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 費 贈 閱 F R E E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2020 夏 季

第

1

期

靈界病毒 - 魔術師(Type I)?
超人(Type II)? 成吉思汗(Type III)?
滴雞精 ? 雞湯粉 ?

cffc.org

國際家新董事會：
邱清泰（主席）龐元燊 譚祖德 劉鴻彬 張朝樑
國際家新國際諮詢委員會成員：
王懷恩   祈少麟   吳克定   周永康
林治平 蔡元雲 羅德麟 蘇慈安
（按姓氏筆劃排列）

目錄

第

CONTENTS

2020 夏 季

1 期

會長的話
編首語 / 01
行政及財務報告 / 02

國際家新會長：邱清泰
編輯：邱清泰 李欣欣
設計：鄭惠萍
出版：國際家庭更新協會
Chinese Family for Christ International
香港新界葵涌葵豐街2-16號鍾意恆勝中心604室
No. 604, 6/F, Join In Hang Sing Centre
2-16 Kwai Fung Crescent, Kwai Chung, N.T.
Hong Kong
Tel : (852) 2453-3001
Fax : (852) 3013-8947

會心清流
靈界病毒 - 魔術師(Type I)?
超人(Type II)? 成吉思汗
(Type III)? / 04
等 (一) 滴雞精? 雞湯粉? / 06
等 (二) 人間的等 vs 天上的等 / 08
等 (三) 等而不應 / 10

E-mail : hq@cffc.org
Website : www.cffc.org

家新禱告網
家新全球禱告網 / 12
CFFC

facebook

PRINTED IN HONG KONG

家新記事本
更新回應 / 封底

本刊為定期免費贈閱刊物，如訂閱或更改地
址，可電郵至hq@cffc.org。印刷及郵費成本
為$1.5美元，均來自家新之友的愛心奉獻。讀
者如有奉獻回應，可使用隨刊附上的奉獻封，
感謝您們支持參與！
本刊所有文章、照片及插圖均保留版權。未經
本刊書面許可，不得以任何形式轉載及翻印。
本刊文章由作者自負文責，其立論未必與本機
構及本刊一致。

家新各地聯絡處 / 封底

會長的話

編首語
邱清泰
國際家庭更新協會會長

“國際家新”最
後一期紙版的季刊(76
期)，已於2019年7月

得意猶未盡。連“家新”全球事工的發

出版後停刊。主要的

展以及經費需要和代禱的事項都沒有分

原因是因應時代的潮

享。我們願意關心，卻無從下手！”

流，21世紀已經進入
互聯網的時代，忙碌的新千禧年人
(New Millennials)已經沒有耐性手拿一本
30頁厚的雜誌在那裏細嚼慢吞冗長的文
章和內容。另外一個原因是紙印雜誌的
印刷費、運費和耗用人力的裝釘、包裝
程序，對於一個非牟利的福音機構來說
“節流”也是管理層要抓緊的原則。
但是在停刊的過去一年裏面，
“國際家新”總部也聽到一些此起彼伏
的聲音 :「別忘了我們這一群二三十年
和家新共步，一齊成長，默默為家新代
禱、奉獻的老同工啊！”;“年青後起
的「家新人」雖然喜歡“刷手機”、看
短訊；我們一卷在手，逐頁細讀，也
是幾十年習慣和最愛的吸收新知的方

好罷！經過一場內心的掙扎，實
在不忍心做一個忘恩負義的機構，也不
希望被誤會“偏心”和“厚此薄彼”。
最後就有了這一份精簡濃縮“減了肥”
的“家新簡訊”！ 希望主悅納“家新總
部”的苦心，也滿足了另外一群資深的
“老相好”！
每期“家新知音”
中的“會心清流”短文都
是摘錄自電子版的家新簡
訊中我寫的短文。文章最
後的“歸心自省”欄目却特
別設計了幾個問題，希望夫妻談心、跟
進小組、或個人等候神的時候都可以幫
助讀者與主建立更深入親密的關係。
神祝福您們更愛神 ! 更愛“家

法！”;“從今年初推出的E-newsletter(
網上簡訊)，雖然精簡到位，但是卻總覺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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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的話

2020年1-5月 國 際 家 新

事工報告
1. E-newsletter - 會心清流 ( 4 期 )
♥

靈界病毒 2020/2/27

♥

等 ( 一 ) 家新30 快遞：滴雞精？雞湯粉？ 2020/3/27

♥

等 ( 二 ) 家新30 快遞：人間的等vs 天上的等 2020/4/18

♥

等 ( 三 ) 家新30 快遞：等而不應 2020/5/22

2. 國際家新視頻( 6 套 )
觀看和下載鏈接：https://www.youtube.com/user/CFFCorg
♥

國際家新2020 主題 : 瘟疫無情 神恩夠用 - 【普通話版】

♥

國際家新2020 主題 : 瘟疫無情 神恩夠用 - 【廣東話版】

♥

疫症期間「家新人」家庭生活微電影比賽【普通話版】

♥

疫症期間「家新人」家庭生活微電影比賽【廣東話版】

♥

國際家新 : 澳洲家新卅週年 【普通話版】

♥

國際家新 : 澳洲家新卅週年 【廣東話版】

3. 創啟地區JC直播
♥

4/28, 5/19, 6/9

♥

6/18 家新人培訓

4. 創啟地區JX
♥

5/29 30 分鐘分享

♥

6/13, 6/26 同工培訓

會長的話

5. 家新全球分會及事工協調小組負責
同工交通祈禱會 ( Zoom 會議平台）
♥

10個國家地區負責同工參與15人參加

6. CRM 系統建立
♥

4/17, 5/8, 6/12 全球(7個國家地區參與) 線
上學習Zoom 製作報名表格

財務報告及預算
2020年1-5 財務總結
項目

收入(USD)

奉献獻
其他收入

註1

支出 (USD)

2020年財務預算總結
收入（USD)

$49,720

$123,846

$10,565

$408,907

支出 (USD)

人事開支

$137,337

$499,264

行政開支

$27,933

$416,819

$19,000

$27,000

差傳奉獻
總數

註2

$60,286

$184,270

2021 年1-5月 虧損 US $123,984

$532,753

$943,083

2020年總支出需要 $410,330
平均每月所需奉獻 $34,194

註1: 版權費、MERI, MERII册、分會刊物、印刷運費、物流作業手續費及講員費。
註2: 美國總部將全年經常費奉獻總收入的10%, 奉獻支持其他家庭婚姻輔導的基督教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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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心清流

靈界病毒
魔術師？
（Type I）

超人？
（Type II）
成吉思汗？
（Type III）

在新型冠狀肺炎病毒橫
掃中港的當下（最新
中 國 疫 情 統 計 ， 20 20 /2
/18 ： 確 診 72 ,5 32 人 ，
死亡
1,872 人），死傷枕藉
，哀鴻遍野，人心惶惶
，談虎
色變。
但在另外一場更猛烈，
更凌厲的屬靈戰爭之
中，卻是殺人不見血，隱
蔽不察覺。 魔鬼使用的
病毒
共有三種類型：Type I，
Type II 和 Type III。

在中國人的文化裡，父母都希望子
女成龍成鳳，把追求成功作為人生目標，
不停往上爬追求「上行之路」；但耶穌基
督卻讓我們看見一條另類的路 -「下行之
路」- 一條跟世界截然不同的路。耶穌走
的是一條跟文化抗衡，不與世人同流的路
（腓 2:6-8）。
「下行之路」必然是艱難險阻，會
面對重重的試探和誘惑。 盧雲在「向下的
移動」中引用了耶穌如何面對魔鬼的三個
試探（太 4:1-11）來談終極得勝的秘訣：
第一個試探是做

「魔術師」
（Type I）
是針對人的生理本能的需
要。 魔鬼挑戰耶穌把石頭

變食物，來證明祂是神的兒子。世界會要
求我們證明我們是成功的，有果效的；但
耶穌卻說：「人活著不是單靠食物，乃是
靠神口裡所出的一切話。」（太 4:4）魔
鬼按著我們肉體的需要引誘我們，然而耶
穌緊緊抓住神的話。

第二個試探是做

「超人」
（Type II）
是要滿足人渴望「像」
神一樣，「高高在上」
的屬靈驕傲。魔鬼當
初引誘亞當， 也用了同樣的「劍法」，亞
當就中招倒下，萬劫不復。魔鬼把耶穌帶
到殿「頂」上，一個萬眾矚目的據高點，
然後對祂說：「祢 若是神的兒子，可以跳

會心清流

下去！」世界的價值觀就是要我們引人注
目，被人稱讚。很多跟隨主的人，或多或
少都想證明自己的能力和價值，希望被人
注目、稱讚、喜愛和接納。耶穌就用屬天
的「心法」來回招：「不可試探主你的
神。」（太 4:7）祂毫不懷疑天父對自己
的愛、價值和地位的肯定。如果我們確信
並經歷過上帝無條件、完全接納的愛，就
不用再倚靠人的肯定了。

第三個試探是做
「成吉思汗」
（Type III）
是直搗人的罪性中的權
力慾以及「萬人之上」
的虛榮心和自大狂。
魔鬼把耶穌帶上了一

5

座「最高」的山上，只要耶穌願意拜牠，
牠就把世上萬國的榮華都賜給祂。最終極
的試探是交出主權，尊牠為大。世界高舉
的是權力，我們從小就被教育要往上爬，
不斷抓。就像成吉思汗，得了亞洲還要征
服歐洲。魔鬼看穿我們的慾望，就用這招
抓住我們的心。但是耶穌說：「撒旦退去
吧！因為經上記著說：『當拜主你的神，
單要侍奉祂。』（太 4:10）
魔鬼用的三個試探（病毒）招招攻
『心』，但耶穌卻以『心』比『心』，堅
持『以天父的心為心』。堅信神的話語帶
有極大的權柄和能力，最後魔鬼不得不鎩
羽而逃。耶穌的『下行之路』，讓我們看
見的是『無能為力』中的能力，這就是得
勝的秘訣。靠自己無法勝過，靠主就可以
超越，並且得勝有餘。

歸心自省
1. 在聖靈光照中，您知道您是一個帶菌者嗎？
2. 您靈裡被侵入的病毒是哪一類型？ Type I？ Type II？ Type III？
3. 您有採取隔離的行動和尋求得醫治嗎？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 「 會心清流 」 202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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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等

（一）

滴雞精 ?

雞湯粉 ?

人的一生是由許多的「等」所串連
起來的。
長大需要時間，「等待」卻是一種

事、物，到頭來卻是一次又一次的夢破、

煎熬。現代人都在追求快（沒有最快，只

心碎和絕望！ 原來奧古斯丁慧眼獨具：

有更快），和即時的滿足。沒有一個人願

「上帝造人的時候，在人的心中留下一個

意「等」，因為覺得「等待」是浪費時

空處，只有祂自己能夠填滿。」真是一語

間。

中的！原來人間至愛、夢中情人、忙碌追
台灣名導演「九把刀」編劇的電影

「等，一個人，咖啡」的主題曲：「等一
個人」，其中有一段歌詞：

逐的萬事萬物，都不過是鏡花水月，如夢
如幻，無法滿足我們心靈深處的飢渴。 唯
有創造我們的神，救贖我們的主，才能
滿足我們最深的需要！原來我們一生在

每一個人心裡都有一個保留著的空位

「等」的那個人，就是主！ 那位在我們還

等一個人出現 擁抱著我的世界

作罪人的時候，為我們捨命的救主 - 耶穌

等一個人成為 我生命中的永遠

基督！

唱出了人心深處的渴求：「每一個人，都
在等一個人。 等待一個，能看見你與眾
不同的，那一個人！」但遺憾的是，當我
們都在等待一個可以真正滿足自己的人、

「滴雞精」和「雞湯粉」最大的分
別是前者是上好的精品！

會心清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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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滴雞精」是需要多少個小時的細
火慢燉才能熬出來的，而用開水即時沖出
來的即飲雞湯是無法相比的！
有些人因等待而自憐自卑，卻也有
人因等待而成長超越。

但今天回頭反思，地上最健壯
的肉體生命，也不可能天長地久。即使

竹君（我一生的至愛）得腦瘤16

神聽禱告，讓她腦瘤得醫治，重獲青春

年，天天禱告等候神的醫治。最後神卻忍

和健康，但有一天她仍然要經歷年老色

心讓她帶著腦瘤回天家！原來這16 年是竹

衰，面對身心衰殘的人生終局！如果她

君的曠野淬煉，就像摩西40 年荒原牧羊的

早得醫治，只有她一個人得福。但今天

熬煉。當初我和竹君同心求醫治的禱告，

她經歷主的同在並且得勝了16 年的「腦

原不過是人的一廂情願，以為竹君得醫治

瘤苦戰」，卻叫千萬夫婦因她得激勵！

重獲健康，我們就可以幸福快樂的共渡餘

得祝福！深哉！ 神的智慧深不可測！

生。

歸心自省
1. 您生命中最渴切「等待」的是什麼？ 人？ 事？ 物？
2. 您一直向神呼喊和「等待」的禱告，神如何回應？ 安靜自省，觸摸一下內心
深處 感覺，最後神的答案是什麼？
3. 在這疫情猖獗，全球被迫緊急煞車，動彈不得的當下，這篇短文帶給您的啟示
和盼望是什麼？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 「 會心清流 」 202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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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二）

人間的等 vs 天上的等

今年(2020年)的4月是我在人世76
年歲月中最悲喜參半的一年。感恩喜樂的

是30年前的4月1日我和竹君在家中書房
裏領受了「家新」的異象──「為主得萬
家、家家為主活」而開始了「家新」的事
工。悲慟的是6年前(2014年)4月30日早上
11 時23 分，竹君撒手塵寰，重投主懷。
從那一天開始，我形單影隻，孤身上路，
不知不覺也快走過2190天的日子，心中
痴痴的在等着和她再相逢的那一天……
女中音陳敏主唱的一首歌:「站著
等你三千年」，帶出一對癡情男女哀怨動
人的故事。這對男女分別住在梅裏雪山兩

我翻過了雪山來到了草原
只為在妳出嫁前再看妳一眼
說好了要一起到海枯石爛
難道妳忘了我們發過的誓言
………………………………
妹妹妳要做一隻絕情的雁
哥哥做胡楊等妳三千年

生也等妳死也等妳
等到地老天荒我的心不變
妹妹我等你三年又三年
才知你去了個地方叫永遠
妳說別等我別等我
可我怎麽忍心讓妳守着孤單

邊的草原上，彼此誓許終生，海枯石爛，

人生本來就是一條單程的旅途。

永不分離。可有一天女方得了不治之症，

歷史的長河，就像一列滿載春節回家遊子

為了不想拖累癡情的男友，編了個善意的

的火車，在某一個特定的時空，我上了

謊言，說她另愛他人要遠嫁他鄉，並告訴

車。在另外一站，你上了車。但你知否列

愛人出嫁的日期。歌詞娓娓道出男方心如

車將開往那裡去呢?

刀割的不捨……

會心清流

當車門開啟，終點站到了，當人
潮散去，人世間你最愛的人，可能已經比

9

世的等，人間的愛，沒有人有把握永遠擁
有。倒不如感恩當下情，珍惜眼前人 !

你早一站下了車，永不回頭。你有把握只
要你苦苦的等，他/她一定會回到你身邊

好好享受上帝給你的恩典 !
主耶穌說:「看哪，我站在門外叩

嗎?
《一代宗師》 電影中有一句台詞
: 「世間並不是所有的久別都能重逢，念
念不忘，也不一定有迴響。」《等．一個

門，若有聽見我聲音就開門的，我要進到
他那裡去，我與他他與我一同坐席 。」
(啟示錄3:20)

人．咖啡》電影中的老闆娘花了一生去思

別忘了，愛你的主耶穌在你的心

念已經遠去的愛人，雖然夢魂牽掛，念念

門外已經等了你兩千多年了!“歡迎浪子

不忘，卻始終及沒有等到對方的迴響。塵

浪女回家!”你聽到衪向你呼喚的聲音嗎 ?

歸心自省
1. “人間的等” vs “天上的等”，最大的分別在耶裡 ?
2. “珍惜眼前人”的 “人”是誰? 試寫下這些人的名字，
然後擬定一個如何珍惜的行動計劃! 就去做吧 !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 「 會心清流 」 2020/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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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三）

等而不應

生命的成長與成熟都需要耐心
的等候、懷胎十月要等、孩子的出生要
等、兒女長大要等、成家要等、抱孫子

也要等；連人生的大關卡：生、老、
病、死、都需要等。
新冠肺炎過去四個多月橫掃全
球，到五月初為止，全球共有187個國家
地區淪為災區，確診人數410多萬人，死
亡人數也超過28萬人，香港人無語問蒼
天，苦等了快5個月，難得一連24 天沒有
本地確診個案，以為終於等得雲開見月

染。全城又進入另一個新的恐慌和焦慮之
中。
回想竹君得腦瘤整整16年，我們
天天在等候神的醫治，最後神卻忍心的讓
她帶著腦瘤回天家！被神稱呼為＂我的心
上人＂的大衛，在他生命極度的痛苦中呼
喊說：「我的心哪，你當默默無聲，專等
候神，因為我的盼望是從衪而來。」（詩
62：5）真正專心的等候是默然不語，安
靜順服的一種期待。

明，全城解禁。沒想到5月13日又出現一

他深信神是守約施慈愛的神，到

宗本地確診，並且全家9口中接連3 人感

了時候，必然成就衪的應許，帶給我們

會心清流

盼望。這種帶著信心的等候和盼望，正是

卻是存著信心死的，並沒有得著所應許

希伯來書所說的：「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實

的；卻從遠處望見，且歡喜迎接。」就

底，是未見之事的確據。」（來11：1）

像你手裏握著一張100萬美金簽了名的支

英文的翻譯是＂Certain of the things hope

票，雖然還未去銀行兌現；但因為簽這張

for，sure of the things not see。亦即是

支票的人是中國的馬雲，或是台灣的郭台

「對盼望之事有絕對之把握；對未發生之

銘，或是香港的李嘉誠，你心中篤定的知

事有如親眼目睹之確信。」這些所望之事

道已經收到了，你就可以放心的抱著這張

和未見之事可能今生今世都未必能親眼目

支票安然進入夢鄉。竹君就是這樣安然睡

睹，但對神有信心而等候的人就等於是已

了，回到愛她的天父的身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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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得到了。希伯來書11章13節 :「這些人

歸心自省
1. 未看這篇短文之前，您內心是否還有一個神未聽的禱告？仍未得醫治
的一個病痛？仍然看不到的一條出路？
2. 看完之後，請您安靜一下，歸心自省。您內心深處是苦毒？埋怨？還
是喜樂？釋懷？
3. 把您的觸動、感動寫下來。然後找一個知心朋友和他/她坦誠分享。

文章摘自電子版的 「 會心清流 」2020/0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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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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慨解囊，大大緩解分會的

預備適合生命成長的培靈

感謝神帶領在網站推出了

財務壓力。求主繼續在金

主題，也預備參與夫婦的

「疫情下的關懷」專頁，

錢奉獻上豐富供應。

時間和心靈。

澳洲家新
1.

在疫情困擾時刻中，幫助

2.

2.

及鼓勵「家新人」和家人

夫婦的培訓甚得肯定，團

創啟地區 JC

及朋友。這網頁載有10位

隊更加合一與凝聚。計畫

1.

講員的視頻和音頻，及多

將來繼續提供培訓，同時

位作者的文章。

給家新之友提供課程重溫
和婚姻講座，以及給教會

求神祝福「留在家中」生
活電影製作比賽，讓「家
新人」分享在疫情的日

進家庭婚姻關係。

英國家新

2.

開展。
2.

1.

與疫情共存的常態下，JC
下半年營會有機會重新開

給預備的行政同工團隊，

展。

創啟地區 JX

3.

疫情期間，WH的協調主席

感恩JC團隊與總部重連、
重燃。

香港家新
1.

本會急需對家新事工有負

夫婦感染了新冠肺炎。現

感謝神，疫症期間組成董

擔的家新人起來承擔總幹

已結束了醫院的隔離治療

事會成員及領袖的「禱告

事及會長之職，請迫切代

在家恢復，求主徹底地醫

關懷網」。

禱。

治他們，繼續保守他們在

將於7月25-27日，在英國

主裏的平靜安穩。

史雲頓舉辦國語恩愛夫婦

目前，營會無法舉辦，我

2.

2.

求主感動更多夫婦報名參加
八月計劃舉辦的192屆和193
屆之“恩愛夫婦營”。

營，求神保守這營會能如

們的工作重心是團隊建

期進行，使更多夫婦得到

設。從5月至7月每星期二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神的祝福。

上午，行政同工團隊計劃

1.

求主預備有負擔的新同

與不同地區核心同工們在

工，加入服事的團隊。

網絡交流，求主預備 衆 核 心

求主供應所需要的經費

同工的心。

和資源為東馬2020所計

今年6月至12月，會長願意

劃的唯一的營會禱告：

工資補貼計畫（CEWS），

每月兩次在網絡上分享信

9-11/10/2020

已經通過並收到款項；一

息。爲 會 長的身體、靈力及

都魯）希望能夠順利進

些教會和弟兄姐妹們也慷

所分享的信息禱告；求主

行。

加拿大家新
1.

領夫婦檢定培訓班”順利

音，建造生命。

諧的氣氛，以鼓勵大眾促

JC“會長講壇”,“合格帶

的公開講座。求主賜智慧
使用這些內容，傳揚福

子，如何保持家庭歡樂和

1.

分會行政同工提供給帶領

因受疫情影響，分會奉獻
減少，我們向政府申請了

3.

MER 1（民

家新代禱網

2.

為帶領夫婦們個別透過網

求主祝福參加的夫婦在帶

先以台灣分會作為開發和測試

絡平台進到學員們的家

領技巧上更加纯 熟 老練，更

的基地。日期訂在今年9月25-27

中，與他們一同進行家庭

重要的是個人生命品格被

日在台中舉行。請迫切代禱。

禮拜的服事禱告。求主感

更新，靈裡復興，活像基

動有更多的同工能夠參

督，榮神益人。

與，也有更多的家庭的門
願意敞開。

2.

3.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1. 感恩新加坡的家新人和帶
領夫婦全都平安。
2.

祈求疫情阻斷措施期間，
夫婦家庭相處更加珍惜。

3.

祈求帶領夫婦持續操練心
志主里更加同心合一。

台灣家新
1.

感謝主，疫情對台灣事工
影響不大，各地同工個人

感謝主，過去幾年神透過

為「美國家新」的財務禱

“家新總部”與 “家新分

告，很多營會現時已暫停

會” 的合作，神為 家新

或取消。

開拓了許多新的工場，如
下：

家新總部

a. 台灣分會開拓日本和泰
國。

1. 為6月5日今年首次透過
Zoom召開的“家新全
球分會及事工協調小組
負責同工交通祈禱會”
而感恩。求主讓總部和
分會能夠突破疫情所帶
來的阻隔與失聯，在主
內有更親密的代禱和同
工。

b. 香港分會開拓澳門。
c. 加拿大分會開拓南美巴
拿馬。

d. 英國分會開拓西歐德
國、法國、意大利、西
班牙、東歐匈牙利 。

求主保守下半年各項事工

破疫情開始起動，並初步

求主祝福各分會的擺上和盡心

的推展都能順利。

完成於2020年推出的4個訓

盡力的付出，願主興起並祝福

七月獲教會邀請舉辦兩場

練課程的策劃與整編的工

以上新宣教工場的未來家新的

婚姻講座，求主賜福講座

作：

領袖。

成為恩典的管道，也能有

a. “ 歸 心 禱 告 ” : 由 中 台
神學院張琴惠教授主

4.

效推廣夫婦營。

美國家新
1.

家新宣教新工場

“家新訓練學院”終於突

感染的個案。

3.

3.

e. 美國分會開拓東歐烏克
蘭。

及家庭也都蒙保守，沒有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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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郝偉業總幹事夫婦利用
Zoom網上連線平台，和策
略核心同工團隊組成網上
的培訓課程代禱。課程內
容專注於「生命培育，品

2.

講。

電子媒體及資訊科技支援
請為總部迫切尋覓一位全職
的電子媒體及資訊科技的同

b. 夫妻門徒訓練”: 課程
由陳增韡牧師教導。

工禱告。因應總部的網頁更

c. “體驗學習”: 由台灣
呂意達教授開講。

電腦軟硬件安裝及維修，以

格塑造」和「MER的設計

d. “「教牧恩愛夫婦營事
工的推動與策略」”:

原理、事工哲學和帶領技

由台灣分會執行長馬榮

巧」。

隆弟兄主領。

新、技術支援、資訊發放、
及多媒體製作的發展需要，
求神為我們揀選、呼召一位
得力的同工。歡迎有感動的
同工請即與總部會長室聯繫
或推介合適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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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訊地址

會長：邱清泰
Dr. Chiu, Peter
內務處副會長：鍾漢坤
Mr. Cheng, Han Koon 
會計人事辦公室主任：李欣欣
Ms. Li ,Yan
行政助理：張悅美
Ms. Cheung, Millie
Tel: (852) 2453-3001
Fax: (852) 3013 8947
Email: hq@cffc.org
Website: www.cffc.org

澳洲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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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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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分區事工請與分會辦公室聯絡

香港家新

香港上海匯豐銀行 : 808-116032-001

（港幣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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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rs. Lam, Nic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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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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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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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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新和
Mr. Wang, David
總幹事：甄健威牧師
Rev. Zhen, Jimmy
加西事工主任: 錢瑩
Mrs. Jenny Gu
Tel: (604) 875-0203
Fax: (604) 875-0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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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stor Hu, Joe
行政助理 : 熊春
Ms. Grace Xiong
會計 : 鄭曉珠
Ms. Connie Zheng
Tel: (647) 639-3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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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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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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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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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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