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洲十周年纪念 (2002-2012)

资料的制作

在绿洲家庭中心服侍已有十年了！我应先感谢
上主历来的呼召，培育和装备，使我能负起这
个 21 世纪极为重要的使命。我们都知道在人类
历史的开始, 撒旦就使婚姻受咒诅，而现在它
又藉着男女同居和同性结合，来瓦解家庭的价
值和歪曲婚姻的原意。我们绝不能接受这个现
象，而是要全力以赴地破除婚姻的咒诅，并恢

我们已为中国的家庭教育导师制作了《自我认
识》和《丰盛婚姻》课程的讲座光碟。

复伊甸园原有的美景。
为了纪念中心十周年的庆典，我们发布了一本
新书：《21 世纪牧会的挑战》邀请教会牧长们
在牧会事工上，积极强化我们的基督徒家庭和
守望小组的功能，作为抵制撒旦-谎言之父的诡
计。本中心同工将会全心全力帮助那些对这个
动向有负担的教会，培训推展家庭事工的团
队，并且积极书编写家庭教育课程的导师本，
使导师们能在教会推展健康家庭系列课程。

杭州恩门堂丰盛婚姻营

回顾 2012 年的历程，我们只能诚心感谢上帝给
我们享受他所提供的步伐。他在暗中兴起许多
和你一般静静的为我们的事工代祷和作出爱心
的奉献的弟兄姐妹。在此，让我简述一些今年
重要的事项来见证你与我们同工所获得的祝
福。

丰盛婚姻课程

自我认识课程

《21 世纪牧会的挑战》
是激发教会牧长和领袖探讨改
进牧会模式的可能性的中英文
工具书，我们将会邮寄送给新
马和中国一些教会的牧长使
用。目前我们也正在翻译成印
尼文，以备赠送给印尼市区教会的牧长们。
《易经和圣经》 的作者，崔勇弟兄乃是藉着
我们的事工在十年前接受基督为
个人救主的学者。为了激发中国
学者以开放的心态研读圣经和其
中所启发的家庭价值观的兴趣，
我为该书写了序文，同时也以绿
洲丰盛家庭中心出版和发行，并於今年二月底
假卫理公会恩典堂举行中国文化和基督信仰座
谈会和该书的发布礼。现有存书将以每本 25
元销售，有兴趣者可以电邮定购。
目前也正积极的在编写《自我认识课程》导师
本，希望明年二月底会完成。
从今年元月开始绿洲丰盛家庭中心主任， 每周一至
周三在新山 Horizon Hills 服事 ，周四下午至主日
则在新加坡服事，如逢出差将例外。来访者请拨电
预约。

主持婚礼
一年来为 18 对情侣主持婚礼和上三小时的婚前
简短课程，帮助他们如何按着各有不同的气质
及基督徒的信念扮演夫妻的角色和搭配，多数
的情侣都认为从中受惠，有一些还愿意接受耶

们的冲突问题而由组员们一起提供辅助和祷告
支持，以免中了撒旦的诡计。我们将非常愿意
帮助教会训练组长和设立这类的小组，以备跟
进那些曾参加过我 们 丰 盛 婚 姻 生 活 营 的成
员。

稣为主和参加主日礼拜。

密集基督徒辅导技巧课程结业礼

户外婚礼

主日证道和讲座
今年共有 54 次受邀到不同的教会证道和主持讲
座，借此与教会保持联络。我们希望来年会有
更多的教会能提供机会让我们与他们同工。

在金链神学院上基督化家庭教育课程的学员

2012 年度财务状 况

去年剩余
支持者奉献
证道,课程,辅导服务

$7,880.96
$63,093.40
$44,279.05

经常费
$76,628.43
资料发展
$19,960.00
中国宣教事工
$11,414.30
--------------------------------------------剩余
$7,250.68

深圳 - 培训少数民族( 云南省) 婚姻与家庭课程

辅导事工
多数的个案来自教会和朋友的介绍，多处于离
婚边缘或婚外情的问题，如果他们的教会能提
供抵制夫妻关系的冲突升温的缓冲器，即家庭
守望小组的事工，他们可能都不必要来到我们
这里接受辅导。根据一些研究婚外情的学者的
论点，婚外情的基本缘由乃是夫妻有未解决的
冲突。我们因此鼓励所有年轻的夫妻该参与教
会的家庭守望小组，他们可以在小组里分享他

家庭守望小组组长训练

全年主要的训练事工
月份

项目

地点

正月

自我认识课程
协调员训练

班达玛栏卫理公会
（西马）

二月

自我认识课程
协调员训练

彩虹之家，道生堂

二月

[易经与圣经]
讲座和发布会

恩典堂

立约家庭小组

班达马栏卫理公会

四月

开展礼

（西马）

四月

亲子教育讲座

太平卫理公会

五月

牧养与辅导班

六月
至

密集基督徒辅导

恩典堂和绿洲丰盛

九月

课程（四个阶）

家庭中心

九月

基督化家庭
教育课程

金链灵修学院
（新加坡）

九月

工作坊协调员训
练亲子教育课程

杭州萧山区

印尼万隆家庭事工推展团队

禧福宣教学院（新）

21 世纪牧会挑战
九月

教牧同工研讨会

杭州萧山区

十月

基督徒婚姻讲座

巴克路卫理公会华语部

十月

21 世纪牧会挑战
教牧进修会

福州平潭岛
培训中心

十月

立约家庭小组
退修会

福州

十月

婚姻与家庭课程

深圳惠阳培训中心
（少数民族事工）

十一
月

推展家庭事工团
队训练一,二

印尼万隆恩典堂

平潭- 21 世纪牧会挑战教牧研讨会

致谢:
我们借此特别向我们的义工：吴溢眉姐妹(网站
服务)，俞宏霞姐妹(华文编辑)，张燕敏姐妹
(英语编辑)，Watson How 弟兄（查账），李宝
荣传道 (复制光碟), 卢美云姐妹(录影)和所有
为我们事工代祷和作出爱心奉献者致真诚的谢
意，愿神祝福大家，并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
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富足。
乐龄丰盛营/ 喜乐夫妻营 和 旅游印尼万隆

2013 年节目预告
乐龄丰盛营/喜乐夫妻营 和 旅游印尼万隆
地点 : Shalom Pine Resort at Bandung

日

期：2013 年 6 月 14 日- 18 日（星期五至二）

营会地点：万隆半山区教会营地 (三天两夜)
旅游项目：第四天 ~ 住火山口旁旅馆，泡温泉，
旅游附近景点。
第五天 ~ 住购物中心旁，直销工厂
尽情购物。
主题信息：乐龄 ~ 丰盛的乐龄生活
夫妻 ~ 婚姻的蓝图, 蒙耶稣祝福的婚姻
男人/ 女人原有的特性 ,
夫妻的气质与配搭
费

用：S$700/- ( 含机票，住宿，营会，12 餐 )

请上网线上报名 或 联络本中心索取报名表格

教牧分享

基督耶稣的 DNA

基督徒夫妇乃是基督身上最微小
的单位，好比通常人身上所拥有 7
兆的细胞一样。科学家已经证明一
个人的单细胞可以复制同类型的另
一个人，这也说明一个细胞拥有它
所附属的整个人的特质和性格。这
是由于每个单细胞含有那人的 DNA 和其他元素。DNA
代表那人的认同而其他元素是维持细胞的生存。基督
徒夫妇就像基督身上许多的单细胞，拥有基督的
DNA，因此，圣经说：“你们作丈夫的，要爱你们的
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弗 5：25）。换句话
说，健康的夫妻关系必须以基督的爱为认同；因此，
基督徒夫妻间的爱必须从信仰基督而来，藉着丈夫以
妻子的头的身份启动他们夫妻相爱互动的程序。妻子
因受丈夫的爱和珍惜而感动，就以敬重和顺服回报他
们的丈夫。这样夫妻就能在爱中建立自己，并在各有
的定位发挥搭配的功能了。

肯为婚姻生活和家庭着想的领导。其实，耶稣也证实
婚姻乃是上帝神圣的杰作，因他曾说：”从起初创造
的时候，神造人是造男造女，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连合，二人成为一体，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
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
开。”(可 10:6-9）。这也就是神恨恶休妻的原因。

追根究底人类或人群的源头乃是来自神把一男一女结
合在一起，成为一个促进相爱的互动系统，因为神照
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我们。很自然的我们就藉着
彼此相爱的程序反映神的爱，因为神是爱。虽然丈夫
和妻子是两个不同的人，但是在神的眼中他乃是为了
获得虔诚的后裔而结成为一灵和一体的。难怪圣经
说：“他不是单造一人吗？为何只造一人呢？乃是他
要人得虔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得
以诡诈待幼年所取的妻。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休
妻的事和以强暴待妻的人，都是我所恨恶的。”（玛
2：15-16）。因此，藉着神所设计婚姻才能获得虔诚
的后裔。

在这个老化的社会里，有许多的年长人士正面对孤单
的光景，因为孩子们都离开了他们而忙于他们的生
活。多数的老人觉得只能与孩子和孙子保持肤浅的交
接，甚至有些根本没有沟通。他们似乎对父母的安危
一点也不关注。我们的孩子怎么可以这么自私自利，
只是照顾自己的孩子和妻子呢？为了扩展神的国度和
建立基督的身体，我认为让孩子专心地与他们的配偶
建立一个合乎基督徒信仰，并实用于他们的价值观和
生活方式，好过他们各自带着父母的价值观而引起冲
突和混乱。我们应鼓励孩子迈进完全，使他们的心窍
习练得通达，而能分辨好歹，作个爱己爱人又敬神的
人。这岂不是比他们停留在那些过时的传统会更好
吗？他们只要拥有基督所赐的生命，并能发挥得充实
而丰盛就是最大的祝福了。

我们可以在创世纪 2 章 18-25 节看到神所设计的婚姻
或婚姻的蓝图。显然的可以看出婚姻是神要男人成全
神的意愿的途径。因神说：“那人独居不好，”他需
要一个配偶来帮助他发挥犹如神爱人类的爱，同时，
那合适的配偶也不是在地上可以找到的，而是透过他
牺牲了一条肋骨才得来的。由于他先作出了牺牲，使
他能珍惜他的配偶如同他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也
说明一个健康的婚姻不是随便可以得到的；男人必须
付出爱的代价才能得着，付出的代价越高，越能珍惜
他的配偶，甚至如同自己的身子一样。这样就能促使
他的配偶愿意处于帮助丈夫的定位，使他积极地作个

因此，每一对在主里刚结婚的夫妻都应该被视为是基
督身上刚长出来的新细胞，它就好像人体成长的过
程，从旧的细胞长出另一个的细胞。细胞的健康乃是
靠着 DNA 和其他元素在正常而不受任何元素干扰互动
之下而维持的。所以新的细胞就不可以和旧的细胞混
合而是清楚地分割出来，这样才能保持身体健康的成
长程序。这就是为什么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
子连合。”（创 2：24）。所以父母应该积极的为了
扩展神的国度或建立基督身体而差遣自己的孩子成
婚，并组织新的家庭。

身为老人，应该学习如何放手，并对子孙有恩慈。我
们还可以培养敬虔和知足的心态：尽量珍惜我们有限
的资源，包括时间，身体，技能和空间；若是幸运的
话我们的老本（足够的退休金），老伴和周边的朋
友。最重要的我们必须记得神的话说：“我们没有带
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
当知足。”（提前 6：7-8）。让我们在主里常常喜
乐，并能激进而好好的去丰盛我们还剩余的年日。阿
门！

恭贺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魏义发牧师阖家鞠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