洲家新」去年與柏斯的教會聯合舉辦
了「青年關係成長營」，以幫助未婚的年青
人，在婚前持守聖經的真理，建立健康的男女
朋友關係，為將來美滿的婚姻打好基礎。

輔導事工
「澳洲家新」去年在布里斯本開展了輔導
服務。悉尼及布里斯本的「家新特約輔導
員」，同樣提供婚前及婚姻輔導服務。

求神繼續使用和祝福「家新」，藉著各項婚姻
家庭事工，幫助華人的信徒，在婚姻家庭生活中，
活出基督生命的品格，成就神對婚姻家庭的心意；
各人亦能享受神在婚姻家庭中所賜的福樂。
請繼續為「家新」的同工及事工禱告。謝謝。

澳洲家庭更新協會2012年1至12月收支表

文字事工

捐款

「國際家新」編印的「家新季刋」及附頁
的「澳洲家訊」(Oz MFFC Mail)，是廣受歡迎的
婚姻家庭雜誌，免費派發給澳洲各教會及曾經
參加過夫婦營的營友。為了配合讀者閱讀媒體
的改變，及更有效地運用資源，「澳洲家新」
增加了電子版（E-Version）的服務。

恩愛夫婦營

另外，「澳洲家新」在年中開展了「家新
伴你行」（Stay Connected…We Care!）的事
工。就是透過電郵，每月發放一些有關婚姻關
係及培育子女為題材的短文給讀者。「澳洲家
新」盼望與讀者結伴同行，一同在人生路程中
不斷學習。

第八屆國際家新同工大會
「澳洲家新」有十二位同工，與來自全球
各地「家新」大家庭的120多位代表，去年十二
月參加了在馬來西亞詩巫舉行的第八屆全球同
工大會。這次大會主題是「薪火相傳」。這次
大會的重點是探討「家新」未來的發展動向。
「國際家新」讓全球同工在這課題上，可以更
多了解和參與商討。

辦公室搬遷
「澳洲家新」辦公室已順利遷往新址(1/11
Conder Street, Burwood, NSW 2134)。

$253,869
$84,824

青年關係成長營
感恩大團聚

收入

輔導

$29,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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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退修營
銷售影音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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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收入

$2,960

收入總額
恩愛夫婦營
青年關係成長營

活動費用 感恩大團聚
及成本 輔導

$377,958
$108,475
$2,840
$28,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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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音產品成本

$1,610

公開聚會

$4,978

總活動支出總額

$148,830
$229,128

捐款及活動淨收益
總會資源費

$15,000

辦公室及車位租金

$36,942

人事費用
減：
營運開支 印刷及推廣費用

$103,072
$14,177

辦公室搬遷及維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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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行政費用

$29,408

總營運開支

本年度營運盈餘

$213,399
$15,7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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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結婚23年。這23年中一直是吵吵鬧鬧，是不良的溝通、
彼此的驕傲以及不能在主面前很好的認罪所造成的。我們在
2003年第一次來到夫妻營，並且，我丈夫在營會上決志信
主，在此後的八年中，我們的婚姻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改變，
但仍舊有矛盾。營會後的跟進小組給了我們很大的幫助，因為
在那裡，我們可以彼此分享，打開心扉，一起祈禱。我們在主
裡成為了很好的朋友。這一次我們又來到了夫妻營，我們的收
穫和得到的幫助比上次還要大。對所學的內容有了更深的領
會，進一步增加了我們對主的信心，更深的理解到人的愛是多
麼的有限，只有靠著神的愛，才能建立彼此深厚的夫妻關係，
只有神的愛才能消除心中的苦毒。所以說信神是最首要的，然
後才能改善婚姻關係。
感謝夫妻營中的每一對帶領夫妻，他們付出了很多的辛勞，把
從神而來的領受傳遞給我們，尤其周虹和Linda，他們以他們
摯誠的愛心，幫助我們的家庭，讓我們夫婦很受感動。
在告別夫妻營的時刻，我們是戀戀不捨，每一對夫婦在這裡都
獻上了他們真誠的心。願神祝福我們每一對夫妻。

XP

我們夫妻結婚十幾年了，激情已退，矛盾漸生，再加上每日奔
波忙碌，婚姻質量可以說已列入不及格之列。我們教會的牧者
是家新的帶領夫婦，介紹這個營會給我們，參加過的夫婦也反
饋給我們很高的評價，我們都覺得這也許是改善我們婚姻狀況
的一個機會。但心裏的期望並不高，因為冰封三尺非一日之
寒，我們之間的誤會和分歧太多，三天兩夜豈能全部解決。
來到營會，才知道神給我們預備的這份禮物實在超過自己的所
想所求，不但教會我們怎樣處理彼此關係，更是從內心深入給
我們植入了生命的種子，讓我們有信心、有力量、有方法去走
以後的路。我和先生從沒有像現在這樣關係融洽，體會到靈裏
合一的喜樂。營會給我深刻的一幕是燭光晚餐，我們真正的婚
禮都沒有這次那麽讓我感動，讓我難忘。為了這些活動，帶領
夫婦花費了很多心血、精力和時間，從設計到安排，從組織到
細節都是完美的藝術品。更重要的是，如果把營會比作神送給
我們的一件無價的飾品，帶領夫婦的精彩講解和輔導就是一顆
顆璀璨的鑽石，將飾品妝點得更眩目。從他們的講解，對我們
幫助最大的是要有改變自己的心態。

Jen

夫婦營對我們夫妻關係中的相處和溝通有很
大的幫助。
我是懷著忐忑的心情參加這次營會的，雖然
之前有朋友介紹說夫婦營的好處和幫助，可
是因為這次同時參加營會的還有我先生的父
母，所以對這次參加夫婦營是否能夠坦誠說
出自己的感覺有很多的疑惑。可是帶領夫婦
卻很體貼，安排細心，我之前害怕夫妻情感
的私隱會因先生的父母一同參加而暴露，或
者更加受到影響，但我害怕的都沒有發生。
我們夫妻的感情更加和諧，我先生能明白我
的心情，我對他也更加坦白和真誠。此外，
由於父母一同參加，希望他們也會明白我們
小夫妻一些特別的感受。
在夫婦營裏我得到很多幫助，非常感激帶領
夫婦無償的奉獻，讓我對上帝有更多的認
識，也和貼近祂更多。

E.Y

澳洲家新2013年下半年營會一覽
日期

亞特雷

其他活動

坎培拉 悉尼 亞特雷

夫婦進深營
MER2

悉尼

恩愛夫婦營
MER1

時間

地點

語言 費用

10月5日至10月7日 星期六上午至 The Tops Conference Centre, Stanwell Tops, NSW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星期一下午

粵語 $470

10月5日至10月7日 星期六上午至 Merroo Christian Centre, Kurrajong Heights, NSW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星期一下午

國語 $470

9月28日至9月30日 星期六上午至 Warranbui Retreat & Conf. Centre, Murrumbateman, NSW
星期一下午
報名查詢：Pastor Grace Lee 0410 602 937; 或
Pastor Jimmy Kwong 0434 567 803

國語 $484

10月11日至10月13日 星期五上午至 Apollo Resort, Wamberal, NSW
星期日下午
報名查詢：本會辦公室(02)9715 6923 info@mffc.org.au

粵語 $560

10月18日至10月20日 星期五上午至 The Lakes Resort Hotel, West Lakes, SA
粵語 $560
星期日下午
報名查詢：Peter & Agnes Tam(08)8365 4338或0412 888 828

亞特雷青年關係成長營（粵語）
日期：2013年7月12日至7月14日(星期五至星期日)
主題：不平凡的愛
地點：Encounters Conference Centre, Victor Harbour, SA
費用：待定，請留意本會網站

把您們的幸福
成為別人的祝福
支持澳洲家新回應表

捐款者姓名：＿＿

所屬教會 : ＿＿＿

地址 : ＿＿＿＿＿＿
電話 : ＿＿ 電郵 : ＿＿＿＿ 日期 : ＿

我願意支持家新「更新婚姻、重建神家」使命：
□ 每月奉獻＄70，以支持夫婦進深營（MER2）的發展及舉行
□ 每月奉獻＄50，以致每年能幫助一對夫婦參加恩愛夫婦營（MER1）營會
□ 一次過奉獻＄500，每年舉辦公開聚會之支出
□ 一次過奉獻＄＿ ，以支持家新其他有需要的項目，如婚姻輔導、季刊印刷、光碟製作、青年關係事工等
（請註明奉獻項目：＿＿ ）
需要收條退稅：

是□

否□

奉獻方法：
1) 獻款從以下信用卡戶口扣除
□ VISA □ MASTERCARD □ AMEX 有效日期至：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姓名：＿＿＿
2) 支票捐款＄＿

持卡人簽名：＿＿＿＿

抬頭請寫：Marriage and Family For Christ

請用英文正楷填寫（電郵：info@mffc.org.au；傳真：02-9715-6924；或寄回：PO Box 313, Burwood, NSW 1805, Australia）
捐款＄2或以上，可憑收據退稅，每月定期捐款總數之收據將於稅務年度完結前寄往以上地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