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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 年绿洲丰盛家庭中心资讯 

 
感谢天父，虽然今年新冠病毒几乎毁了全球人

类的生活习惯和经济发展，但是神似乎借此呼

吁人类要关注家的功能，只要大家都能居家做

事与社群隔离就能避免病毒的感染。 

这一年来，除了年头在新加坡开办两班培训和

在实兆远培训一班来自浙江绍兴的年轻学员之

外，其他时间只能在新加坡居家办公。蒙主带

领之下仍然能在线上与人接触，提供辅导、授

课和小组分享，并在新加坡建立一个推展绿洲

事工的小团队，特别服侍中国新移民。这些经

历启发了我，应积极善用网络系统来推展丰盛

家庭系列课程和改善培训导师的策略。 

我因此尽量预备好来年所需要的资料，至今已

完成了两本实用而有启发性的工具书，将在明

年初出版：《丰盛家庭课程导读指引》和《家

庭治疗手册》。 

 

神也在这期间启发我往后尽量在实兆远使用那

已经为推展家庭治疗事工装修好的曼绒卫理中

心，作为未来事工发展的据点。 

 

  新加坡的培训班包括来自中国的神学生和新移民 

 

《丰盛家庭课程导读指引》 

包括《家庭生活基本信念》，

《自我认识》和《丰盛婚姻》3

个课程。这乃是为了加强实习

导师们在社群以导读的方式开

展基本丰盛家庭系列课程的信

心和导向的工具书。他们可以

使用《绿洲丰盛家庭培训网站》办理开课手续

后，随着导读指引的程序上课。在观看有关的

课题视频后，引导学员思考书本的内容并分享

所领悟的亮光和融入生活里的看法，逐步地引

导学员更加认识自己，激发自爱,提升情商，

建立健康人格，了解丰盛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信

念，以致建立基督的身体和促进爱的质量。凡

是得到至少 7 位学员认可的实习导师，就可以

报名参加《绿洲家庭治疗师培训课程》。 

《家庭治疗手册》 

这乃是培训家庭治疗师的基本

工具书，是微仆半世纪来帮助

失调婚姻与家庭的心得。虽然

目前有将近 20 种的方式来处理

家庭问题，但大多是人本主义

学者所提倡的个人心理治疗、

小组治疗、系统原理的家庭治

疗等的理念；然而绿洲家庭治疗乃是从圣经所

领受的有机体的系统关系的信念着手，藉此提

倡有机体关系的人格系统，婚姻系统，家庭系

统作为家庭治疗的基础，促使天国的子民都能

随着健康的家庭生命历程，逐步地提升生命的

素质和爱的质量，以致迈进完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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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事工展望 - 将在实兆远曼绒卫理中心

推展绿洲家庭事工 

 

若主愿意，明年农历新年过后，微仆会积极地

在实兆远推展以下的项目，希望我们的事工伙

伴们能继续为我们在建立这事工成熟期里所要

发展的策略代祷。 

1.装备曼绒教区推展丰盛家庭事工的团队， 

在教区长引导和配合下向各教会招募一位对这

事工有负担的成员，接受 5 个周末或连续 5 天，

推展事工的技巧密集培训课程，以备组成曼绒

教区推展家庭事工的团队。 

 

2.设立绿洲丰盛家庭培训网站， 

设立制作网上课程的录影室，以供导师带领学

员在线上学习基本丰盛家庭生活课程包括《家

庭事工基本信念》《自我认识》《丰盛婚姻》

和其他实地直播课程的项目。 

3.开办周末丰盛婚姻营 

于每个月的第一、三周五下午至周日傍晚开办，

可选择包括一日旅游名胜景点，如邦咯岛和垦

荒博物馆等。课程的焦点在于传递有机体的婚

姻系统的信念，调适夫妻配搭的程序，强化男

人和女人的定位和功能，提升夫妻生活的情趣，

同时也藉着工作坊和游戏，体验夫妻正面互动

的程序。欢迎新马和中国的夫妻上网报名参加。 

4.为青少年开办《自我认识课程》： 

这是帮助青年人认识健康人格、自己的潜能、

气质、自我形象、性认同和健康品格的实用课

程，以致提升他们的情商、自信、自发、自制

和自爱的潜能。欢迎各地的中学生，大学生和

初入职场工作的人士上网报名参加。 

5.开办丰盛家庭课程导师培训， 

这是为对推展丰盛家庭生活有负担的学员开办

的 5 天密集培训，包括倾听、归纳、正面反馈

和导读的技巧，并认识丰盛家庭基本课程的培

训，以备学员能以实习导师的身份为教会或社

区开办基本丰盛家庭生活导读课程，再继续被

装备成为绿洲家庭治疗师。 

6.提供家庭治疗服务 

有需要该项服务者可以致电或 WhatsApp 

+60108265820 或 +6590700336。 疗方包括：

清理心里的苦毒及修复伤害，调适气质冲突，

提升夫妻搭配的素质，改良婚姻信念，重整家

庭结构，调整互动模式，处理家庭生命历程及

儿女成长遭遇的危机，坚定夫妻的定位和功能，

提升爱的质量，破除婚外情的悲剧等。 

      

 

 

 

 

            第 26 届实兆远导师培训班  

 

 

 

 

 

 

 

 

 

 

 

绿洲家庭治疗师培训程序：  

1. 在培训中心完成 5 天密集的带领导读基本

课程的技巧培训;  

2. 在自己的社区应用视频带领导读基本家庭

生活课程并得到至少 7位学员的认可;   

3. 在培训中心完成 10 天家庭治疗师密集培训

课程;   

4. 在社区提供 100 个小时处理个案的实习，

并带领亲子教育和婚前预备课程各一次：  

5. 经审核实习状况，合格者将被颁予新加坡

绿洲丰盛家庭中心的家庭治疗师证书。 

6. 中心将监督学员为社群提供家庭治疗服务

及培训推展事工的团队成果一年； 

7. 合格者可注册为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家庭治

疗师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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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丰盛家庭事工的圣经启示 

1.夫妻拥有三位一体神的形象与样式 

全能的神为了带领人类进入完全，启示了他自己

的真相：藉着圣灵的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把他

的儿子耶稣降生在人间，成为人子，藉着他引导

我们认识了那看不见的圣父，圣子和圣灵所组成

的三位一体的真神，并藉着和谐互动和配搭，彼

此强化各有定位和功能的样式恒定了三位一体有

机体关系的形象。 

由于人是神照着自己三位一体的形象与三位和谐

互动的样式造的，因此人原来的人格乃是由灵主

导魂和情欲，三个看不见的动力彼此和谐互动反

映三位一体神形象和样式的有机体关系的人格体

系。夫妻在神里面也会彼此以敬畏神的心彼此强化

各有的定位和功能，而反映合而为一不能分开的神

的形象和样式的有机体关系的婚姻体系。 

 

2.我们应模仿基督的生命 

使徒保罗相信蒙恩得救的信徒必须恢复作神儿女

原有的人格，并效法神的儿子耶稣的榜样，他就

大胆的向信徒宣告说：“他预先所知道的人， 

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的儿子在许

多弟兄中做长子。”（罗 8:29） 

耶稣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但却在一个充

充满满有恩典和真理的家庭环境长大，直到 30

岁满有长大成人的身量后才离开家庭。经过 40

昼夜在旷野禁食祷告，虽然遇到撒旦的试探，但

是他却不受情欲的败坏，不失去尊贵神儿子的身

份，反而预备自己抵挡被撒旦辖制，面对充满罪

恶的世界的挑战，并要成就天父的旨意：拯救凡

信他的人。从此，他就开始在地上遵行圣父的旨

意，因他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

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

（约 6：38）他也吩咐他的门徒，要效法他舍己

爱人的榜样，并说：“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

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

价。”（可 10：45）换句话说，我们行事为人都

必须以父的事为念，即发挥神儿子以灵为主导的人

格。 

 

3.改变牧养的模样，进入完全 

为了护卫 21 世纪的基督徒避免受网络媒体所传

递许多似是而非的福音，混淆了耶稣拯救世人的

意义，并解除众圣徒不能在真道上同归于一、分

宗别派的困惑，我们必须积极地更进一步，促使

信徒勇敢地“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

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行，信

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

远审判等教训。“（希 6：1-2） 

为基督道理的开端而争议，乃是妨碍生命成长的

幼稚行为，就如使徒保罗说：“我们作孩子的时

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

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林前 13：

11）为了离开幼稚的属灵生命光景，我们必须要

改进使万民作为耶稣门徒的策略：我们应效法耶

稣舍命牧养的模样，因他曾说：”我来了，是要

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是好牧者，好

牧者为羊舍命。“ （约 10：10-11） 

4. 从家开始 

因此，微仆深深体会到，今日的教会必须要大力

提倡超越媒体所能广传的福音信息；就是要效法

神儿子，在家里领受恩典和真理的经历，发挥他服

侍人的德行，促进为羊舍命的牧养模式，使羊得生

命，并且得的更丰盛的策略。 

 

我的心愿 
半世纪来神一直在引导微仆了解他的心意，希望

在年日未衰之前，能建立起绿洲丰盛家庭中心来

提倡效法主的模样和牧养模式以促进： 

1. 认识神三位一体的形象与和谐互动彼此强化

各有的定位和功能的有机体互动的样式。 

2. 栽培反映神形象和样式或以灵为主导魂与情

欲的人格和合而为一及彼此强化各有的定位和功

能以耶稣为元首的有机体的夫妻关系的婚姻体系。 

3. 促进充满恩典和真理的家庭环境来强化夫妻

和亲子的关系，以致随着家庭生命历程而逐步地

提升父母和孩子生命的素质和爱的质量。 

我相信众信徒就能藉此体验神活在我们的心里、

婚姻与家庭生活里，不知不觉地代代相传神的恩

典和真理，而逐步地迈进完全，满有基督长成的

身量。同时，也自然而然落实了耶利米先知的预

言说：“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 写在

他们心上，我要作他们的神，他们要作我的子民，

他们不用各人教导自己的邻舍和自己的弟兄，说：

‘你该认识耶和华’；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

的，都必认识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

念他们的罪恶。这是耶和华说的”（耶 31：33-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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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曼绒卫理中心暨绿洲家庭治疗中心 

 

这座建筑物乃自 1961 年启用为新马卫理公会医

药宣教部维持的乡村医药宣教的中心，并获得挪

威、美国、韩国宣教会派来的医生开拓乡村医药

宣教事工。微仆於 1966-1971 年曾在这里负责配

药的工作，记得当初好几种的药水乃是亲手按着

化学配方与开水在这里配出来的，并分发给有关

的乡村诊所使用。后来由于新马卫理公会分家，

缺乏宣教医生和经济的资源，医疗宣教事工就告

结束，建筑物也逐渐被荒废了四十多年。 

2018 年的一个凌晨，我梦见有个妇人带着一个

少女，因受色情网络的困扰而来这中心求医。当

我了解她的状况以后，我告诉她们所需要的乃是

家庭治疗而不是药物，所以就想为他们提供家庭

治疗，遗憾的是我发现每一间房间都破损不堪，

在此，梦却被闹钟打断了。 

起身后，我回忆 50 多年前在那里服侍的时候，

看到好几个可怜的精神病患者，当时心灵就已有

感动应在那里设立一所家庭问题咨询中心，提倡

健康家庭生活，来抵制精神病患。这打断我梦境

的闹钟似乎在告诉我应即刻去落实当初所得的异

象。我即刻写了一份建议书呈给曼绒区的教区长

雷德瑞牧师，建议修理这被荒废的诊疗所，作为

家庭治疗中心，取代当初医疗宣教的使命。 

感谢神的引导，2019 年初我与教区长约谈这件

事，他告诉我教区有 20 万令吉的资金，如果修

理费不超过这个款目，就可以进行。第二天神奇

妙差遣了一位开装修公司的朋友来探望我的外甥，

乘此我向他咨询修理诊疗所的可能性，这弟兄很

积极作个审查和预算，他确定不需要超过 20 万

令吉就可把整座建筑物修成安全实用的场所，并

可保留为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 

结果，整个工程就由该教区会友领袖刘必全弟兄

负责处理，不但修好建筑物，而且重整了周边的

篱笆和草坪，壮观美丽，成为曼绒卫理中心，以

备作为绿洲丰盛家庭中心提供家庭治疗和青年培

训中心。相信神必会继续成就他所应允的医疗宣

教的使命。 

虽然整个工程费需要 23.5 万令吉，感谢主，不

敷的数目全由刘必全弟兄慷慨奉献。目前，只要

装备好内部所需的设施就可以开展事工了！ 

           

 

 

 

 

        

2020 年 9月 14 日曼绒卫理中心的启用礼 

 

 

 

 

 

 

 

 

 

 

 

致谢：我们诚心感谢神的带领；也感谢所

有以祷告，爱心奉献和义务服侍的事工伙

伴们，愿神以厚恩报答与祝福你们！ 

  

                  

 

 

 

恭祝大家： 

 圣诞蒙恩   

新年进步！    

                                
魏义发夫妇贺             

                       2020 年 12 月     

2020 年财务报告： 

收入： 

1. 去年剩余              S$    1,268.12 

2. 家人与朋友的支持           60,876.00 

3. 课程费收入                  6,105.00 

4. 政府资助                    7,168.00 

5. 讲员费和十一奉献            5,603.00      

6. 总共                       81,020.12 

支出： 

1. 新加坡办公室用费     S$    63,528.75 

2. 实兆远和中国事工用费       17,000.00 

3. 总共                       80,528.75 

                     剩余    $49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