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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证 ：夫妻营后感想   

 

用一个词概括这次夫妻营会，就是“不虚此行”。 

改编一句歌词形容这次营会之行，就是“幸亏加

入你，还好我没放弃”。 

三天两晚，无法简单用感动、震撼、欢笑、泪水

来概括，收获的是满满的力量，是深刻的思索，

是重拾的初心，是感动的回应，更是对使命的思

考。如牧者所说，基督教是最有资格传扬婚姻的

真谛，因为婚姻本是神所设立，爱的根本就是神。 

 

01.关于课程 

五堂精心准备的课，是为我们每一对夫妻量身打

造的丰盛筵席，婚姻的本质，如何做好丈夫，如

何做好妻子，如何建立家庭，如何侍奉上帝。我

们了解了婚姻的基础是彼此相爱，婚姻的责任有

养儿育女，婚姻的意义在荣神益人。 

最让我深刻铭记的是爱的节制是要克服自己的软

弱，看到对方的需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少

一些自我，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许多僵化的关

系都能回暖。 

 

02.关于工作坊 

四次工作坊的交流，是这次营会的精髓所在。从

一开始大家的略显拘束、有所保留到慢慢敞开心

怀，直到最后一次的完全敞开，真情流露……我

们见证了自己和每一个成员的改变。 

工作坊中有一对老长辈，风雨同舟走过了 44 年

的婚姻路，回想起往昔从第一眼认定彼此，从含

辛茹苦走到如今家丁兴旺，儿孙绕膝，上帝的爱

满满贯穿这对老夫妻共度人生路，当叔叔说起阿

姨为他生儿育女，忍受委屈，当阿姨讲起叔叔辛

苦打拼，为家努力，他们眼中包含的泪水，拍拍

对方的肩，使我们小辈们无不动容。这爱情大抵

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你在乎我的需要，我珍

惜你的付出，“父母爱情”是给子女最好的人生

榜样。 

工作坊改善的不仅仅是夫妻的关系，也磨平了家

人间的隔阂和伤害。最后一次的沟通，我的婆婆

带着我们的女儿也来到工作坊，我的弟兄谈到曾

经发脾气的时候对妈妈的伤害，是第一次真诚流

泪地向妈妈说了那句无数次积压在心底却无法说

出的“对不起”，妈妈也留下了眼泪，在这一刻

母子的心更进一步。 

 

03.爱的互动 

两次精心的爱的互动，在浪漫中重拾初心。光光

说像是重新举行了婚礼，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真诚

地煽情过。的确婚姻和爱情都需要仪式感，重读

盟约的那一刻我们更坚定了这一世的彼此委身。 

真情告白没有一对夫妻不感动落泪，“谢谢你，

对不起，我爱你”，稀疏平常的三个词我们很少

在婚姻里对彼此说过，这一次一句谢谢你，我看

到了他对我的珍惜和对这个家的付出；一句对不

起，我看到了他对我的包容和受伤之后依然执着

的守护，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我爱你，一切都是值

得了。 

我婆婆后来告诉我，当小江和雪辉在台上真情告

白的时候，小泡泡居然流泪了，我听了特别诧异，

惊讶这么一个小东西居然会被感动，又无比感慨，

人的感情真的很奇妙，三岁的孩子也许她听不懂

叔叔阿姨们在说什么，但是却能感受到大家的情

绪，爱大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感情，是上帝放在

人心中最美妙的创造。 

 

04.关于感动 

这三天的历程满满的感恩，感恩已过古稀之年，

远道而来为我们带来甘霖的神的仆人魏博士；感

恩每一个为这次营会辛勤付出的导师和同工们； 

感恩营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场婚姻之路的盛

宴，感恩在家里为我们照顾孩子，让我们安

心享受爱情的家人……无数的感恩，化为一

句，有神真好。 

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有一种无法名说的使

命在心底油然升起，上帝在我们这一群年轻

人身上一定有着美好的旨意，改变不是偶

然，是他的做工。 

我和我的弟兄及小伙们希望能有机会前往马

来西亚更系统更深入学习婚姻课程，更好认

识自我，成就彼此，也看到当今婚姻的危机

和需要，能够奉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求神

亲自带领和引导，也愿牧者们为我们的小小

心愿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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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夫妻营的意义 

 
丰盛夫妻营的目标，乃是要促进参会的夫妻，遵

照神创造婚姻的蓝图修复他们婚姻关系的结构，

男人和女人原有的定位和功能，促使他们婚姻成

为基督身体的缩影。夫妻以基督身上肢体的身

份，各自以舍己的爱强化各有做基督身上肢体的

定位与功能，所以营会就得帮助他们发现各有的

气质，以致彼此搭配，而以家庭生活历程不同的

过渡期培养他们爱的质量。营会也启发夫妻共同

培养虔敬的后裔的技巧。通常在营会结束时看到

一些似乎正常的婚姻结构被重建，失调的婚姻被

医治及丰盛起来。  

 

在三天两夜的夫妻营里，排满了触动人心的信

息，坚定婚姻盟约礼仪，浪漫的游戏，工作坊，

和真诚告白的互动等，制造了一个轻松，浪漫，

及开放的环境，使夫妻一起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他

们的婚姻。因而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通常都会

被重建和强化，以备领受神赋予婚姻原有的祝

福。 

 

为了获得夫妻营会的果效，筹备当局必须拥有合

格的讲员或家庭治疗师，和装备足够的工作团

队，以提供完整的服侍，同时营会过后，每三至

五对夫妻可以组成家庭守望小组，并由被充足装

备的组长，引导他们把所领受的信息，融入他们

的生活，并完成工作坊所要谈论的话题，以致建

立一个强有力保护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营垒。 

 

 

 
2019年财务报告： 
 
收入： 

1. 去年剩余                      S$       979.12 
2. 家人与朋友的支持           59,925.00 
3. 中国事工的收入               15,200.00 
4. 实兆远事工的收入           21,350.00 
5. 讲员费和十一奉献           10,319.00      
6. 总共                                  107,773.12 

支出： 
1. 新马员工和办公室      S$   74,621.00 
2. 机票和房租 （中国）       14,984.00 
3. 学员膳食(实兆远)              16,900.00 
4. 总共                                      106,505.00 
5. 剩余                                          1,268.12 

 

2019 年主要活动： 

2 月 实兆远 23A 届自我认识培训 

  绿洲新加坡导师培训 

3 月-中国  福州, 玉环, 杭州,永州,导师进修会 

4 月 卫理清福堂导师培训 

5 月-中国  胡头坊教会夫妻营 

 

柯桥教会亲子教育 

6 月 哲仁卫理公会 家庭营 

  新加坡思珍堂 家庭讲座 

7 月 实兆远 23届导师培训 

8 月 实兆远 24届导师培训 

  实兆远 25届导师培训 

 

怡君卫理公会家庭营 

 9 月 昔加末加什卫理公会家庭讲座 

  文良港卫理公会家庭营 

10 月-中国  余姚夫妻营 

  长兴夫妻营 

 

  

 

 

 

 

 

 

绿洲新加坡导师培训      马来西亚请福堂导师培训 

 

致谢：一年虽然眨眼而过，神的恩典难以数算，尤其

是他不断感动一些弟兄姐妹成为我们事工的伙伴，使我

们在经济和人手都不至于缺乏，坚定了神是我们创始成

终的主，我们只能诚心向神感恩，并所有这事工伙伴道

谢，愿神以厚恩报答与祝福。 

                         

                         夫妻营坚定婚姻盟约之夜

夜 

 

 

恭祝大家 

   圣诞蒙恩 

        新年进步！ 

                         魏义发夫妇贺 

                  2019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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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2019 (10 周年特刊) 

感谢神的引导，绿洲丰盛家庭中心

自 2010 年经历了 10 年丰盛成长的

恩典，体验到圣灵不断地建立神在

2002 年在新加坡卫理公会撒下的种

子，栽培长成苗，又奇妙地把它移

植到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并逐步地

使它长出穗子来了。 

今年在我们 3 次中国之旅里，看到有好多的学员以

不同的方式去推展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程，呈现了

穗上将会结出许多饱满籽粒的潜能，真令我们感到

欣慰和感恩！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许

多成熟的籽粒被撒在不同的地方，各自靠着神的恩

典而成长，以致在各地长出第二代的绿洲丰盛家庭

中心，这样我们在主里的劳苦和我们亲爱的事工伙

伴们所给的支持和祷告就不至于徒然了，而是得到

百倍的赏赐！ 

感恩见证 

在这里特别提及几位令我们感到鼓舞的学员的表现

来鼓励大家，并作为感恩的见证，希望大家能与我

们一起为他们感恩和代祷，好让他们能早日成熟以

至成为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可播种的好种子。 

 

1. 倪耿忠弟兄，他

和妻子是早期在中国

福建省接受培训的导

师，当课程调整了他

和妻子的定位和功能

之后，他们就对这事

工产生特别的兴趣和负担，不断地在国内参与家庭

教育的服侍。去年中他们到新西兰，竟然被聘用为

一间华人教会的专职人员，组织夫妻团契作为推展

家庭事工的管道。一年多来，特别看到一个强势的

丈夫和柔弱妻子因参加团契后生命的翻转，彼此相

爱一起服侍，成为美好见证。目前他们计划在明年

5 月为联属于该教会的三间教会开办丰盛婚姻的营

会。 

2. 朱小牧传道, 在 2016 年带领他的团队来马来

亚培训后，不但在他所牧养的教会推展家庭事工，

也在他设立的书吧提供丰盛家庭生活讲座，并得到

政府部门的赞赏，认同为一种社会服务。他也组织

了丰盛夫妻营会讲课的团队，并动员信徒参与他在

许多其他教会开办丰盛夫妻营会的服侍。他的团队

已经成为温州一带出名的筹办丰盛夫妻营会的肢体。

感谢主他在今年筹备了第三届的双十一夫妻节特会，

获得 270 对夫妻参加，动用了 128 位义工，场面壮

观。 

 

        温州 2019 年双 11 夫妻节特会 

 

3. 林秀莉姐妹，她原是朱

小牧传道所设立的书吧里的

同工，随从朱传道的团队到

马来亚接受培训后，就兼任

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内部资料

的发行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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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海燕传道, 在平潭岛的教会

服侍，2007 年就体验丰盛家庭生活

教育祝福了她个人生命和家庭的三

代成员。她不但在国内多次参加导

师培训的活动，也积极在不同的教

会传递丰盛家庭课程，并且在 2017

年带领一团学员来马来亚培训，旨

在把课程介绍给更多的同工。      杨传道与先生 

她写着说：“2007 年，感谢主！使我有幸听到魏

牧师的家庭教育课程，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更好建

立与神，与人，

与事物和谐的

关系。2008 年

参加首届夫妻

营，回来后建

立守望小组，

八个家庭彼此

鼓励，让一些  

   为平潭大学生开办自我认识营      濒临破碎的家 

庭重筑爱巢，大家坦言要把这个关系维持到老。

2010 年，我着手把这系列课程融进教会的牧养中，

信徒生命的成长令我非常惊讶，没想到这么多人得

到帮助，增加了我推广课程的信心。2015 年，先

生和我成立了“伊甸园健康家庭教育中心”常定期

为侍奉人员与大学生开办系列课程的营会，得到本

堂信徒，教区同工，及周边教会甚至教外人士的一

致好评与支持。时至今日，我仍致力于组建团队，

培训讲师，组长等，以系列课程的实用性，为教内

教外的人提供助人自助。我深信，魏牧师的婚姻家

庭教育课程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化结果。“ 

 

5. 俞丹传道，在她服侍的教会组织了一个家庭事

工团契，带领团员研读丰盛家庭系列课程，她在微

信上说“课程启发基督徒如何将信仰生活化，引导

我们回归到圣经中起初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心

意，实在让我

们受益匪浅。

许许多多的个

人，家庭学习

后践行。。。

成为美好的见

证。。。。我

们组建了彼此

接纳，坦诚分享，  俞传道在福州的家庭事工团队  

相互扶持的团契，在主里一起成长，建立基督化的

婚姻与家庭。” 

6.林英姐妹，本属俞丹传道的团队，有个非常支

持家庭事工的丈夫，她看到一间教会开办丰盛夫妻

营会后，没有足够跟进的工作，就和丈夫带着使命

加入这教会帮忙做跟进的工作。她写道：“。。。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在这个教会里，肉眼所能看到成

熟的果子虽然只有一个家庭。。。却看到这是能不

断被传递的祝福，所结的每一个果子，都能成为灯

台上的光。。。在面对社会甚至教会的传统思想和

条规的坚固营垒时，服侍犹如“新酒被装在旧皮

袋。”一般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婚恋教导和婚

前辅导以及新婚头几年的陪伴的重要。因此，今年

开始举办青少年恋爱营和鼓励更多情侣领受婚前辅

导。“ 

 

7. 黄莉长老，在湖南长沙星沙教会服侍，她是

2015 年马来亚绿洲导师培训中心第 1 届的学员，

回国后积极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2018 年 4 月又

带了 14 个会友来马来亚接受培训：学习聆听，带

领工作坊和导读课程的技巧，也学习自我认识课程

及 21 世纪牧会的挑战，来强化推展家庭事工的使

命感和团队精神。之后她继续借着导读课程和操练

促进自己和她的团队的学员在技巧及知识上成长，

培训更多会

友成为小组

长和家庭事

工的义工，

她的助手在

微信写道：

“。。。这 

快两年里，                  

      长沙星沙堂家庭事工团队 

在黄长老的带领下，我们星沙堂所有的同工都在持

续不断认真地学习自我认识课程，现在我们已经到

了第四期小组长的培训了。。。她要在十年里培养

100 个有根有基的同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也

更加深刻体会《自我认识课程》是培养同工团队一

个最好的材料，。。特别感恩神将这样好的一个课

程放入到我们的教会中间，让我们生命得成长！成

为一间有生命力有活力的教会。，，，我们盼望能

更加进深，学习其他课程，更盼望每位学员可以被

主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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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兴旺牧师，来自河北邯郸，2014 年来马来

亚学习后就积极在各地开展事工，他说：“今年在

各地开展丰盛婚姻营会工作，并拓展启动社会公益

服务，未来在家庭事工路上通过不断学习祝福更多

的家庭和孩子，不负老师所托，尽心努力。” 

 

 

       安牧师和参与丰盛婚姻课程的学员 

 

 

9. 方国兰长老，是绍兴湖头方教会的负责人。

自从看到教会办了一次丰盛夫妻营所得到的成果，

触动了她在 2016 年来马来亚接受导师培训，接着

又在 2018 年带领一团教会有能力的信徒来马来亚

培训成为她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的团队，并把家庭

事工纳入她的教会，成为牧养教会重要的管道。她

说：“借着夫妻营会的开展，给教会带来很多祝福，

很多对的夫妻关系得到修复，有的以前不信耶稣，

因为夫妻关系不好，就来参加教会办的夫妻营，在

营会中被主抓住，现在全家蒙神祝福满满，也有以

前不进教堂现在已经受洗归主了。以前没有服侍，

现在参加服侍。在还没有夫妻营之前教会很少看到

弟兄，感谢主，现在成立了好几个弟兄的服侍团队。

总之，这是一条蒙神赐福的路，带给家庭三代蒙福，

带给教会更大的复兴，带给社会有婚姻的榜样。虽

然在做的过程中会有点栏阻，但感谢神的带领，使

我们越做越甘甜。” 

 
         2019 年绍兴胡头坊第 4 届夫妻营 

 

10. 陈美淋牧师，是早期的优秀生，除了在平潭

岛主理一个牧区之外，她也积极在中国全国主日学

两年制主日学老师培训学院及小羊团契，负责家庭

教育事工部的主任。她把丰盛家庭生活课程逐步的

在学院教导，包括自我认识，丰

盛家庭生活教育基本信念，家庭

祭坛，家庭守望小组组长培训等，

同时也透过各地的主日学老师的

联系开办丰盛夫妻营，她于 2017    在实兆远合影 

年带领团队到马来亚培训，也动员小羊团契成为我

们事工的伙伴，安排她的助手带团来马来亚培训中

心上课。 

11. 田杰姐妹，大连友好教会的会友，虽然是个

退休老师，但她愿意在剩余的年日献给主使用，

2015 年来马来亚参加第一届导师培训课程后，继

续重复参加课程和观察家庭治疗和个案处理的程序

等。她在 2017 年还带一小团来自东北的平信徒来

马来西亚培训。她写道“2015 年 6 月，开展丰盛

家庭事工，包括丰盛家庭系列课程：唤醒许多使命

者建立团队；还有家庭治疗。感谢主的恩典，事工

到那里，神的恩典也随着临到，祝福神的儿女，结

出好多美好的果子。例如成功的调整了一些失调的

夫妻关系，尤其是治疗了一对传道人的婚姻与家庭。

获得大连友好教会的认可，并以友好教会宣教士的

身份在一位教会的姐妹陪同之下，为中国东北三省

（辽宁，吉林，黑龙江）开办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

程，神奇妙作为，参加培训的人员和涉及的地区都

是我没想到的，首先参加的人员分别是区牧，教会

长老，传道，负责家庭事工的成员等，涉及到的地

区辽宁鞍山，营口，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铁力

等，凡参加培训后，他们都得到超出他们所想象的

恩典，。。。这次培训如似丰盛婚姻家庭事工的撒

种，至今他们一直都多多少少地学习课程和用不同

的方式开展丰盛婚姻家庭事工。”  

         田杰与来自东北三省优秀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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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姚继成牧师，绍兴柯桥教会主理，是马来亚

培训中心第二届的优秀学员，认为他学到了一套实

际可行的家庭教育课程，回国后就与教会的钱长老

配合，极力开办丰盛夫妻营。2017 年他再带领教

会家庭事工团队来马来亚培训，也积极向他神学院

的同学们介绍丰盛家庭生活的事工，他写道：“丰

盛家庭事工给我带来美好的祝福，无论对自己的认

识，或是在

婚姻，家庭

中与妻子和

孩子的互动，

还是在教会

服侍与同工

相处上，都

带来质的提

升和改变，       培训柯桥教会的义工团队 

并且学习丰盛家庭系列的课程，使我能在教会开展       

辅导事工，积极主动地帮助到一些处在离婚边缘的

夫妻和亲子关系的问题的家庭。”2018 年，其中

一个团员又带了一批年轻的会友来马来亚培训并成

立团队开展社区服务。 

 

新的事工的发展                                                                                                                                                                                            

1. 设立微信公众号：神在绍兴为我们兴起了一

小团年轻而有创意的自愿团队，在微信网络设立了

《绿洲丰盛家庭公众号》，

来向中国大众，尤其是 80

年后出生的社群，传递家

庭事工的基本信念 ，丰盛

家庭生活系列课程，导读 

颖琦,周宇,玲琳,超超  课程的指引，家庭祭坛指引， 

学员的见证和有关绿洲家庭中心的资讯等，希望借

着这些会引起更多人关注我们的事工，并愿参与。          

 

2.编辑导读丰盛婚姻课程的指引：已经分发给

实习导师，好让他们都能在方便的场所和时间，逐

步地与他所带领的团队，或参加过丰盛夫妻营的学

员一起学习，把课程内容融入生活，并操练带领课

程的技巧。并预备在 2021 年报名参加“丰盛家庭

治疗师”培训课程，因为要参加这课程的学员，必

须拥有完成带领导读《自我认识》，《家庭生活教

育基本信念》，和《丰盛婚姻》课程认证卡。 

3.中国宣教之旅的同工；在神的带领之下为我们

预备了一位中国之旅的伙伴，马来西亚的林仁兴导

师，他曾参与中国职场宣教事工达 10 年，培训职

场团队精神和带领工作坊的技能。2015 年参加了

马来亚第一届的的导师培训课程之后，就协助中心

一些的职务，专注于联系来马来亚的学员及安排到

中国宣教旅程和培训组长。今年在三月，五月及十

月在他陪伴之下到好多地区，

包括福清，平谭，福州，平阳，

玉环，萧山，柯桥，湖州，长

沙，永州，长兴等地，探望学

员和分享最新出版的资料，提

供进深培训和主持丰盛婚姻营

会等，看到多数学员仍然对家

庭生活事工有负担。特别蒙萧

山地方教会的一些老弟兄（教

会领袖）邀请，共用午餐，我们    在温州合影 

表白他们对丰盛家庭生活课程的认可，希望这课程

将会成为教会新一代信徒的祝福。感动欣慰与感恩。 

（注：至今绿洲培训中心已为地方教会培训了 122

位学员，其中有 6位已带团员来培训成立团队） 

 

4. 新书出版：为了坚定这十年来的服侍的导向与

基础，特别编写了一本《丰盛家庭教育基本信念》，

并以中文和英文出版，希望借此能帮助学员和支持

这圣工的伙伴们了解推展这事工的导向与意义，并

清楚神的创造和救赎人类的真理，以致鼓励他们更

积极参与修理及重整那被撒旦破坏的婚姻与生养虔

诚后裔的使命。也期盼教会的牧者与领导能指正我

们的盲点，好让我们能以更实际的策略去帮助信徒

一起借着牧养和宣教，来落实主所交代的祷告“愿

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父的国降

临”。  

这也是庆祝成立绿洲丰盛家庭中心 10 周年的里程

碑，凡是对本中心事工有兴趣者，可在 2020 年 4

月底之前向中心免费索取一本英文或中文版《丰盛

家庭生活教育基本信念》。 

 

  

       

  

   课程认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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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海燕传道, 在平潭岛的教会

服侍，2007 年就体验丰盛家庭生活

教育祝福了她个人生命和家庭的三

代成员。她不但在国内多次参加导

师培训的活动，也积极在不同的教

会传递丰盛家庭课程，并且在 2017

年带领一团学员来马来亚培训，旨

在把课程介绍给更多的同工。      杨传道与先生 

她写着说：“2007 年，感谢主！使我有幸听到魏

牧师的家庭教育课程，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更好建

立与神，与人，

与事物和谐的

关系。2008 年

参加首届夫妻

营，回来后建

立守望小组，

八个家庭彼此

鼓励，让一些  

   为平潭大学生开办自我认识营      濒临破碎的家 

庭重筑爱巢，大家坦言要把这个关系维持到老。

2010 年，我着手把这系列课程融进教会的牧养中，

信徒生命的成长令我非常惊讶，没想到这么多人得

到帮助，增加了我推广课程的信心。2015 年，先

生和我成立了“伊甸园健康家庭教育中心”常定期

为侍奉人员与大学生开办系列课程的营会，得到本

堂信徒，教区同工，及周边教会甚至教外人士的一

致好评与支持。时至今日，我仍致力于组建团队，

培训讲师，组长等，以系列课程的实用性，为教内

教外的人提供助人自助。我深信，魏牧师的婚姻家

庭教育课程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化结果。“ 

 

5. 俞丹传道，在她服侍的教会组织了一个家庭事

工团契，带领团员研读丰盛家庭系列课程，她在微

信上说“课程启发基督徒如何将信仰生活化，引导

我们回归到圣经中起初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心

意，实在让我

们受益匪浅。

许许多多的个

人，家庭学习

后践行。。。

成为美好的见

证。。。。我

们组建了彼此

接纳，坦诚分享，  俞传道在福州的家庭事工团队  

相互扶持的团契，在主里一起成长，建立基督化的

婚姻与家庭。” 

6.林英姐妹，本属俞丹传道的团队，有个非常支

持家庭事工的丈夫，她看到一间教会开办丰盛夫妻

营会后，没有足够跟进的工作，就和丈夫带着使命

加入这教会帮忙做跟进的工作。她写道：“。。。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在这个教会里，肉眼所能看到成

熟的果子虽然只有一个家庭。。。却看到这是能不

断被传递的祝福，所结的每一个果子，都能成为灯

台上的光。。。在面对社会甚至教会的传统思想和

条规的坚固营垒时，服侍犹如“新酒被装在旧皮

袋。”一般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婚恋教导和婚

前辅导以及新婚头几年的陪伴的重要。因此，今年

开始举办青少年恋爱营和鼓励更多情侣领受婚前辅

导。“ 

 

7. 黄莉长老，在湖南长沙星沙教会服侍，她是

2015 年马来亚绿洲导师培训中心第 1 届的学员，

回国后积极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2018 年 4 月又

带了 14 个会友来马来亚接受培训：学习聆听，带

领工作坊和导读课程的技巧，也学习自我认识课程

及 21 世纪牧会的挑战，来强化推展家庭事工的使

命感和团队精神。之后她继续借着导读课程和操练

促进自己和她的团队的学员在技巧及知识上成长，

培训更多会

友成为小组

长和家庭事

工的义工，

她的助手在

微信写道：

“。。。这 

快两年里，                  

      长沙星沙堂家庭事工团队 

在黄长老的带领下，我们星沙堂所有的同工都在持

续不断认真地学习自我认识课程，现在我们已经到

了第四期小组长的培训了。。。她要在十年里培养

100 个有根有基的同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也

更加深刻体会《自我认识课程》是培养同工团队一

个最好的材料，。。特别感恩神将这样好的一个课

程放入到我们的教会中间，让我们生命得成长！成

为一间有生命力有活力的教会。，，，我们盼望能

更加进深，学习其他课程，更盼望每位学员可以被

主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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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兴旺牧师，来自河北邯郸，2014 年来马来

亚学习后就积极在各地开展事工，他说：“今年在

各地开展丰盛婚姻营会工作，并拓展启动社会公益

服务，未来在家庭事工路上通过不断学习祝福更多

的家庭和孩子，不负老师所托，尽心努力。” 

 

 

       安牧师和参与丰盛婚姻课程的学员 

 

 

9. 方国兰长老，是绍兴湖头方教会的负责人。

自从看到教会办了一次丰盛夫妻营所得到的成果，

触动了她在 2016 年来马来亚接受导师培训，接着

又在 2018 年带领一团教会有能力的信徒来马来亚

培训成为她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的团队，并把家庭

事工纳入她的教会，成为牧养教会重要的管道。她

说：“借着夫妻营会的开展，给教会带来很多祝福，

很多对的夫妻关系得到修复，有的以前不信耶稣，

因为夫妻关系不好，就来参加教会办的夫妻营，在

营会中被主抓住，现在全家蒙神祝福满满，也有以

前不进教堂现在已经受洗归主了。以前没有服侍，

现在参加服侍。在还没有夫妻营之前教会很少看到

弟兄，感谢主，现在成立了好几个弟兄的服侍团队。

总之，这是一条蒙神赐福的路，带给家庭三代蒙福，

带给教会更大的复兴，带给社会有婚姻的榜样。虽

然在做的过程中会有点栏阻，但感谢神的带领，使

我们越做越甘甜。” 

 
         2019 年绍兴胡头坊第 4 届夫妻营 

 

10. 陈美淋牧师，是早期的优秀生，除了在平潭

岛主理一个牧区之外，她也积极在中国全国主日学

两年制主日学老师培训学院及小羊团契，负责家庭

教育事工部的主任。她把丰盛家庭生活课程逐步的

在学院教导，包括自我认识，丰

盛家庭生活教育基本信念，家庭

祭坛，家庭守望小组组长培训等，

同时也透过各地的主日学老师的

联系开办丰盛夫妻营，她于 2017    在实兆远合影 

年带领团队到马来亚培训，也动员小羊团契成为我

们事工的伙伴，安排她的助手带团来马来亚培训中

心上课。 

11. 田杰姐妹，大连友好教会的会友，虽然是个

退休老师，但她愿意在剩余的年日献给主使用，

2015 年来马来亚参加第一届导师培训课程后，继

续重复参加课程和观察家庭治疗和个案处理的程序

等。她在 2017 年还带一小团来自东北的平信徒来

马来西亚培训。她写道“2015 年 6 月，开展丰盛

家庭事工，包括丰盛家庭系列课程：唤醒许多使命

者建立团队；还有家庭治疗。感谢主的恩典，事工

到那里，神的恩典也随着临到，祝福神的儿女，结

出好多美好的果子。例如成功的调整了一些失调的

夫妻关系，尤其是治疗了一对传道人的婚姻与家庭。

获得大连友好教会的认可，并以友好教会宣教士的

身份在一位教会的姐妹陪同之下，为中国东北三省

（辽宁，吉林，黑龙江）开办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

程，神奇妙作为，参加培训的人员和涉及的地区都

是我没想到的，首先参加的人员分别是区牧，教会

长老，传道，负责家庭事工的成员等，涉及到的地

区辽宁鞍山，营口，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铁力

等，凡参加培训后，他们都得到超出他们所想象的

恩典，。。。这次培训如似丰盛婚姻家庭事工的撒

种，至今他们一直都多多少少地学习课程和用不同

的方式开展丰盛婚姻家庭事工。”  

         田杰与来自东北三省优秀学员合影 

4 
 

12. 姚继成牧师，绍兴柯桥教会主理，是马来亚

培训中心第二届的优秀学员，认为他学到了一套实

际可行的家庭教育课程，回国后就与教会的钱长老

配合，极力开办丰盛夫妻营。2017 年他再带领教

会家庭事工团队来马来亚培训，也积极向他神学院

的同学们介绍丰盛家庭生活的事工，他写道：“丰

盛家庭事工给我带来美好的祝福，无论对自己的认

识，或是在

婚姻，家庭

中与妻子和

孩子的互动，

还是在教会

服侍与同工

相处上，都

带来质的提

升和改变，       培训柯桥教会的义工团队 

并且学习丰盛家庭系列的课程，使我能在教会开展       

辅导事工，积极主动地帮助到一些处在离婚边缘的

夫妻和亲子关系的问题的家庭。”2018 年，其中

一个团员又带了一批年轻的会友来马来亚培训并成

立团队开展社区服务。 

 

新的事工的发展                                                                                                                                                                                            

1. 设立微信公众号：神在绍兴为我们兴起了一

小团年轻而有创意的自愿团队，在微信网络设立了

《绿洲丰盛家庭公众号》，

来向中国大众，尤其是 80

年后出生的社群，传递家

庭事工的基本信念 ，丰盛

家庭生活系列课程，导读 

颖琦,周宇,玲琳,超超  课程的指引，家庭祭坛指引， 

学员的见证和有关绿洲家庭中心的资讯等，希望借

着这些会引起更多人关注我们的事工，并愿参与。          

 

2.编辑导读丰盛婚姻课程的指引：已经分发给

实习导师，好让他们都能在方便的场所和时间，逐

步地与他所带领的团队，或参加过丰盛夫妻营的学

员一起学习，把课程内容融入生活，并操练带领课

程的技巧。并预备在 2021 年报名参加“丰盛家庭

治疗师”培训课程，因为要参加这课程的学员，必

须拥有完成带领导读《自我认识》，《家庭生活教

育基本信念》，和《丰盛婚姻》课程认证卡。 

3.中国宣教之旅的同工；在神的带领之下为我们

预备了一位中国之旅的伙伴，马来西亚的林仁兴导

师，他曾参与中国职场宣教事工达 10 年，培训职

场团队精神和带领工作坊的技能。2015 年参加了

马来亚第一届的的导师培训课程之后，就协助中心

一些的职务，专注于联系来马来亚的学员及安排到

中国宣教旅程和培训组长。今年在三月，五月及十

月在他陪伴之下到好多地区，

包括福清，平谭，福州，平阳，

玉环，萧山，柯桥，湖州，长

沙，永州，长兴等地，探望学

员和分享最新出版的资料，提

供进深培训和主持丰盛婚姻营

会等，看到多数学员仍然对家

庭生活事工有负担。特别蒙萧

山地方教会的一些老弟兄（教

会领袖）邀请，共用午餐，我们    在温州合影 

表白他们对丰盛家庭生活课程的认可，希望这课程

将会成为教会新一代信徒的祝福。感动欣慰与感恩。 

（注：至今绿洲培训中心已为地方教会培训了 122

位学员，其中有 6位已带团员来培训成立团队） 

 

4. 新书出版：为了坚定这十年来的服侍的导向与

基础，特别编写了一本《丰盛家庭教育基本信念》，

并以中文和英文出版，希望借此能帮助学员和支持

这圣工的伙伴们了解推展这事工的导向与意义，并

清楚神的创造和救赎人类的真理，以致鼓励他们更

积极参与修理及重整那被撒旦破坏的婚姻与生养虔

诚后裔的使命。也期盼教会的牧者与领导能指正我

们的盲点，好让我们能以更实际的策略去帮助信徒

一起借着牧养和宣教，来落实主所交代的祷告“愿

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父的国降

临”。  

这也是庆祝成立绿洲丰盛家庭中心 10 周年的里程

碑，凡是对本中心事工有兴趣者，可在 2020 年 4

月底之前向中心免费索取一本英文或中文版《丰盛

家庭生活教育基本信念》。 

 

  

       

  

   课程认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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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杨海燕传道, 在平潭岛的教会

服侍，2007 年就体验丰盛家庭生活

教育祝福了她个人生命和家庭的三

代成员。她不但在国内多次参加导

师培训的活动，也积极在不同的教

会传递丰盛家庭课程，并且在 2017

年带领一团学员来马来亚培训，旨

在把课程介绍给更多的同工。      杨传道与先生 

她写着说：“2007 年，感谢主！使我有幸听到魏

牧师的家庭教育课程，让我重新认识自己，更好建

立与神，与人，

与事物和谐的

关系。2008 年

参加首届夫妻

营，回来后建

立守望小组，

八个家庭彼此

鼓励，让一些  

   为平潭大学生开办自我认识营      濒临破碎的家 

庭重筑爱巢，大家坦言要把这个关系维持到老。

2010 年，我着手把这系列课程融进教会的牧养中，

信徒生命的成长令我非常惊讶，没想到这么多人得

到帮助，增加了我推广课程的信心。2015 年，先

生和我成立了“伊甸园健康家庭教育中心”常定期

为侍奉人员与大学生开办系列课程的营会，得到本

堂信徒，教区同工，及周边教会甚至教外人士的一

致好评与支持。时至今日，我仍致力于组建团队，

培训讲师，组长等，以系列课程的实用性，为教内

教外的人提供助人自助。我深信，魏牧师的婚姻家

庭教育课程已经在中国的大地上开化结果。“ 

 

5. 俞丹传道，在她服侍的教会组织了一个家庭事

工团契，带领团员研读丰盛家庭系列课程，她在微

信上说“课程启发基督徒如何将信仰生活化，引导

我们回归到圣经中起初神造男造女，设立婚姻的心

意，实在让我

们受益匪浅。

许许多多的个

人，家庭学习

后践行。。。

成为美好的见

证。。。。我

们组建了彼此

接纳，坦诚分享，  俞传道在福州的家庭事工团队  

相互扶持的团契，在主里一起成长，建立基督化的

婚姻与家庭。” 

6.林英姐妹，本属俞丹传道的团队，有个非常支

持家庭事工的丈夫，她看到一间教会开办丰盛夫妻

营会后，没有足够跟进的工作，就和丈夫带着使命

加入这教会帮忙做跟进的工作。她写道：“。。。

我们花了三年时间在这个教会里，肉眼所能看到成

熟的果子虽然只有一个家庭。。。却看到这是能不

断被传递的祝福，所结的每一个果子，都能成为灯

台上的光。。。在面对社会甚至教会的传统思想和

条规的坚固营垒时，服侍犹如“新酒被装在旧皮

袋。”一般的困难。。。我们也看到婚恋教导和婚

前辅导以及新婚头几年的陪伴的重要。因此，今年

开始举办青少年恋爱营和鼓励更多情侣领受婚前辅

导。“ 

 

7. 黄莉长老，在湖南长沙星沙教会服侍，她是

2015 年马来亚绿洲导师培训中心第 1 届的学员，

回国后积极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2018 年 4 月又

带了 14 个会友来马来亚接受培训：学习聆听，带

领工作坊和导读课程的技巧，也学习自我认识课程

及 21 世纪牧会的挑战，来强化推展家庭事工的使

命感和团队精神。之后她继续借着导读课程和操练

促进自己和她的团队的学员在技巧及知识上成长，

培训更多会

友成为小组

长和家庭事

工的义工，

她的助手在

微信写道：

“。。。这 

快两年里，                  

      长沙星沙堂家庭事工团队 

在黄长老的带领下，我们星沙堂所有的同工都在持

续不断认真地学习自我认识课程，现在我们已经到

了第四期小组长的培训了。。。她要在十年里培养

100 个有根有基的同工。。。我们在学习过程中也

更加深刻体会《自我认识课程》是培养同工团队一

个最好的材料，。。特别感恩神将这样好的一个课

程放入到我们的教会中间，让我们生命得成长！成

为一间有生命力有活力的教会。，，，我们盼望能

更加进深，学习其他课程，更盼望每位学员可以被

主使用，成为他人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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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安兴旺牧师，来自河北邯郸，2014 年来马来

亚学习后就积极在各地开展事工，他说：“今年在

各地开展丰盛婚姻营会工作，并拓展启动社会公益

服务，未来在家庭事工路上通过不断学习祝福更多

的家庭和孩子，不负老师所托，尽心努力。” 

 

 

       安牧师和参与丰盛婚姻课程的学员 

 

 

9. 方国兰长老，是绍兴湖头方教会的负责人。

自从看到教会办了一次丰盛夫妻营所得到的成果，

触动了她在 2016 年来马来亚接受导师培训，接着

又在 2018 年带领一团教会有能力的信徒来马来亚

培训成为她在教会推展家庭事工的团队，并把家庭

事工纳入她的教会，成为牧养教会重要的管道。她

说：“借着夫妻营会的开展，给教会带来很多祝福，

很多对的夫妻关系得到修复，有的以前不信耶稣，

因为夫妻关系不好，就来参加教会办的夫妻营，在

营会中被主抓住，现在全家蒙神祝福满满，也有以

前不进教堂现在已经受洗归主了。以前没有服侍，

现在参加服侍。在还没有夫妻营之前教会很少看到

弟兄，感谢主，现在成立了好几个弟兄的服侍团队。

总之，这是一条蒙神赐福的路，带给家庭三代蒙福，

带给教会更大的复兴，带给社会有婚姻的榜样。虽

然在做的过程中会有点栏阻，但感谢神的带领，使

我们越做越甘甜。” 

 
         2019 年绍兴胡头坊第 4 届夫妻营 

 

10. 陈美淋牧师，是早期的优秀生，除了在平潭

岛主理一个牧区之外，她也积极在中国全国主日学

两年制主日学老师培训学院及小羊团契，负责家庭

教育事工部的主任。她把丰盛家庭生活课程逐步的

在学院教导，包括自我认识，丰

盛家庭生活教育基本信念，家庭

祭坛，家庭守望小组组长培训等，

同时也透过各地的主日学老师的

联系开办丰盛夫妻营，她于 2017    在实兆远合影 

年带领团队到马来亚培训，也动员小羊团契成为我

们事工的伙伴，安排她的助手带团来马来亚培训中

心上课。 

11. 田杰姐妹，大连友好教会的会友，虽然是个

退休老师，但她愿意在剩余的年日献给主使用，

2015 年来马来亚参加第一届导师培训课程后，继

续重复参加课程和观察家庭治疗和个案处理的程序

等。她在 2017 年还带一小团来自东北的平信徒来

马来西亚培训。她写道“2015 年 6 月，开展丰盛

家庭事工，包括丰盛家庭系列课程：唤醒许多使命

者建立团队；还有家庭治疗。感谢主的恩典，事工

到那里，神的恩典也随着临到，祝福神的儿女，结

出好多美好的果子。例如成功的调整了一些失调的

夫妻关系，尤其是治疗了一对传道人的婚姻与家庭。

获得大连友好教会的认可，并以友好教会宣教士的

身份在一位教会的姐妹陪同之下，为中国东北三省

（辽宁，吉林，黑龙江）开办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

程，神奇妙作为，参加培训的人员和涉及的地区都

是我没想到的，首先参加的人员分别是区牧，教会

长老，传道，负责家庭事工的成员等，涉及到的地

区辽宁鞍山，营口，沈阳，吉林长春，黑龙江铁力

等，凡参加培训后，他们都得到超出他们所想象的

恩典，。。。这次培训如似丰盛婚姻家庭事工的撒

种，至今他们一直都多多少少地学习课程和用不同

的方式开展丰盛婚姻家庭事工。”  

         田杰与来自东北三省优秀学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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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姚继成牧师，绍兴柯桥教会主理，是马来亚

培训中心第二届的优秀学员，认为他学到了一套实

际可行的家庭教育课程，回国后就与教会的钱长老

配合，极力开办丰盛夫妻营。2017 年他再带领教

会家庭事工团队来马来亚培训，也积极向他神学院

的同学们介绍丰盛家庭生活的事工，他写道：“丰

盛家庭事工给我带来美好的祝福，无论对自己的认

识，或是在

婚姻，家庭

中与妻子和

孩子的互动，

还是在教会

服侍与同工

相处上，都

带来质的提

升和改变，       培训柯桥教会的义工团队 

并且学习丰盛家庭系列的课程，使我能在教会开展       

辅导事工，积极主动地帮助到一些处在离婚边缘的

夫妻和亲子关系的问题的家庭。”2018 年，其中

一个团员又带了一批年轻的会友来马来亚培训并成

立团队开展社区服务。 

 

新的事工的发展                                                                                                                                                                                            

1. 设立微信公众号：神在绍兴为我们兴起了一

小团年轻而有创意的自愿团队，在微信网络设立了

《绿洲丰盛家庭公众号》，

来向中国大众，尤其是 80

年后出生的社群，传递家

庭事工的基本信念 ，丰盛

家庭生活系列课程，导读 

颖琦,周宇,玲琳,超超  课程的指引，家庭祭坛指引， 

学员的见证和有关绿洲家庭中心的资讯等，希望借

着这些会引起更多人关注我们的事工，并愿参与。          

 

2.编辑导读丰盛婚姻课程的指引：已经分发给

实习导师，好让他们都能在方便的场所和时间，逐

步地与他所带领的团队，或参加过丰盛夫妻营的学

员一起学习，把课程内容融入生活，并操练带领课

程的技巧。并预备在 2021 年报名参加“丰盛家庭

治疗师”培训课程，因为要参加这课程的学员，必

须拥有完成带领导读《自我认识》，《家庭生活教

育基本信念》，和《丰盛婚姻》课程认证卡。 

3.中国宣教之旅的同工；在神的带领之下为我们

预备了一位中国之旅的伙伴，马来西亚的林仁兴导

师，他曾参与中国职场宣教事工达 10 年，培训职

场团队精神和带领工作坊的技能。2015 年参加了

马来亚第一届的的导师培训课程之后，就协助中心

一些的职务，专注于联系来马来亚的学员及安排到

中国宣教旅程和培训组长。今年在三月，五月及十

月在他陪伴之下到好多地区，

包括福清，平谭，福州，平阳，

玉环，萧山，柯桥，湖州，长

沙，永州，长兴等地，探望学

员和分享最新出版的资料，提

供进深培训和主持丰盛婚姻营

会等，看到多数学员仍然对家

庭生活事工有负担。特别蒙萧

山地方教会的一些老弟兄（教

会领袖）邀请，共用午餐，我们    在温州合影 

表白他们对丰盛家庭生活课程的认可，希望这课程

将会成为教会新一代信徒的祝福。感动欣慰与感恩。 

（注：至今绿洲培训中心已为地方教会培训了 122

位学员，其中有 6位已带团员来培训成立团队） 

 

4. 新书出版：为了坚定这十年来的服侍的导向与

基础，特别编写了一本《丰盛家庭教育基本信念》，

并以中文和英文出版，希望借此能帮助学员和支持

这圣工的伙伴们了解推展这事工的导向与意义，并

清楚神的创造和救赎人类的真理，以致鼓励他们更

积极参与修理及重整那被撒旦破坏的婚姻与生养虔

诚后裔的使命。也期盼教会的牧者与领导能指正我

们的盲点，好让我们能以更实际的策略去帮助信徒

一起借着牧养和宣教，来落实主所交代的祷告“愿

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父的国降

临”。  

这也是庆祝成立绿洲丰盛家庭中心 10 周年的里程

碑，凡是对本中心事工有兴趣者，可在 2020 年 4

月底之前向中心免费索取一本英文或中文版《丰盛

家庭生活教育基本信念》。 

 

  

       

  

   课程认证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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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证 ：夫妻营后感想   

 

用一个词概括这次夫妻营会，就是“不虚此行”。 

改编一句歌词形容这次营会之行，就是“幸亏加

入你，还好我没放弃”。 

三天两晚，无法简单用感动、震撼、欢笑、泪水

来概括，收获的是满满的力量，是深刻的思索，

是重拾的初心，是感动的回应，更是对使命的思

考。如牧者所说，基督教是最有资格传扬婚姻的

真谛，因为婚姻本是神所设立，爱的根本就是神。 

 

01.关于课程 

五堂精心准备的课，是为我们每一对夫妻量身打

造的丰盛筵席，婚姻的本质，如何做好丈夫，如

何做好妻子，如何建立家庭，如何侍奉上帝。我

们了解了婚姻的基础是彼此相爱，婚姻的责任有

养儿育女，婚姻的意义在荣神益人。 

最让我深刻铭记的是爱的节制是要克服自己的软

弱，看到对方的需要。多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少

一些自我，许多问题都迎刃而解，许多僵化的关

系都能回暖。 

 

02.关于工作坊 

四次工作坊的交流，是这次营会的精髓所在。从

一开始大家的略显拘束、有所保留到慢慢敞开心

怀，直到最后一次的完全敞开，真情流露……我

们见证了自己和每一个成员的改变。 

工作坊中有一对老长辈，风雨同舟走过了 44 年

的婚姻路，回想起往昔从第一眼认定彼此，从含

辛茹苦走到如今家丁兴旺，儿孙绕膝，上帝的爱

满满贯穿这对老夫妻共度人生路，当叔叔说起阿

姨为他生儿育女，忍受委屈，当阿姨讲起叔叔辛

苦打拼，为家努力，他们眼中包含的泪水，拍拍

对方的肩，使我们小辈们无不动容。这爱情大抵

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你在乎我的需要，我珍

惜你的付出，“父母爱情”是给子女最好的人生

榜样。 

工作坊改善的不仅仅是夫妻的关系，也磨平了家

人间的隔阂和伤害。最后一次的沟通，我的婆婆

带着我们的女儿也来到工作坊，我的弟兄谈到曾

经发脾气的时候对妈妈的伤害，是第一次真诚流

泪地向妈妈说了那句无数次积压在心底却无法说

出的“对不起”，妈妈也留下了眼泪，在这一刻

母子的心更进一步。 

 

03.爱的互动 

两次精心的爱的互动，在浪漫中重拾初心。光光

说像是重新举行了婚礼，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真诚

地煽情过。的确婚姻和爱情都需要仪式感，重读

盟约的那一刻我们更坚定了这一世的彼此委身。 

真情告白没有一对夫妻不感动落泪，“谢谢你，

对不起，我爱你”，稀疏平常的三个词我们很少

在婚姻里对彼此说过，这一次一句谢谢你，我看

到了他对我的珍惜和对这个家的付出；一句对不

起，我看到了他对我的包容和受伤之后依然执着

的守护，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我爱你，一切都是值

得了。 

我婆婆后来告诉我，当小江和雪辉在台上真情告

白的时候，小泡泡居然流泪了，我听了特别诧异，

惊讶这么一个小东西居然会被感动，又无比感慨，

人的感情真的很奇妙，三岁的孩子也许她听不懂

叔叔阿姨们在说什么，但是却能感受到大家的情

绪，爱大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感情，是上帝放在

人心中最美妙的创造。 

 

04.关于感动 

这三天的历程满满的感恩，感恩已过古稀之年，

远道而来为我们带来甘霖的神的仆人魏博士；感

恩每一个为这次营会辛勤付出的导师和同工们； 

感恩营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场婚姻之路的盛

宴，感恩在家里为我们照顾孩子，让我们安

心享受爱情的家人……无数的感恩，化为一

句，有神真好。 

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有一种无法名说的使

命在心底油然升起，上帝在我们这一群年轻

人身上一定有着美好的旨意，改变不是偶

然，是他的做工。 

我和我的弟兄及小伙们希望能有机会前往马

来西亚更系统更深入学习婚姻课程，更好认

识自我，成就彼此，也看到当今婚姻的危机

和需要，能够奉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求神

亲自带领和引导，也愿牧者们为我们的小小

心愿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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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盛夫妻营的意义 

 
丰盛夫妻营的目标，乃是要促进参会的夫妻，遵

照神创造婚姻的蓝图修复他们婚姻关系的结构，

男人和女人原有的定位和功能，促使他们婚姻成

为基督身体的缩影。夫妻以基督身上肢体的身

份，各自以舍己的爱强化各有做基督身上肢体的

定位与功能，所以营会就得帮助他们发现各有的

气质，以致彼此搭配，而以家庭生活历程不同的

过渡期培养他们爱的质量。营会也启发夫妻共同

培养虔敬的后裔的技巧。通常在营会结束时看到

一些似乎正常的婚姻结构被重建，失调的婚姻被

医治及丰盛起来。  

 

在三天两夜的夫妻营里，排满了触动人心的信

息，坚定婚姻盟约礼仪，浪漫的游戏，工作坊，

和真诚告白的互动等，制造了一个轻松，浪漫，

及开放的环境，使夫妻一起以积极的眼光看待他

们的婚姻。因而他们的婚姻和家庭生活通常都会

被重建和强化，以备领受神赋予婚姻原有的祝

福。 

 

为了获得夫妻营会的果效，筹备当局必须拥有合

格的讲员或家庭治疗师，和装备足够的工作团

队，以提供完整的服侍，同时营会过后，每三至

五对夫妻可以组成家庭守望小组，并由被充足装

备的组长，引导他们把所领受的信息，融入他们

的生活，并完成工作坊所要谈论的话题，以致建

立一个强有力保护婚姻和家庭生活的营垒。 

 

 

 
2019年财务报告： 
 
收入： 

1. 去年剩余                      S$       979.12 
2. 家人与朋友的支持           59,925.00 
3. 中国事工的收入               15,200.00 
4. 实兆远事工的收入           21,350.00 
5. 讲员费和十一奉献           10,319.00      
6. 总共                                  107,773.12 

支出： 
1. 新马员工和办公室      S$   74,621.00 
2. 机票和房租 （中国）       14,984.00 
3. 学员膳食(实兆远)              16,900.00 
4. 总共                                      106,505.00 
5. 剩余                                          1,268.12 

 

2019 年主要活动： 

2 月 实兆远 23A 届自我认识培训 

  绿洲新加坡导师培训 

3 月-中国  福州, 玉环, 杭州,永州,导师进修会 

4 月 卫理清福堂导师培训 

5 月-中国  胡头坊教会夫妻营 

 

柯桥教会亲子教育 

6 月 哲仁卫理公会 家庭营 

  新加坡思珍堂 家庭讲座 

7 月 实兆远 23届导师培训 

8 月 实兆远 24届导师培训 

  实兆远 25届导师培训 

 

怡君卫理公会家庭营 

 9 月 昔加末加什卫理公会家庭讲座 

  文良港卫理公会家庭营 

10 月-中国  余姚夫妻营 

  长兴夫妻营 

 

  

 

 

 

 

 

 

绿洲新加坡导师培训      马来西亚请福堂导师培训 

 

致谢：一年虽然眨眼而过，神的恩典难以数算，尤其

是他不断感动一些弟兄姐妹成为我们事工的伙伴，使我

们在经济和人手都不至于缺乏，坚定了神是我们创始成

终的主，我们只能诚心向神感恩，并所有这事工伙伴道

谢，愿神以厚恩报答与祝福。 

                         

                         夫妻营坚定婚姻盟约之夜

夜 

 

 

恭祝大家 

   圣诞蒙恩 

        新年进步！ 

                         魏义发夫妇贺 

                  2019 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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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2019 (10 周年特刊) 

感谢神的引导，绿洲丰盛家庭中心

自 2010 年经历了 10 年丰盛成长的

恩典，体验到圣灵不断地建立神在

2002 年在新加坡卫理公会撒下的种

子，栽培长成苗，又奇妙地把它移

植到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并逐步地

使它长出穗子来了。 

今年在我们 3 次中国之旅里，看到有好多的学员以

不同的方式去推展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程，呈现了

穗上将会结出许多饱满籽粒的潜能，真令我们感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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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倍的赏赐！ 

感恩见证 

在这里特别提及几位令我们感到鼓舞的学员的表现

来鼓励大家，并作为感恩的见证，希望大家能与我

们一起为他们感恩和代祷，好让他们能早日成熟以

至成为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可播种的好种子。 

 

1. 倪耿忠弟兄，他

和妻子是早期在中国

福建省接受培训的导

师，当课程调整了他

和妻子的定位和功能

之后，他们就对这事

工产生特别的兴趣和负担，不断地在国内参与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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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为联属于该教会的三间教会开办丰盛婚姻的营

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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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在他设立的书吧提供丰盛家庭生活讲座，并得到

政府部门的赞赏，认同为一种社会服务。他也组织

了丰盛夫妻营会讲课的团队，并动员信徒参与他在

许多其他教会开办丰盛夫妻营会的服侍。他的团队

已经成为温州一带出名的筹办丰盛夫妻营会的肢体。

感谢主他在今年筹备了第三届的双十一夫妻节特会，

获得 270 对夫妻参加，动用了 128 位义工，场面壮

观。 

 

        温州 2019 年双 11 夫妻节特会 

 

3. 林秀莉姐妹，她原是朱

小牧传道所设立的书吧里的

同工，随从朱传道的团队到

马来亚接受培训后，就兼任

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内部资料

的发行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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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见证 ：夫妻营后感想   

 

用一个词概括这次夫妻营会，就是“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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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爱情最美好的样子。你在乎我的需要，我珍

惜你的付出，“父母爱情”是给子女最好的人生

榜样。 

工作坊改善的不仅仅是夫妻的关系，也磨平了家

人间的隔阂和伤害。最后一次的沟通，我的婆婆

带着我们的女儿也来到工作坊，我的弟兄谈到曾

经发脾气的时候对妈妈的伤害，是第一次真诚流

泪地向妈妈说了那句无数次积压在心底却无法说

出的“对不起”，妈妈也留下了眼泪，在这一刻

母子的心更进一步。 

 

03.爱的互动 

两次精心的爱的互动，在浪漫中重拾初心。光光

说像是重新举行了婚礼，似乎从来没有这么真诚

地煽情过。的确婚姻和爱情都需要仪式感，重读

盟约的那一刻我们更坚定了这一世的彼此委身。 

真情告白没有一对夫妻不感动落泪，“谢谢你，

对不起，我爱你”，稀疏平常的三个词我们很少

在婚姻里对彼此说过，这一次一句谢谢你，我看

到了他对我的珍惜和对这个家的付出；一句对不

起，我看到了他对我的包容和受伤之后依然执着

的守护，千言万语化作一句我爱你，一切都是值

得了。 

我婆婆后来告诉我，当小江和雪辉在台上真情告

白的时候，小泡泡居然流泪了，我听了特别诧异，

惊讶这么一个小东西居然会被感动，又无比感慨，

人的感情真的很奇妙，三岁的孩子也许她听不懂

叔叔阿姨们在说什么，但是却能感受到大家的情

绪，爱大概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感情，是上帝放在

人心中最美妙的创造。 

 

04.关于感动 

这三天的历程满满的感恩，感恩已过古稀之年，

远道而来为我们带来甘霖的神的仆人魏博士；感

恩每一个为这次营会辛勤付出的导师和同工们； 

感恩营会为我们预备这一场婚姻之路的盛

宴，感恩在家里为我们照顾孩子，让我们安

心享受爱情的家人……无数的感恩，化为一

句，有神真好。 

结束后大家意犹未尽，有一种无法名说的使

命在心底油然升起，上帝在我们这一群年轻

人身上一定有着美好的旨意，改变不是偶

然，是他的做工。 

我和我的弟兄及小伙们希望能有机会前往马

来西亚更系统更深入学习婚姻课程，更好认

识自我，成就彼此，也看到当今婚姻的危机

和需要，能够奉献自己一点点的力量，求神

亲自带领和引导，也愿牧者们为我们的小小

心愿代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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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0 年经历了 10 年丰盛成长的

恩典，体验到圣灵不断地建立神在

2002 年在新加坡卫理公会撒下的种

子，栽培长成苗，又奇妙地把它移

植到充满挑战的环境里，并逐步地

使它长出穗子来了。 

今年在我们 3 次中国之旅里，看到有好多的学员以

不同的方式去推展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程，呈现了

穗上将会结出许多饱满籽粒的潜能，真令我们感到

欣慰和感恩！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就会看到许

多成熟的籽粒被撒在不同的地方，各自靠着神的恩

典而成长，以致在各地长出第二代的绿洲丰盛家庭

中心，这样我们在主里的劳苦和我们亲爱的事工伙

伴们所给的支持和祷告就不至于徒然了，而是得到

百倍的赏赐！ 

感恩见证 

在这里特别提及几位令我们感到鼓舞的学员的表现

来鼓励大家，并作为感恩的见证，希望大家能与我

们一起为他们感恩和代祷，好让他们能早日成熟以

至成为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可播种的好种子。 

 

1. 倪耿忠弟兄，他

和妻子是早期在中国

福建省接受培训的导

师，当课程调整了他

和妻子的定位和功能

之后，他们就对这事

工产生特别的兴趣和负担，不断地在国内参与家庭

教育的服侍。去年中他们到新西兰，竟然被聘用为

一间华人教会的专职人员，组织夫妻团契作为推展

家庭事工的管道。一年多来，特别看到一个强势的

丈夫和柔弱妻子因参加团契后生命的翻转，彼此相

爱一起服侍，成为美好见证。目前他们计划在明年

5 月为联属于该教会的三间教会开办丰盛婚姻的营

会。 

2. 朱小牧传道, 在 2016 年带领他的团队来马来

亚培训后，不但在他所牧养的教会推展家庭事工，

也在他设立的书吧提供丰盛家庭生活讲座，并得到

政府部门的赞赏，认同为一种社会服务。他也组织

了丰盛夫妻营会讲课的团队，并动员信徒参与他在

许多其他教会开办丰盛夫妻营会的服侍。他的团队

已经成为温州一带出名的筹办丰盛夫妻营会的肢体。

感谢主他在今年筹备了第三届的双十一夫妻节特会，

获得 270 对夫妻参加，动用了 128 位义工，场面壮

观。 

 

        温州 2019 年双 11 夫妻节特会 

 

3. 林秀莉姐妹，她原是朱

小牧传道所设立的书吧里的

同工，随从朱传道的团队到

马来亚接受培训后，就兼任

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内部资料

的发行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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