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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一家紛爭
就必敗落

1

邱清泰
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

30年前，竹君和我一同領受“為主得萬家、家家為主活”的使命與託付，而
開始了“家庭更新協會”(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的事工。而在我們服事的眾多群體
之中，牧者和傳道人的婚姻和家庭，一直都是我們特別關心和掛念的。
因為主親自說：“若一國自相紛爭，那國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分争 ， 那家就
站立不住。”(可3:24-25)。又說：
“凡一國自相紛爭，就成為荒場；凡一家自相紛爭，就必敗落。”(路11:17)。

擊打牧人、羊就分散
而基督在地上的身體──
(教會)能否健康成長，牧師和
師母是關鍵人物，因為他們是
神特別揀選呼召去牧養群羊的

所以:

挽回一對牧師
師母的婚姻，

牧羊人！聖經說:“惡者就像

就避免了一個教會

吼叫的獅子，遍地遊行，要尋

的分裂和倒塌!

找可吞吃的人。”(彼前5:8)。
摩鬼要攻擊和吞吃的首要對象

得著一對牧師師母，

就是牧師和傳道人的婚姻和家

就得著一個教會!

庭！因為“擊打牧人，羊就分
散。”(撒迦利亞書13: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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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所以過去這30年當中，“家新”在開發新的國家和地區的事工的時候，如果可
能，第一次的“恩愛夫婦營” 通常都是先為當地的牧者和傳道人而開辦免費的“教牧
恩愛夫婦營”。
在地上我們肉身的婚姻和家庭如果破裂不保，就會家破人亡。除了夫婦兩人首當
其衝之外，第一個無辜的受害者就是他們的兒女！在屬靈的家庭(教會)當中，牧者師
母的婚姻如果崩潰(牧人被擊打)，羊就分散。
感謝主！過去幾年神特別揀選了“台灣家新分會”去全力發展和推動教牧的“恩
愛夫婦營”，成績斐然，令人刮目相看！“家新”第一次4天3夜的“教牧夫婦進深營
（PMER2）”也在今年8月31日-9月3日在台灣舉行。下面是一些參加的牧者和師母的
心聲和見證：

“教牧恩愛夫婦營”(PMER1):
30多年的婚姻，因著牧會忙碌,兩人漸行漸遠，直到來到營會，學會表達與傾
聽，不再是同床共眠的陌生人 ....
結婚12年，牧師在一個大教會服事，師母則是大學的助理教授。在教會低
調，總覺得已將丈夫奉獻給主，但卻感受不到神的愛，戲稱自己是結婚的單
身貴族。直到來到營會，神翻轉了困境 ....

“教牧夫婦進深營”(PMER2):
八年前，父母親相繼在半年內過世，傷心與失落擱置未處理。悄然將傷口藏
起來，因為害怕失去的痛苦，乾脆就把丈夫關在心門外，或是將他錯置在父
親的位置，讓自己以為父親還沒失去。兩人的關係常常籠罩在陰雨綿綿的低
氣壓中，直到來“進深營”，溫柔的聖靈輕輕的撥開烏雲，萬里晴空於焉出
現....
很感謝有四天三夜的營會，讓我們有時間消化，也不會感到急迫、疲累，心
很放鬆。也有私下操練三腳凳的時間，真的很有得著...

會長的話

“教牧夫婦進深營”(PMER2)帶領夫婦的見證:
 P MER是很有價值的服事，因牧者靈性再好、他們的服事再大，他們服務的人
再多，他們基本的需要是一樣的--需要被愛、被尊重、被呵護、被疼惜、被
理解。他們所受的苦不是我們所能想像的，我們受苦還可以找牧者談，還可
以私底下抱怨，但他們沒有這樣的扶持。看見他們願意為主擺上的心，但裡
面卻是傷痕累累，所以我很能體會“家新”是教會的僕人 ... , 所以讓牧者來
營會歇歇吧！
“教牧恩愛夫婦營”(PMER) 不僅是水平面促進牧者夫妻關係，垂直面強化他
們與神的關係，更可以提供一個平台，讓他們可以在牧者群中找到可以交心
的、一輩子的好朋友。我相信PMER是上帝看見這群牧者的辛苦和心酸，藉著
“家新”賜給牧者們的禮物。

我的禱告是:
1

願主祝福未來“家新”在全球各地蓬勃開展的“教牧恩愛夫
婦營”!

2 “教牧恩愛夫婦營”也是“家新”未來另一個30年有待開發
的新事工當中重中之重的事工!

3

4

會心清流

生與 死
（一）

要想經歷一個美麗溫馨的婚禮，享
受一生幸福美滿的婚姻，每一對新人都
必須先走過自己的喪禮而開始的！
根據11月9日全球最新的新冠肺
炎疫情的統計：確診個案：50,018,057
人，而死亡人數有1,250,503人。不爭的
事實反映出生命實在是脆弱與無常，死
亡就在我們身邊。雅4:14：“你們的生
命是什麼呢？你們原來是一片雲霧，出
現少時就不見了。”詩篇90:5-6：“早
晨他們如生長的草，早晨發芽生長，晚
上割下枯乾。”

“死而後生”？抑“死裏逃生”？
一個人屬靈生命的誕生與成長，
永遠都是“死而後生”而不是“死裏逃
生”的。前者是“視死如歸”，而後者
是“貪生怕死”。前者是神要把我們的
“老我”置之死地而後生，後者是“貪
生怕死”的人希望能“死裏逃生”，苟
且偷生一輩子。

肉體的生命要想突破“舊我”而進
入屬靈的“真我”，永遠必須願意“先
死而後生”，經歷“死而復活”、“失
而復得”的屬靈蛻變。而世人的生死觀却
是存心僥倖，希望“不死而活”或“不
勞而獲”。
每一個胎兒新生命的誕生都必須
要“努力”掙扎，才能脫胎而出，進入
人世。難怪耶穌說：“天國是努力進入
的，努力的人就得着著了。”(太11:12)

“我死你活”！抑 “你死我活”！
談到人際關係，我們的“生死觀”
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呢？在夫妻、親子、
婆媳、上下、和同工關係當中，帶來最
大殺傷力的生死觀是“你死我活”！在
疫情中被迫關鎖在家的夫妻、親子、婆
媳，應該是一個彼此重建合一親密關係
的千載難逢的良機，卻反而導致欺淩、
毆打、家暴、離婚的個案節節高昇。
而聖經卻提醒我們要效法基督的榜
樣───“我死你活”！林後4:10-12：
“身上常帶著耶穌的死，使耶穌的生也
顯明在我們身上，因為我們這活著的人

會心清流

是常為耶穌被交於死地，使耶穌的生
在我們這必死的身上顯明出來。這樣看
來，死是在我們身上發動，生卻在你們
身上發動。”約12:24：“我實實在在地
告訴你們：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
仍舊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
粒來。”

“天天死”！“要捨己”！
耶穌在復活之後，離開人世之前，

去，使萬民做我的門徒。”而作主的門
徒，最重要的2個操練就是：

1. 天天死 (背十架)
不願背十架（先釘死老我）的人，主
說你不配作我的門徒。（太10:38）

2. 要捨己（忘老我）
主又說：“若有人要跟從我，就當
捨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來跟從
我。”（路9:23）

吩咐衪所愛的門徒說：“所以你們要

歸心自省
1. 試整理一下您這一生在最親密的人際關係（夫妻、親子、婆媳、同工）
當中，你最常用的模式是“你死我活”或是“我死你活”？

2. 和你配偶或小組組員分享一件“你死我活”的慘敗經驗。
3. 和你配偶或小組組員分享一件“我死你活”的得勝經驗。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會心清流」2020/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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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與 死
（二）

上一期“會心清流”的“生與
死”(一)短文的總結是：若要作主的門
徒，就必須效法祂的榜樣──願意天天
死、要捨己！(路9:23)

未知死、焉知生？
事實上，如果我們不願意將自己的
“老我”置之死地，新生命之誕生是不
可能的。就像鳳凰如果不願“浴火”，
就不可能經歷“出死入生”的“重生”!
而“老我”最難改變的其中一個特性就
是：“我作主！”“我做王！”“我掌
控！”對許多人來說，“失控”是最恐
怖的災難，是“自尊”徹底的摧毀和崩
潰！但是沒有拆毀，就不可能有“重
生”和“重建”。秋葉必須先落，加上
寒冬的等待，才能看到春花滿枝頭！
中國傳統文化看生死是──“未知
生、焉知死！”（子路問生死，孔子的
回應）。
聖經天國文化看生死是──“未知
死、焉知生！”（耶穌解釋得失和生死
奧秘 (約12:24)。

真正的“生”是必須先義無反顧的
擁抱“死”。每一次的降服（順服），
每一次的擁抱“死”，都帶領我們進入
更深的靈界和再攀屬靈的高峰。也是我
們再一次經歷信心的跳躍和走出死蔭的
幽谷。

小死和大死
肉身生命的死亡，其實並不可
怕。因為這是每一個人一生必須走過的
“生、老、病、死”的最後一站。但對
於那些找到上帝、歸信基督的人，離開
人世是必死之身終於回到永恆的歸宿。
好得無比！
但是在“大死”（肉身大去）之前
必須先操練“小死”──在神的面前，
謙卑、順服；在人的面前，先主動認
錯，請求饒恕。這是走向真自由和全然
得釋放必經之路。“救自己生命的，必
喪掉生命。凡為我喪掉生命的，必得著
生命。”(太16:25)
不怕“死”的人，經過多次的“小
死”，他肉體的生命經過火一般的淬
煉，就能結出像精金的聖靈的果子。我
們一生經歷愈多的“小死”，我們就越

會心清流

能超越死亡（大死）對我們的轄制！我
們就能勝過死亡，並且得勝有餘！如果
我們在今生就願意不斷的預嚐“小死”
的滋味，我們就能把“大死”看成是生
命最美的成全，而不是生命不完美的遺
憾！
竹君16年腦瘤的最後兩年，因為
記憶衰退，兩眼全瞎，常常要我替她在
地址簿中尋找朋友的電話號碼。我心中
好奇，後來發現她終日被關鎖在黑暗之

中，但心中的靈眼卻被神開啟。以致於
她看見自己一生有意無意之中可能得罪
傷害的朋友。她在“大死”之前，願意
順服，歡然接受“小死”，一個一個的
打電話向她／他們道歉，請求原諒！做
完之後，她終於瀟灑無悔的走完了她人
生最後的一段旅程！她那種全然順服，
視死如歸的泰然，讓我潜 潜 然淚下，肅然
起敬！

歸心自省
1. 神透過這篇短文，挑起了您一些什麼回憶？最觸動您心扉的是什麼？
2. 您一生對“生”與“死”有什麼執著的看法和體會？看完這篇文章，內心有什
麼獨到的心得和看破嗎？

3. 竹君在她“大去”之前的頓悟，歡然擁抱“小死”的操練。對您有什麼啟發？
試和您配偶或跟進小組的組員分享！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會心清流」2020/0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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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苦 與 頓悟
從基督教的信仰來看，“受苦”是
成聖必經之路，也是願意背十架跟隨主
的門徒必走之路！
天父沒有垂聽愛子耶穌在客西馬
尼園的哀哭禱告，忍心定意要祂謙卑順
服走上十架“受苦”之路。耶穌若不願
意降卑順服，接受被釘十架的羞辱和痛
苦，我們今天就不可能親嚐“罪得赦
免”的救恩之福。(腓2:5-8)
“痛苦”不是神創造用來虐待我們
的工具，它是始祖被撒旦欺騙，中計犯
罪之後的“後果”。但神卻容許苦難、
疾病、失業、失戀、失婚、失意、痛苦
臨到我們，目的就是要透過受苦，將我
們煉成精金，成為神手中貴重的器皿，
使人得福！

受苦的意義
1) 玉不琢，不成器:
除非我們自己走過受苦之旅，我們不可
能有真正醫治別人的權柄，以及幫助受
苦者得痊癒的能力。詩人說：“我受
苦 是 與 我 有 益 ， 為 要 使 我 學 習祢 的 律
例。”(詩119:71)
2) “受苦”是我們蒙召的目的:
使徒彼得說: “你們蒙召原是為此。”
(彼前2:21)
“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們也當將這樣
的心志作為兵器，因為在肉身受過苦
的，就已經與罪斷絕了。”(彼前4:1)
3) 效法基督，跟隨腳蹤踪:
“……因基督也為你們受過苦，給你們
留下榜樣，叫你們跟隨祂的腳蹤行。”
(彼前2:21)
4) 今生受苦，永世同樂:
“因為你們是與基督一同受苦，使你們
在祂榮耀顯現的時候，也可以歡喜快
樂。”(彼前4:13)

會心清流

如何面對苦難?
1) 有平安、可放心:
主耶穌親自的安慰:
“我將這些事告訴你們，是要叫你們在
我裏面有平安。在世上，你們有苦難；
但你們可以放心，我已經勝了世界。”
(約16:33)
2) 面對生死、笑傲苦難:
“我的弟兄們，你們落在百般試煉中，
都要以為大喜樂。”(雅1:2)
“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難中也是歡歡喜
喜的。” (羅5:3)
3) 常思將來的榮耀:

對於身處“水深火熱”的“受苦
者”來說，內心深處都會問:“神既是全
知全愛的神，為什麼會容許「苦難」折
磨祂所愛的人呢？”這個問題我們無法
先知先覺的，透過哲學或神學的辨証思
考而找到答案。“受苦者”必須親身經
歷苦難，嚐透苦味之後，方能後知後覺
的突然頓悟而得道。
唯有當我們確信基督是與我們共
渡苦難，我們的傷口才有機會成為“聖
傷”(Holy Wound)；而我們平凡的“人
生之旅”才能成為喜樂得勝的“成聖之
旅”!
跟隨基督的腳步，受傷、受苦、受
死是唯一通天之路！

保羅說:“我想，現在的苦楚若比起將來
要顯於我們的榮耀，就不足介意了。”
(羅8:18)

歸心自省
1. 試安靜整理一件“心中至苦”的經歷。您有過同樣的“為什麼?”的疑問嗎?
2. 看完這篇短文，您有什麼頓悟和釋然嗎?
3. 這篇文章對您最大的幫助是什麼?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會心清流」2020/1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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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了”
”
“堅持
堅持”
”與“成了
上一篇的“受苦與頓悟”一文中，
我提到在極深苦難中掙扎的人很自然
會問:“全知全愛的神，為什麼會容許
「苦難」折磨祂所愛的人？”這一期對
於那些已經明白“受苦的意義”，並且
掌握了面對苦難秘訣的人另一個問題
──“神呀！要等到幾時呢？”

要等到幾時呢？
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中“要
等到幾時呢？”(啟6:10) 這個問題，在
整本聖經中，多少的古聖先賢以及先
知、祭司、君王在遙遙無期的苦難和試
煉當中，至少有58次向神發出同樣的
呼喊和質問:“我們要忍耐再等到幾時
呢？”

當整個世界在苦海中掙扎的人，一
直渴望基督再來，神的新天新地的帳幕降
臨在人間，神要擦乾他們一切的眼淚。不
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號哭、疼痛，
因為舊事已過，都變成新的了。（啟21:34）。主既然應許:“看哪！我必快來。”(
啟22:7,12）但是已經過了2千多年，為什麼
還沒有回來呢？
原來，第一，“主再來”這個應許一
直被撒旦拖延，以致神的兒女都被折磨得
精疲力竭，幾乎要放棄盼望，撐不下去。
但以理書7:25那裏說：惡者“要折磨至高
者的聖民”，目的是要竊取聖徒的喜樂、
能力、以及愛主的心，以致最後功敗垂
成。
第二，是出於神的許可，目的是要幫
助信徒成全他們的信心，以及促成他們生
命品格的成長。“因為知道你們的信心經
過試煉就生忍耐。但忍耐也當成功，使你
成全完備，毫無缺欠。”(雅各書1:3-4)

堅持到底
忍耐到底(Perseverance)這個字在啟示
錄整卷書中提到7次。希伯來書10:36:“你
們必須忍耐，使你們行完了神的旨意，就
可以得着 所 應許的。”屬靈戰爭越久，越

”

會心清流

到最後的階段，敵人的攻擊也越來越猛
烈，勝敗存亡也在一念之間。所以我們
的信心也要越堅定，堅持和忍耐也要咬
緊牙關撐下去。否則晚節不保，也就前
功盡廢！

“忍耐到底”的這個過程能夠滋潤
培養我們的品格，將“活像基督”的理
念和目標轉化成生活的方式。我們的生
命品格在苦難和折磨的火焰中被淬煉，
以致成為精金，可以討主喜悅。

堅持到底的目的有三個“成”:
(雅1:4)

所以，單單有好種和好土還
不夠，也要加上“不灰心”和“堅
持到底”，才能有收成。“我們行
善不可喪志，因為若不灰心，到了
適當的時候就有收成。”(加6:9) 。
“只要我們將起初確實的信心堅
持到底，就在基督裏有份了。”

1. 成 功 : “ 但 忍 耐 也 當 成 功 ” ( p e r f e c t
result)。

2. 成全:“使你們成全”(you may be
perfect)。

3. 成長:“完備”(complete) 和“毫無缺

(來3:14)。

欠”(lacking in nothing)。

歸心自省
1. 你有問過同樣的“神啊！還要等到幾時呢？”這個問題嗎？請與你的
配偶或者小組組員分享引發這個問題的背景。

2. 神給你的答案是什麼？
3. 你最後終於成功的堅持到底了嗎？
4. 這篇短文帶給你一些什麼新的亮光和看見？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會心清流」2020/1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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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新代禱網

全球分會及事工協調小組

感恩及代禱事項
澳洲家新
1. 感 謝 神 帶 領 「 留 在 家
中」生活電影製作比
賽，已完成甄選並有三
個家庭作品得獎
奬 , 在疫情
下共享家庭樂，榮神益
人。

2. 感謝神帶領 10月 17日
舉行的週年大會，選出
新一屆執行董事，及同
日舉行的董事會議。

3. 求神賜各董事及各省同
工有智慧，計劃明年
在各省舉行的恩愛夫婦
營、進深營、公開聚
會、神國好漢、神國木
蘭及“卅+1周年慶典”
等活動的推廣及預備。

英國家新
1. 感謝神，雖然各地由於
疫情影響封城，仍能用
網上科技，去聯絡及關
心各營會夫婦成員。

2. 求 主 賜 英 國 家 新 董 事
會，有聰明智慧可以安
排網上專題聚會，去聯
絡及關心有需要的華人
家庭。

加拿大家新
1. 分會已組織學有專長的
同工成立團隊，正在預

備一系列網上夫婦成長
課程，是專門針對沒有
參加過營會的夫婦，預
計今年末推出。求神賜
下智慧，群策群力，為
主發光。

2. 感謝神，感動唐財方牧

2. 全 國 各 地 網 上 “ M E R I

3. 邱清泰會長臨別勉勵：

重溫跟進小組”持續開
展，帶領夫婦團隊士氣
高漲，積極投入，鼓勵
營友參加。預計到年底
將會開多七至十個“重
溫跟進小組”。並開始
探討第二期“重溫跟進
小組”的安排，求神引
導帶領。

於8月29日上午舉行網
上聚會，邱會長親臨與
本會帶領夫婦會面，給
予我們勉勵，共57人出
席。

3. 請 繼 續 紀 念 明 年 1 - 5 月
份之間進行之網上培訓
課程“聖經中的家庭觀
及實戰裝備”。感謝
主，國、粵語都已經各
有五位老師（都是帶領
夫婦）。求主賜智慧給
老師們預備好課程，教
學相長。

香港家新
1. 2 0 2 1 年 夫 婦 營 營 期 ：
本會計劃2021年舉行9
個標準恩愛夫婦營，1
個教牧夫婦營，1個夫
婦進深營，一次帶領夫
婦培訓課程。

師應允在本會未聘請到
新總幹事之前，願意堅
守義務總幹事的崗位。
願主悅納並堅立他手所
作的工!

4. 本會急需對家新事工有
負擔的家新人起來承擔
總幹事及會長之職，帶
領香港分會的發展、連
結總會／教會。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1. “帶領夫婦”每個月一
次的晨禱會通過網絡平
臺進行。身處各地的同
工都能參與，參與的同
工還更多了，感謝主！

2. 感恩線上進行的跟進小
組能順利完成，希望學
員夫婦能繼續積極操練
所學習的功課。

3. 為帶領夫婦們個別透過
網絡平台進到學員們的
家中，與他們一同進行
家庭禮拜的服事禱告。

家新代禱網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美國家新

1. 感恩我們家新帶領夫婦

1. 感謝神!疫情期間在全美

同工團隊繼續保持一
顆火熱服事的心，等待
疫情緩和後繼續帶領營
會。

營會完全停止情況下，
神開了一扇天窗，使用
網路與各地區同工團隊
關懷禱告，并且從6/1
到 9/21共有26次分別兩
期舉辦“帶領夫婦生命
品格”及“課程帶領培
訓”。又在8/29 到10/3
為期六周“婚姻成長訓
練班”開放給教會，社
區。反饋很好，把一切
榮耀，頌讚歸給我們的
神。

2. 規劃來年的營會方案，
如何有效的在教會家庭
事工當中，發揮家新事
工的關鍵性功能。

台灣家新
1. 感謝主，8/31-9/3“教
牧夫婦進深營”今年首
度嘗試4天3夜新的模
式，已經順利完成，收
獲滿滿!感謝主照著祂豐
盛的應許賜福13對牧者及
4對服事同工。

2. 9 / 2 5 - 2 7 為 年 度 同 工 退
修會，此次有四個課程:
夫妻門訓、體驗教育、
教牧夫婦營、歸心祈
禱，感謝主使講者聽者
同受造就。

3. 應台中教會的邀請，從
9月到12月，每月舉辦
一場「我們的婚姻故
事」系列講座。求主恩
待四對主講夫婦(依序為
9/12榮隆、惠萍;10/17
潮瑞、敏華;11/14意
達、劉萍; 12/12增韡、
瑞珍 ) 。藉著分享他們
的婚姻故事能感動參加
者更深的看重婚姻關係
的經營並且願意積極採
取行動參加MER1。

2. 鑒于疫情的不穩定，下
半年的營會大部分地區
已經取消，求主賜當地
負責同工智慧來作出決
定亦激勵同工們在等候
期間，仍然不氣餒，專
心等候主。

家新總部
1. 感 謝 神 ， 第 七 、 八 篇
e-Newsletter的文章－
「受苦與頓悟」、「堅
持與成了」，已經於
11月初在總部的網址
和Facebook發放。求神
賜給會長有從神而來的
恩膏和啟示，繼續編寫
文章，作 爲 “ 跟進小組”
和“個人等候神”的自
省、互動、和啓發的資
料。

2. 感謝神奇妙的恩典，雖
然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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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封城、封國的嚴重
攔阻，但沒有人能關閉
攔阻神自己要做的工作!
由今年1月開始至7月，
全球家新分會使用網上
平台(zoom)開辦之各種
"培訓講座"、“跟進小
組”，以及“禱告交通
聚會”超過264次。估
計8月至12月將會有另
外210次。全年總共 :
474次。耶和華我們的
神，的確是真神！是活
神！讓我們把一切的感
謝、讚美、榮耀都歸給
祂!

3. 求主幫助美國家新郝偉
業總幹事，為總部在美
國南加洲洛杉磯尋找租
用新的辦公室、添置
辦公室傢俱、儀器、網
絡、電話安裝，以及聘
用新的總部同工等，有
屬天的智慧和通達的道
路。並賜給他健康和喜
樂, 身心靈都健壯。

4. 為家新之搬遷費用以及
回美後之行政及人事費
用, 求主豐富供應。

5. 為「國際家新」在美國
預備全職同工:辦公室
行政主任、會長室助理
以及IT負責同工。求神
呼召有事奉心志、愛主
並且具備專業能力的家
新人，踴躍自薦或推薦
適合人選，加入家新總
部。

更新‧回應

世界各地聯絡處
國際家新（總部）

如閣下想收取印刷版本的《家新知音》，請填妥以下回條並
擲回，以便本會作出安排。
◯ ○ 請寄
請寄印刷
印刷版
版《家新知音》
數量：◯ ○ 一份

○ 請停止郵寄《
請停止郵寄《家新知音
家新知音》
》

◯ ○ ＿份

○ 更改資料
◯

◯
○ 奉獻支持「國際家新」
◯

中文姓名
英文姓名

電郵地址
聯絡電話
郵寄編號（如有，於郵寄標籤右下角編號）

奉獻方法
香港地區
1. 支票奉獻 港幣抬頭「家庭更新協會國際有限公司」或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Ltd」
2. 直接存入銀行帳戶
帳戶名稱：「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Ltd」		
中國銀行(香港) : 012-375-00017373
（請將存款收據連同奉獻者個人資料郵寄、電郵或傳真擲回）

美加及其他地區
1. 支票奉獻 美金抬頭「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美金支票寄：P.O. Box 610301, San Jose, CA95161-0301 USA）
2. 網上奉獻 請登入www.cffc.org奉獻
美金請用

）

信用卡奉獻
○

有效日期

	

持卡人姓名			

	

信用卡號碼
○持卡人授權一次轉帳金額為				
年

澳洲分區事工請與分會辦公室聯絡

月

日

○持卡人授權每月 / 每三個月 / 每半年 / 每年轉帳金額
 轉帳直至 ○一年 ○三年 ○五年 ○另行通告
持卡人簽名
日期

○請寄回收據 (港幣奉獻$100或以上可憑收據申請減免香港稅項；美
元奉獻可獲發美國免稅收據)
○收據抬頭並非捐款者本人（請以英文列明）

表格請寄回總會辦公室，亦可傳真或電郵至總會。

董事會主席：龐元燊
Mr. Pong, Louis
會長：楊家傑牧師
Rev. Yeung, Ka Kit 
總幹事：唐財方牧師
Rev. Tong, Raymond 
幹事：林陳淑婷
Mrs. Lam, Erica
Tel: (852) 2420-5116, 2420-5316
Fax: (852) 2420-3591
E-mail: cffc@cffc.org.hk
Website: www.cffc.org.hk

台灣家新

驗證碼（卡背簽名欄最後三個數字）

擬定轉帳日期為		

會長：蔡榮興
Mr. Choi, Wing Hing
辦公室主任：王寧
Ms. Wang, Ning
行政同工：林黃巴蘭
Mrs. Lam, Josephine
行政同工：潘林麗濤
Ms. Lam, Nicole
行政同工：謝張偉玲
Mrs.Tse, Florence
行政同工：蘇家俊
Mr. Su, Evan
Tel: (612) 9633-1925	
Fax: (612) 9633-2143	
E-mail: info@mffc.org.au
Website: www.mffc.org.au

香港家新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 808-116032-001

○

會計人事兼辦公室主任：李欣欣
Ms. Li ,Yan
Tel: (852) 2453-3001
Fax: (852) 3013 8947
Email: hq@cffc.org
Website: www.cffc.org

澳洲家新

通訊地址

（港幣請用

會長：邱清泰
Dr. Chiu, Peter

理事長：呂意達
Mr. Lu, I-Ta
執行長：馬榮隆
Mr. Ma, Tony
行政同工：匡惠萍
Mrs. Ma, Julie
Tel: (886) 5-2780152
Fax: (886) 2-66021604
E-mail: cffc.tw@gmail.com
Website: www.cffc.org.tw
北區辦事處
辦事處主任：許瓊華
Mrs. Hsu, Chiung-Hua
Tel: (886) 9-22747579
Email: she650560@gmail.com
台灣分區事工請與分會辦公室聯絡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陳進南傳道
Pastor Chen, Eddy
Tel: (65) 8338-8659
E-mail: cffc.sg@gmail.com

東馬來西亞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許鈞凱
Mr. Hii, King Kai
Tel: (60) 12-888-0392
E-mail: xjk_1119@hotmail.com

美國家新
董事會主席：劉鴻彬
Mr. Lau, Jonathan
總幹事：郝偉業
Mr. Hao, Wei
行政同工兼秘書：梁潔瑩
Mrs. Tran, Stephanie
會計同工：朱玉琴
Ms. Tsai, Joy
辦公室行政助理：丁璐
Ms. Ding, Lulu
Tel: (626) 337-7200
Fax: (626) 337-7233
E-mail: info@cffcusa.org
Website: www.cffcusa.org
美國分區事工請與分會辦公室聯絡

加拿大家新
董事會主席：黃明鈁牧師
Rev. Wong, James
總幹事：甄健威牧師
Rev. Zhen, Jimmy
加東國語事工主任：胡君才傳道
Pastor Hu, Joe
行政助理 : 熊春
Ms. Grace Xiong
Tel: (647) 727-2255
E-mail: canada@cffc.ca
加西事工主任: 錢瑩
Mrs. Jenny Gu
會計 : 陳王國珍
Mrs. Jane Chen
Tel: (604) 875-0203
Email: jenny@cffc.ca
Website: www.cffc.ca
加拿大分區事工請與分會辦公室聯絡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董事會主席：林裕慶
Mr. Lim, Vincent
E-mail: cffc.org.uk@gmail.com
Website: www.cffc.org.uk
法國事工
聯絡人：梁仁惇牧師
Rev. Leung, Yan Dun
E-mail: yandunleng@yahoo.fr
德國事工
聯絡人：楊曉東
Mrs. Yang, Xiao Dong
E-mail: xd.yang@web.de

北歐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鄭日耀
Mr. Cheng, Yat Yiu
Tel/Fax: (47) 2223-7192
E-mail: yatyiucheng@dinner.no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聯絡人：王懷恩牧師
Rev. Wang, Vicente
Tel: (54) 91-58388822
E-mail: vicentewang@gmail.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