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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兆远中心启用特刊 (2015 年 1 月) 
 

从伤害和压力里找到医治的良方 

 

我自 1975 年神学毕业后就加入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服

侍，在牧会过程里曾经受过无数的压力和挑战；感谢主的恩

典，在这些苦难和伤害之下让我深深体会到，“万事都互相效

力，叫爱神的人的益处。。。”（罗：8：28）同时也看到神

奇妙的爱，他往往借着苦难来促使我们体会他的恩典够用，

并以压力作为迈进完全的动力。就如保罗所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

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罗 5：3-5） 

其实，最大的伤害和压力莫过于看到那些热心爱主的教会领

导，因家庭破裂导致他们受伤而渐渐离开教会以至主的身体

受伤害和主的名受羞辱。记得有一位教会领导休了自己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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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虽然妻子愿意寻求和好，但是他却顽强拒绝，因家庭破

裂，孩子弃绝基督的信仰，导致他也渐渐地从教会中消失了；

令人伤感的是他曾经是个热心爱主，引人归主，培训许多门

徒的领导。另外有个青成年团契的组长，婚后八年他却因有 

婚外情而离婚。当我介入劝解的时候，他竟对我说他尊敬我

是个牧师，所以我也应尊重他是个成年人，知道自己在做什

么。更可怜的是，有一对曾经热心参与侍奉的夫妻多年接受

许多专业辅导，结果还是要面对家庭破裂，他的妻子还埋怨

所有的辅导师和家庭治疗师没用。。。。这些伤害启发我去

寻求医治和预防的方法。 

2002年，年会委任我专职去策划了一套丰盛家庭生活的系列

课程，想不到它竟能触动了许多的夫妻重整他们夫妻的定位

与功能，丰盛了他们婚姻生活，并启发了许多父母以神的恩

典和舍己爱的榜样（真理）培养孩子有基督化的品格而成为

医治伤害教会和牧者的良方。 

2007年神带领我到中国福建和浙江省培训丰盛家庭教育导师

使用这套课程，并筹办了多次的丰盛夫妻生活营，引导了许

多不信主的丈夫接受耶稣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和婚姻的主。

2014年则在浙江省设立了杭州伊甸园健康咨询中心，这些课

程震撼了许多中国的牧者，让他们找到了实际可行而能长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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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持的牧会方向：藉着丰盛家庭生活教育系列课程教导信徒

遵守基督耶稣所吩咐的新命令，在家里效法耶稣舍己的爱，

以致代代相传，使众人认出他们是耶稣的门徒，并成全耶和

华，“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出20：5）的应许。 

感谢神奇妙的带领，他也使用我在实兆远的祖业，发展为丰

盛家庭生活教育导师的培训中心，自2015年1月开始启用，

平均每两个月都会有12位来自中国各地方的牧者，来接受两

星期的密集第二学段培训课程，目前我们已经举办了两届的

课程，学员包括来自大连 ，桂林，湖南，杭州和玉环县的牧

者。课程结束后，他们都深受激发愿意委身改进他们的牧养

信徒的方式。 

以下是第二届的学员，于今年三月在实兆远绿洲培训中心上

完了两周第二学段导师培训课程之后所给与的回馈，希望借

此能鼓励大家，大胆使用绿洲丰盛家庭中心所提供使万民作

主耶稣的门徒的新策略，以致使教会能早日完成主的大使命。 

 

“根据中国民政部统计：1980 年离婚个案有 24.1 万起，1990 年为

80 万 起，2000 年为 121 万 起，2009 年为 171.3 万起，2012 年

为 310.4 万起，2013 年 350 万对起 2014 年 365 万起， 数据证明

离婚率是每年在增加，而离婚后面对家庭教育，对孩子的影响是

深远的。百度网提到中国在 2013 年提到有 6000 万的留守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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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惊人数字背后问题是严重的，这么多孩子缺少正确的家庭教育，

可以想象他们的未来将是怎样？ 会给国家和社会带去多大的负担

和压力? 从许多的电视报道，问题少年百分之九十都是与家庭背景

有直接的牵连。 

在课程中每个段落都可以是一篇美好的讲章，字里行间发现魏牧

师在这方面真是有极大的异象和对家庭事工的负担。。。观念更

新：学习课程中不断的更新自我，放下自己的理念，切身感受被

服侍者立场，不做教导性的兑性，只做揭开被服侍者的优点，开

发他的特质。系统整合：从《自我认识》，《丰盛婚姻》，《亲

子教育》，《情侣必修课程》，《基督化家庭生活指南》，《家

庭祭坛》等等。一系列可供给多年的培训，教导，能使家庭有全

面性的发展。开例传递：魏牧师的热情深深触动我，70岁的年纪

各地劳碌为主做工，就是为了给中国许多的家庭带来祝福，深深

激励还年轻的我要去做家庭事工的使者，认真的负起这份责任。”

牧者郑建友，34岁 

 

 

“感谢上帝的带领，使魏牧师对家庭教育事工有特别的看见，一生

投身在这方面 的服侍。因着魏牧师的教导，使很多的夫妻关系修

复；使很多的家庭得着祝福； 使很多的同工看见异象；使很多的

教会带来复兴。相信那一位感动魏牧师的神， 也必感动事奉神的

仆人。使这份感动，在基督的教会传递。使更多人看见，更多人

回应，更多人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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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课程里，明白上帝设立婚姻的蓝图，男人与女人原有的定位

与功能，人的被造是按照神的形象与样式，为要使人发挥相爱和

正面互动的模式而合一，找到原有的定位，成全天父的旨意。 

学习这个课程，不仅个人生命获益匪浅，更有一股强烈的使命感

在心中感召。若主许可，建立一个家庭教育培训中心与侍奉团体，

将这个事工推广到中国各地及世界各个角落，使更多的男人，更

多的女人，更多的家庭，得着神赐予人原有的祝福。 

”牧者余杰，31 

 

“学习了丰盛家庭生活导师培训课程，使我获益匪浅，极大地改善

了我们家庭夫妻和亲子关系，也是我知道该如何调整提升自己做

个可爱的人。原来，我们全家虽然也信靠主耶稣，还传道，但因

为不明白圣经。常常要求配偶，孩子要听从我，不听时就发火，

以为他们即不尊重我，也不行圣经的真理。强行教导，压迫他们，

却不知自己要主动地去提升自己的功能，发挥爱的功用，来提升

他们。以致全家达到互动相爱的和谐关系。学了课程，我们夫妻

不吵架了，常常手牵手一起去聚会，体会到重新恋爱，家庭幸福

的生活。这课程太好了，中国的教会和社会都需要它。我要好好

应用所学的来祝福自己和所侍奉的教会。“牧者周成佑，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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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课程使我知道如何做一个好男人；使我知道家庭的复兴在于

互动方式的改变，使我知道教会的复兴一定要引进这个丰盛家庭

系统。中国有一亿多信徒，14 亿人口，3 亿个家庭，近三千个县，

教会处在无力，没有对社会发挥正面的影响的作用。社会离婚率

越来越多，人与人之间关系扭曲冷淡，被物质主义捆绑。教会也

受到极大的冲击。这个时候，魏牧师带给我们的丰盛家庭系让我

们看到了希望，找到了方向。 

这个系统是中国教会急需，必需的系统。也是教会复兴起来把福

音传给社会，能被社会接受很好的礼物！”牧者金恩宝，36 

 

 “我是一名传道人，又是一位主日学的老师，在我侍奉中常常面临

许多的问题，例如夫妻吵架，婆媳不和，儿女不听话等等。甚至

教会同工家庭也有这些现象，更可悲的是有些传道人家庭夫妻离

婚的。基督徒的家庭和非基督徒家庭没有区别，为什么呢？ 

感谢神，让我遇到了魏牧师，通过绿洲丰盛家庭培训，让我知道

家庭是一个有机体的系统，我们必须要回归到主耶稣这个大系统

里面来重建基督徒的婚姻与家庭，让每户家庭中的系统来彰显三

位一体神的形象，知道自己的定位和功能互相搭配，生养虔诚的

后裔，发挥爱的功能，让基督的爱在我们的家庭里彰显出来。 

所以我会以使命感去推广这项事工，筹办夫妻营会，成立家庭守

望小组，引导每户的家庭享受丰盛的家庭生活，而强化了教会彼

此相顾的系统。”牧者钱琴，44 



绿州丰盛家庭中心  7 
 

“这个课程使我认识自己独特的性格，抚平心中创伤，接纳自我。

懂得从正面，积极角度看待问题，建立健康自我，提升弱点。说

造就人的话，并愿意付诸行动来提升他人，同时提升自己，从而

真正活出爱。认识原生家庭对孩子的重要影响，帮助他人建立合

神心意的家庭，作为培养爱和落实爱的基地。深感自己之前对自

我，人际，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等方面缺乏条理认识。明确导

师培训是《丰盛家庭事工》的轴心事工，至关重要。激发了我要

以丰盛家庭生活教育为我未来服侍的中心点，给更多家庭带来祝

福。”牧者黄朝丰，39 

 

“通过这次学习给我带来特大的震撼与触动，使我深深体会到过去

我虽然是传道人，却不知道怎样的去辅导，只能凭说教了事。我

虽然是个女人，却不是个合格的妻子，更没有活出神创造我的女

人的定位和功能。现在我知道什么叫女人，女人原有的定位乃是

作个帮助男人的配偶，而不是主角。透过这次的培训，给我调整

很多，突破也很大，还有提升也很大。感谢神，使魏牧师有这样

的一个看见，写出一本一本宝贝的书籍，不但给新马带来祝福，

更是给我们中国一份最好的礼物和祝福。” 

牧者黄红卫，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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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本课程，我有以下的感触和得着：独特价值，来自造物主的

肯定；找到定位，发挥原有的功能；突破传统，有小家才有大家

（教会）；教育孩童，培育虔诚的后裔；使命人生，一切源于神

的爱；让爱走动，为主真诚献上；仰赖恩主，向着标杆值跑；荣

耀盼望，为主赢得无数家庭。”牧者林海雁，39 

 

 “蒙神恩眷，为我预备机会参加了马来西亚绿洲丰盛家庭中心的导

师培训学习，感触很深，也的确被魏牧师（博士）研究提倡的整

个家庭系统和理念震撼了，可以说颠覆了我这几十年来对人际处

理的观点，革新了我对教会牧养辅导的理念，在学习的过程中不

断地被激发，更新和提升，使我对自己生命存在的价值有更清楚

的定位，和对人生使命的认识有更积极地回应。在学习中最大的

遗憾和感慨莫过于‘相见恨太晚’，不然今天就不会有这么多的婚姻

是‘爱情的坟墓人间地狱’了。也不会有太多本该是可爱的人却成为

‘边缘人士惹出许多人间的悲剧’了。 

这套课程蕴含了魏牧师（博士）40 年牧会经历及神学教育的研究，

也囊括了当今心理治疗大师们的精髓，回归圣经接通父，子，圣

灵的属天系统，拨开传统教会停留在‘听福音得永生的传统层面的

白纱，大胆提倡进入履行使命活出真爱的深层次的耶稣门徒品格

训练中，这套课程深入浅出不一定要懂得太多的神学及知识，却

具有很强的实践操作性，使每个人都能照着上帝起初创造我们的

形象和样式，提升自己无论是面对自我人格完善还是在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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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子教育和教会，社会关系中都能准确找到自己的定位，发挥上

帝所造的男人和女人各自不同的功能和特有的气质，相互影响彼

此成长，使人进入神的和谐，享受神的荣耀，活出神的真爱。这

是一个依据真理为原则，照着神的心意和谐提升生命品格的全人

教育工程。是每个想要健康，幸福，荣神益人的必学课程。 

尤其是在中国，长在中国牧会在中国的我，比谁都清楚国人的思

想，文化，传统及教育，导致今天国人离婚率急剧上升的趋势，

人们的道德素质和诚信也在急剧下降。魏牧师（博士）倡办的绿

洲丰盛家庭中心正是扭转许多中国的婚姻家庭的良机，也是中国

教会步入 21 世纪以来最大的祝福。”牧者姚继成，40 

 

“这次的学习，让我深深地感受到神的伟大，他知道我的需要，‘他

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超过我们

的所想所求的。’（（弗 3：20）这次的学习，带给我们的是从内

而外的更新。 

理念的更新：曾经参加过多次有关婚姻家庭和亲子教育的讲座，

也阅过许多这方面的书籍，得到一些帮助。然而魏牧师的以三位

一体互动系统来建立健康家庭系统的理念，更新了我原有的家庭

观念。 

思维的更新：过去的思维是点或面的思维，孩子有问题就去寻找

能解决孩子的问题，夫妻有问题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问题。然而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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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却‘一语惊醒梦中人’，孩子的问题根源在于父母，要辅导孩子

就要先辅导父母，夫妻的问题是系统和互动程序的问题。 

方式的更新：特别是在第二学段的课程，老师不仅有精彩的演讲，

更采用了工作坊的方式，更进了彼此互动，有更深入的交流，还

有让我们自由操练演讲，再由同学的回馈，提升，带给我们很大

的帮助，我们也学了这种互动的方式。 

 生命的更新：这个课程，我认为不仅是听课，也提供我们知识与

成长的方法，以致更新我的生命，我们一边在学习，同时也一边

在悔改，更新，调整自己。 

全人的更新：虽然短短十几天，但我们却发现，我们的生命在蜕

变，在学习中有同学经历了内在的医治，有同学经历了心灵的释

放，有肢体经历了气质的提升，我们都经历了更新。 

两个礼拜实在太快，转眼就过去了，其实我很想唱一首歌，‘其实

不想走，其实我还想留’。因为我们还没有学会，我们刚刚摸到门

边，我们还要从牧师和师母身上学习侍奉者应该有的品格，对神

的爱，对使命的执着，要学习洪牧师的谦和，吴经理和林老师夫

妇的尽责，吴妈妈的爱心。。。但我们必须走，我们的肩负着伟

大的的使命！” 牧者方生雁 42 

 

“一个对什么是婚姻家庭毫无所知的愣头盲撞开了婚姻大门--结婚

了。接着就要如何处理夫妻关系，妻子和妈妈的关系，孩子的养

育问题，弄的礁头烂额，几年后我成了一位牧师，教会受社会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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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依然无法回避婚外情，婚前同居，离婚，婆媳关系和孩子教

养问题。如何牧养和教导信徒走出这个困局，束手无策，一脸茫

然。直到有一天听到新加坡绿洲丰盛家庭中心魏义发牧师的丰盛

家庭课程让我兴奋不已，因为终于找到走出困局的良方。 

绿洲丰盛家庭中心以建立丰盛家庭为目标，以圣经真理为基础，

以培训导师为依托，作神国度拓展事工。培训课程有系统性和完

整性，从人的自我认识开始到情侣必修课程的婚前辅导，建立丰

盛婚姻到亲子教育和家庭祭坛的建立。 

若一个人受训就知道怎样经营自己的婚姻和教导孩子，使整个家

庭在婚姻系统里有良好的互动，活出丰盛的生命，神那千代蒙福

的应许就得以成就了。 

感谢神，不但让我接触到这课程而且还受训，愿神祝福我这小器

皿，也让这小器皿成为别人的祝福。更求主大大赐福给丰盛家庭

中心来丰盛无数软弱的家庭，成为无数面临分裂离析的家庭的祝

福，成为无数牧者手中打粮的器皿。哈利路亚！”牧师陈仕平，46 

 

“丰盛家庭生活教育导师培训课程是一整个系统培训课程，让我认

识家庭教育事工的重要性，使我明白从自身家庭到教会每个信徒

的家庭与社会的健康乃是息息相关的。。。这课程提升了自我价

值，建立了信心，促使我能勇敢面对问题，找到女人的定位和功

能，调整了我对丈夫和孩子应扮演的角色和互动的方式，装备了

我如何带领和培训组长的实力，使他们能藉着带领家庭守望小组

和丰盛家庭生活的系列课程来复兴教会。”牧者朱主爱，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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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完这个课程，我深深的感到我已找到了我一直在寻找的东西： 

找到了服事的使命，以前知道爱是律法的总纲，爱是使命，我

存在的价值就是成为爱的使者。但不知要做什么？在这里我找

到了，我要在爱里成长，也愿所有的人成为爱的使者，这就是

我从课程里找到了我的使命，与人彼此互动而互相建立，以致

成为完全人。 

找到培育基督化人格的途径，家庭婚姻是培育爱的的地方，是

基督身体上的细胞，所以家庭成员就应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

藉着舍己的爱彼此互动，塑造各有的基督化人格，并建立基督

的身体。 

找到了有根有基建造人的服侍，目标是建造人，而不是建立事

工，宗教活动和设立管理机构的条规等。以前，在教会服侍的

过程中，发现教会为了建立事工而服侍，有时也搞很多的宗教

活动，并制定许多的管制教会的条规等，我不否认这些也有它

的价值，可是教会为了维护这些而伤害了许多爱神，追求真理

的信徒，有时长执，同工因服侍神的方式不同而彼此伤害，甚

至分裂教会，混淆了我对服侍神的意义，丰盛家庭生活导师课

程让我找到我的服侍神的意义，哈利路亚！” 

牧者田杰，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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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展丰盛家庭生活教育的动向 

1. 在神所带领的地区开办第一学段丰盛家庭教育导师密集培训课程。 

 

2. 选拔那些有负担而得到教会认可的牧者，到实兆远绿洲丰盛家庭培训中

心接受第二学段，两周的密集培训课程。 

 

3. 指派学员在自己的教会培训组长，并成立一个开展丰盛家庭事工的团队。 

 

4. 引导学员带领团队为自己的教会筹办丰盛婚姻营和当讲员，作为学员在

教会开展家庭事工的起点。 

 

5. 安排组长带领营会的工作坊，在营会后成立家庭守望小组继续分享营会

所剩下的工作坊话题和做跟进的工作。 

 

6. 促进组员彼此辅助并借着，《基督化家庭生活指南》学习把信仰纳入家

庭生活。 

 

7. 继续为教会举办丰盛婚姻营来扩展教会里的家庭生活教育事工。 

 

8. 成立更多的家庭守望小组，并按教会的引导彼此相顾和牧养。 

 

9. 经常举办《自我认识》课程，引导还未信主的成青年人归向基督，并激

发自爱和提升情商。 

10. 以小组的方式跟进自我认识课程的学员，并以教会通常用的栽培灵命的

资料引导他们的灵命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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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为情侣举办《情侣必修课程》确定他们能在婚后能同负一厄，并参与家

庭守望小组。 

 

12. 为年轻父母开办《亲子教育课程》。 

13. 召集家庭守望小组的成员参加三个月一次的专题讲座和见证分享会。 

 

14. 透过家庭守望小组装备和鼓励组员在家里推行家庭祭坛的服侍。 

 

 

实兆远绿洲丰盛家庭培训中心也提供以下的课程，凡是有兴趣者

可以随时在 www.oasisflec.org.sg 线上报名，我们会在人数足够的

时候开办有关课程并在开课前的一个月通知学员日期和详情： 

1. 提升情商和激发自爱的《自我认识课程》 

2. 丰盛和调整夫妻生活的《丰盛婚姻课程》 

3. 建立婚姻意识和使命的《情侣必须课程》 

 

致谢：我们感谢所有慷慨资助我们这个对中国极为需要的宣教事工的弟

兄姐妹的支持和赞助，使更多中国的牧者能毫无顾虑的在实兆远绿洲培

训中心上课。若圣灵有感动你资助这事工，请把你的奉献款汇入新加坡

绿洲丰盛家庭中心的账号: DBS 012-901033-2 或把支票(抬头 Oasisflec )

邮寄到 422A, Telok Blangah Road, Singapore 098848。将感激不尽，并愿：    

                       

“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多行

各样善事。”（林后 9：8） 

 

http://www.oasisfec.org.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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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nd

 Batch Students & teachers of Family Life Educators Training, 第二届丰盛家庭教育导师培训师生合影  

 

 

1
st

 Batch students &teacher of Family Life Educators Training ,第一届丰盛家庭生活导师培训师生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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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兆远绿洲丰盛家庭培训中心 
 
绿洲丰盛家庭中心，是孕育于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八年后

而成立的独立机构，专为装备牧者在教会以实际可行的理念，及

持久性的节目来丰盛信徒家庭生活；使家庭成为培育基督徒爱的

基本园地，随着家庭生活历程不同的过渡期所面对的危机来培育 

爱的质量。实兆远培训中心是专为训练导师来推展该事工而设的。 

中心创办人简介：  

 
 

魏义发牧师（博士）曾经是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资深的牧者，

于 1978 年在新加坡三一神学院获得教牧辅导硕士学位，并前后于

1990 和 1996 年获取美国波士顿大学和伦敦家庭治疗学院所颁发的主

修人格，文化及宗教的教牧博士学位和婚姻与家庭治疗师专业文凭。 

除了牧会他也曾兼任教牧辅导讲师和辅导临床训练师多年，并于

2002 年被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委任负责设立《绿洲家庭

生活教育中 心》。他整合了圣经的真理，多年在牧会，教课和辅导

的实践经验和著名学院所领受的人格心理学，行为学，系统学等现代

科学原理，编辑和试验了一系列丰盛家庭 生活课程，被确认为实际

可行而能长期维持的家庭生活教育系统。  为了更广泛的祝福众教

会，2010 年初成立了“绿洲丰盛家庭中心”，以供装备各地有负担家庭

教育的牧者推展以家庭为焦点的牧会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