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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绿洲资讯 

感谢神带领我们经过两段 8 年生苗和长穗的成

长期，2018 年乃是绿洲进入结实期的起点: 

 

在年初我们引导学员使用导读丰盛家庭系列课

程的技巧,发觉这是个有效推展事工的妙策。

已有十多位实习导师在各自教会招集了一些信

徒参加丰盛家庭生活初步课程，从中挑选有潜

能成为推展事工团队的学员到我们的培训中心

接受第一学段导师培训课程。这种方法不但会

帮助学员逐步地在学习过程中把所领受的亮光

融入日常的生活里，而且还会加强训导师的事

工。今年已为中国各地 138 学员开办了 8 届的

导师培训班。 

我们也为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北教区

长带领的 11 位同工特别办了一届 5 天的密集

斑，希望这些同工各自都能在他们的牧区提倡

巩固信徒的家庭生活，培养敬虔的后裔的运动。 

   北教区长带领牧者与领袖参加导师培训 

同性恋者的好消息 

我们感到非常的欣慰，我们曾有两位性认同混

淆的学员，（男女各一同性恋者），他们深受

课程理所传达的男人与女人的原有的性认同所 

 

感动，刻意地做出改变，坚持要活出神所造的 

男人或女人的性认同。男的现在已经结婚，并

且预备明年生养孩子，女也在努力地做出改变，

真诚地接受耶稣为救主，离开她的女恋人勤奋

地工作，并且愿望做个男人的好妻子。这也说

明正确的信念能改正错误的行为，就是改变性

认同混淆的人也不难，靠着神的大能必然会落

实合神的信念！ 

更进的婚前预备课程 

为了抵制 80 年后出生子女离婚率增加的趋势，

我们特别提供了更进的情侣必修课程，强调信

念的重要性，因而在课程特别传授《婚姻的蓝

图》《神圣的性认同》《离开父母的意义》

《婚姻盟约的含义》《与家庭生活历程逐步成

长的真爱》《避免婚外情的夫妻生活》《不同

气质的搭配》作为婚姻生活的基础。除外还有

一些技巧的训练包括沟通，处理冲突和管理生

活资源等，全面课程需要 12 小时听课，8 小时

个别情侣互动，8 小时小组分享。若是学员愿

意他们将组成立约守望小组，继续研读《基督

徒家庭生活指南》，帮助他们度过初婚生活调

整期。 

 

 

 

 

 

      在新的办公室上情侣必修课程 



2 
 

 

 

 

 

 

 

 

 

 

 

 

 

 

 

 

 

 

 

 

 

 

 

 

微信公众号事工 

四位年轻而热诚推展事工的实习导师回中国后

组成了一个团队，设立了绿洲丰盛家庭公众号

向各地华人， 尤其是 80 年后出生的年轻一代，

传播基本生活信念和推展丰盛家庭生活教育的

导向，家庭祭坛的资料，并与公众互动解惑，

以致激发更多对家庭事工有负担者参与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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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卫理砂拉越华人年议会乐龄大会参会者 

 

2018 年的主要的活动 

 在实兆远为中国学员开办 8届的导师培训班 

 在实兆远为马来西亚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北

教区同工开办导师培训快速班 

 为西马教会主持丰盛婚姻营，乐龄讲座，家

庭营各 1次 

 沙劳越卫理华人年议会乐龄大会讲员 

 在新加坡主持 1 次祖父母讲座和 3 次亲子教

育讲座 

 在中国举办 2 次家庭教育讲座, 3 次丰盛婚

姻营, 3 次导师进深课程和第 2 届导师进修

大会 

 中国的咨询公司已从杭州搬迁平潭改名为平

潭绿洲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新加坡的办公室已迁移到 63， Wishart 

Road，Singapore 098717 

 

三年制的导师培训课程如下： 

第一学段（7天密集课程） 

 传授自我认识和情商的培养 

 导读初步课程和招募的程序 

 培训倾听，归纳信息和协调小组的技巧 

课程作业：以实习导师的身份开办初步课程和

进行招募团队的活动  

第二学段 （7天密集课程） 

 带领 12位学员团队来上第一学段的课程 

 以实习导师的身份参与培训工作坊的领

导和训练导读课程的技巧 

 装备做个导读《自我认识课程》的导师 

课程作业； 

 引导他的学员继续导读自我认识课程和

操练协调小组的技巧 

 带领他的学员筹备 3 天两夜的夫妻营会 

 动员学员各自邀请他们的亲戚朋友参加

夫妻营会 

 在会场与参会者聆听丰盛婚姻课程 

 在会场监督学员带领工作坊的程序 

 监督及参与他的团队继续以导读丰盛婚

姻课程和完成剩余的工作坊话题作为跟

进的工作 

 完成课程后鼓励他们成立家庭守望小组

来促进家庭祭坛的侍奉 

 

第三学段（7天密集课程） 

 曾带领过导读自我认识和丰盛婚姻课本的

实习导师才可报名参加 

 聆听情侣必修，亲子教育和家庭治疗的课

程的内容 

 扮演家庭治疗客户和婚姻与家庭治疗师的

角色 

课程作业： 

 需要 100个小时处理个案的经历 

 成功地开展亲子教育和情侣必修课程各一

班。 

 完成所有课程的需求者，将获取丰盛家庭

生活导师和治疗师合格证 

 在任何地方被认可为绿洲丰盛家庭生活合

格的导师和治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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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GBT（同性恋者）活动的挑战 

LGBT 的活动似乎带给基督徒社群一个强有力

的信息，至少它激发了新加坡的基督徒积极地

采取集体的力量向政府要求不要废除刑事法第

377A 的条文，以免同性结婚在我们的国家成为

合法化。不过，我只是担忧我们的行动会引起

LGBT 活动分子采取更消极的反应，并敌视基

督徒对他们的偏见。 

我深深的感受到 LGBT 的活动乃是要唤醒教会

应该修正我们一些侍奉的缺陷与弱点。虽然教

会历年来事工的焦点乃在于门徒培训和宣教，

但是我们却对玛拉基先知的呼声无动于衷，他

宣告说：“看哪，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到以前，

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

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

来咒诅遍地。”（玛 4：5-6）其实神早已在两

千年之前差遣以利亚来了，就是施洗约翰，因    

 

天使曾对他的父亲，撒迦利亚说：“他必有以

利亚的心志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亲的

心转向儿女。。。。”（路 1：17）因此，当

施洗约翰一开始他的使命的时候，他就向那些

要来受洗的群众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

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

我们的祖宗”（路 3：7-8） 

难道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有错

吗？因圣经里所记载亚伯拉罕的后裔，没有一

个是好父亲；大卫王虽然合神心意的国王，但

是他最爱的儿子押萨龙竟然背叛他。当代最有

智慧的所罗门王，却养了一个愚昧而不敬虔的

儿子，罗波安来继承他的王位。即使身为祭司

的以利的两个儿子虽然也当祭司，可是他们却

不认识神，同时在职务上霸道，藐视耶和华的

祭物，而且还与在会幕伺候的妇人苟合。撒母

耳是个出名敬虔的祭司和以色列的士师，但是

他的两个儿子虽被立为以色列的士师，他们却

不行父亲的道，贪图财利，收受贿赂，屈枉正

直。 

这可证明敬虔的父亲不一定就会生出敬虔的儿

女。难怪施洗约翰禁止群众心里说：“有亚伯

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悔改的结果乃是以生养 

虔诚的儿女为证实，因为儿女乃是我们生命的

果实。这就是为什么玛拉基说：“他愿人得虔

诚的后裔，所以当谨守你们的心，谁也不可以

诡诈待幼年所娶的妻。”（玛 2：15）为了要

获得敬虔的后裔，身为父亲的，他不但须要忠

于自己的妻子，而且还要参与养育儿女的职责，

因为当女儿在三至六岁期间特别爱慕爸爸，儿

子在六至 12 岁期间也特别需要父亲与他交互

和作为他们性认同的模范。每个子女当然自母

腹里就需要母亲的养育，三至六岁的男孩也会

有恋母狂，希望得到母亲的安抚和肯定，女儿

在 6 至 12 岁期间也特别需要母亲性认同的好

榜样。换句话说，教会事工的焦点应注重强化

家庭功能过于个人的栽培。因而装备父母在孩

子少年期以前，以恰当的方式与孩子交互是不

能被忽略的事工。 

2018 年度的财务状况： 

收入 

1. 去年剩余                      S$      1,076.07 

2. 家人与朋友支持                 60,066.18 

3. 中国事工的收入                 19,260.00 

4. 实兆远事工的收入             40,007.00 

5. 讲员费和十一奉献               8.793,00 

6.  总共                                     129,202.25 

 

支出： 

1. 新马员工和办公室      S$    81,134.13 

2. 机票和房租(中国)                16,554.00 

3. 学员膳食费用(实兆远)       30,535.00 

4. 总共                                       128,223.13 

5. 剩余                                               97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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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Alan Carr 的著作《家庭治疗，理念，程序

和实践》的 71 面写着说：“众多家庭治疗学

术运动的元老都有一个共同的看见，就是认为

人的问题基本上乃是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而不在于个人内在的困扰，所以要解决问题就

应从人际关系下手。而家庭成员的关系就成为

解决问题的焦点，因为它乃是所有社交网络里

最重要的一环。”这也说明神为什么藉着玛拉

基先知呼吁父亲与儿女心与心的交互，乃是拯

救大地受耶和华咒诅基本的措施。 

LGBT 的活动使我想起所多玛和和蛾摩拉城因严

重同性恋的罪行而被神降火毁灭的事件。虽然

三十年来已有许多对同性恋根源的研究的报告，

有些认为它源于自然因素，但也有许多的结论

却认为是因环境造成的。 

在圣经里读到神在毁灭所多玛和蛾摩拉城之前

曾说：“我所要作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

亚伯拉罕必要成为强大的国，地上的万国都必

因他得福，我眷顾他，为要叫他吩咐他的众子

和他的眷属遵守我的道，秉公行义，使我所应

许亚伯拉罕的都成就了。”（创 18：17-19） 

显然地从这里可以看到，神要亚伯拉罕知道为

了避免所多玛和俄摩拉城的噩运，人类需要被

装备，教导他们的子女遵守神的道， 

所以我们必须装备人才，积极地去修复失调的

家庭，以备生养神合用的子民来修理与看守被

破坏不堪的大地。。这乃是避免所多玛和蛾摩

拉城被毁灭的良方因神乃是托付亚伯拉罕要以

教导他的后裔遵守神的道和秉公行义，以致影

响万国都必因他得到神所应许给他的祝福。 

今天我们身为基督徒必须知道我们乃是被选招

成为亚伯拉罕的后裔，因圣经说：“你们既属

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

受产业的了。”（加 3：29）因此，我们有一

个极为重要的任务，就是修复那些失调的家庭，

并使父亲的心转向孩子，孩子的心转向父亲。

这个行动确实是会比动员基督徒要求政府保持

刑事法 377A的条文来得更加实际。 

因此，我真诚的呼吁那些关注 LGBT 活动的弟

兄姐妹积极地来参加家庭的事工，包括来自新

加坡，马来西亚，中国甚至装备做个丰盛家庭

生活教育的导师，以便帮助 80 年代和之后出

生的家庭，作为合乎圣经的行动来抵制 LGBT

的活动。 

               

 

最后，我们要感谢神的带领和感动来自不同地

方他的子民,包括新马,中国,澳洲的弟兄姐妹

成为我们事工的伙伴，求神以他应许亚伯拉罕

的福丰盛地临到他们阖家。 

我们也以真诚的心恭祝你和家人圣诞快乐，新

年蒙恩！ 

 

 

 

 

 

 

 

 

 

 

 

 

 

 

       魏义发夫妇贺 - 2018 年 12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