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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洲丰盛家庭中心 8 周年（2010-2017）纪念特刊 

 

 

回顾八年靠神恩典逐步成长的事工 
中心主任：魏义发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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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踏入神学院时就在探讨和寻找一个实用的家庭教育系统，遗

憾的是在基督教教育发展史里，从未有家庭教育系统的纪录；因

此在我牧会的年日里，特别关注家庭教育的事工。感谢神，2002

年被新加坡卫理公会华人年议会委任专职研究和推展家庭教育的

事工，经过 8 年的努力耕耘，虽有些成果，但按照法规在 2009 年

我已达退休年龄，需要离开这职份；辛好在圣灵的带领之下，能

成立绿洲丰盛家庭中心继续另一个 8年来培育那已撒下的种子。 

耶稣说：“神的国，如同人把种子撒在地上。黑夜睡觉，白日起

来，这种子就发芽渐长...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籽

粒。”（可 4：26-29） 

起初的 8 年，这粒种子

只是发苗，另 8 年来似

乎它已在长穗，相信后

来就会在穗上结成饱满

的籽粒来。现在就让我

以感恩的心分享过去 8

年长穗子的经历： 

 

 

2010 年：凭着信心在新加坡注册了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全心全

意信靠神所提供的资源和引导去落实在 21 世纪不能被忽视的使命：

遵照神原有的婚姻的蓝图修理那被撒旦破坏的婚姻和家庭系统，

并提倡藉着家庭生活历程，来引导信徒“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

（希 6：1）因耶稣来到世间，不只是舍命作多人的赎价，也要重

建与更新那被撒旦毁坏的婚姻与家庭（参阅路 12：49-53）。新造

的婚姻观与家庭成员的价值观和旧的婚姻观与家庭成员的价值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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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能妥协的。因神的儿女需要遵从神的旨意，生养神合用的百

姓，来治理这地。 

除了继续在中国福州与福清

的事工，一年来体验到神奇

妙地带领我们到济南，沈阳，

青岛，威海，大连，深圳，

北京，温州和海南岛，好让

我们能为当地的三自教会，

家庭教会和神学院提供丰盛 

婚姻和家庭的讲座。期间曾 

与青岛的两会交流以便了解

中国教会的需要，同时也分发了 1 千套透过江苏省两会出版我们

所编写的《基督徒家庭生活指南》和《家庭祭坛 II》，作为与当

地有关人士初步探讨和接触的礼物。 

最难忘的经历乃是在东北神学院新建

校舍附近所设立的每天 24 小时为世界

各国祷告的营地，跪在那儿祷告时，

深感中国将会成为世界各国的祝福。

因此，在中国大地开展修理和看守家

庭的事工，乃是迫不及待，靠信心应 

做的功夫。 

 

2011 年：神在马来西亚新山为我预

备了一栋清静的房子以扩大婚姻与家

庭治疗服务和写作的场所。这年我 

             为万国祷告 

  我们在新山的家 

与院长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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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开始编写《自我认识》课本，也

在中国和新马开办情侣必修课程，丰

盛婚姻营，亲子营及乐龄生活营，甚

至为社群主持婚礼来传讲健康婚姻的

信念，以呈现本中心所提供服侍人群

的心志，并以此效法耶稣基督的德

行，因他说：“我给你们作了榜样，

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约 13：15）“因为人子来，

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可 10：45）。 

2012 年：为了更有果效与牧者们探讨如何能以合适的方式面对

21 世纪家庭被瓦解的危机和同性恋者渐渐增强其势力的趋势，我

们出版了一册《21 世纪牧会的挑战》，并邮寄赠

送给一些新马的牧者们；同时也用来与实习导师

研讨其内容以提升他们对丰盛家庭生活教育的使

命感。在这过程里启发了我应把丰盛家庭生活的

信念，编写为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程的课本，以

供实习导师作为导读或其他适合学员的方式授课

的工具。这样也能促使导师和学员都能遵照圣经

所提示的知识，作为修理和看守他们自己的婚姻与家庭的基础，

同时也能切实地装备他们去帮助他们周围有需要的人。 

            

     

        我们在新山的家 

  与平潭和马来西亚的牧者 

   研讨 21 世纪牧会的挑战 

 

主持婚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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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除了在中国和马来西亚

有许多的活动，我们也去印尼和缅

甸传讲丰盛家庭生活的信念。虽然 

活动的项目多了一些，但是靠着神

的恩典，我们竟然还把《自我认识》

和《丰盛婚姻》的课本出版了，从

中学到攻克己身，专心信靠神，就

能获得足够的恩典去完成神的托付，

并看到成果。 

深信导师和学员若能提升节制的质量，并信靠圣灵的引导与神的

恩典，丰盛家庭系列课程将会帮

助学员获得下列成果： 

1. 接受基督为救主； 

2. 丰盛婚姻与家庭； 

3. 彼此守望； 

4. 各尽其职建立基督身体； 

5. 家家设立祭坛； 

6. 坚定男女的性认同与功能； 

7. 迈进完全的地步。                                                

 

为了获得这些成果，我们希望能更进一步去建立导师团队和家庭

守望小组，借着彼此鼓励和代祷，来促进导师和学员节制的质量，

使他们能克制肉体的软弱，而能坚持推展事工的使命感和遵行他

们从课程里所领受的亮光。 

     

 缅甸腊戊神学院的院长和老师 

   印尼万隆培训家庭事工的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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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上个年底我们在丽江教

课的时候，认识了一位法官，他提

示我们应该在中国注册一间外资公

司，合法地培训人员和出版内部资

料去推广丰盛家庭生活的理念。因

此，在年初就与我们在杭州的干事，

经过一些复杂的程序，注册了杭州 

伊甸园健康咨询有限公司，有可营 

业 20 年的执照。因此，我们就可以放心在中国推展这事工，和出

版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程的课本了。 

今年，神也奇妙地把父母留给我和弟弟在马来亚实兆远的土地发

展成为房产，从中我获得三间的房子，

刚好可以作为绿洲丰盛家庭的培训中

心，有 15 间房间作为学员的宿舍，3

个客厅可作为食堂和培训的场地。看

来，神似乎为我们预备了足够的设施，

能长  期地为中国培训丰盛家庭生活

导师； 虽然后勤人手缺乏，但是靠着

神的恩典，我们不能不忍耐地坚持。 

2015 年：感谢神，在这年初就

蒙受特别的恩典，得到巴克路卫

理公会的宣教委员会和一些弟兄

姐妹的赞助，使实兆远绿洲丰盛

家庭培训中心能资助 30 多位来

自中国的牧者，免费地在这里接

受两周的密集导师培训课程。    

 与杭州的同工在山东推展事工 

  实兆远培训中心 

第一届导师培训班参观实兆远教会博物馆 

实兆远培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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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由于牧会事工繁重，

导致他们陷入心有余而力不足的

困境，不能很好发展他们所领受

的托付。幸好当我在温州的主日

学专职同工培训学校讲课时，看

到神将会引导许多年轻的传道和

主日学专职同工，去开拓丰盛家 

庭生活的事工。从此，我们就停止了赞助牧者来实兆远接受培训

的项目，而是让那些拥有虔敬的心态，即降服于神的乎召，而愿

意为该事工付出代价的年轻专职学员来接受培训。 

 

2016 年：神奇妙地带领我出版了全套的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程的

4 本课本；同时也引导我们到新疆

的阿克苏主持夫妻营。回顾这些年

来，我们已从中国的南端走到西北，

培训了将近 200 位实习导师，分布

在中国的 17 个区域。为了提升实

习导师们的质量，于 5 月 10-12 日

在福建省，平潭实验区举办了第一

届导师进修会，召集各地区实导师们来培训《情侣必修》课程，

并见证全套丰盛家庭系列课程资料的发

布礼。会后还成立了丰盛家庭生活导师

会，好让合格的导师和实习导师们能以

爱弟兄的心彼此联系和鼓励，以保持

同心合意的精神推展这事工。 

   培训温州主日学专职同工 

绿洲丰盛家庭系列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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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本中心似乎已长出结果实的穗子了，因我们除了培训

了好多三自教会和家庭教会的实习导师之外，杭州地方教会的门

徒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也非常认同我们的事工，20 多位年轻一代的

信徒领袖，利用农历新年（春节假期）来马来亚接受培训，继而

又邀请我为他们办了两届的导师培训课程，并在中国办夫妻营及

到新的地区开办课程介绍讲座。一年来共有 58 位年轻的地方教会

的弟兄姐妹接受培训，回国后就积极地以导读的方式开展课程。

有一位实习导师，在九个月里就带着她的团队来马来亚接受培训/

认证，并获得金色导师徽章，作为合格导师的标志。 

      

  

除此，我们还有另外 3 位早期培训的实习导师也带

团来实兆远培训和认证作导师的技能，结果各都获

得金色导师徽章。 

在第 14 届的培训课程里带给我们一个模范：实习

导师带领 7 位对家庭事工有负担和能力来自他本身教会的义工，

和 5 位来自不同教会的专职人员来接受导师培训，委身在回国后， 

要继续栽培和跟进他的团员成为他推展事工的团队， 以备互相帮

助与鼓励，在各有的教会落实他们对丰盛家庭生活教育事工的意

愿。这真是个非常实际可行的导师模范。我鼓励将来要获得合格

证的实习导师都能效法他的好榜样。 

   地方教会第一班的导师培训                        在杭州的教会里举办丰盛夫妻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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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在未来的年日，每一位实习导师都能带领一团愿意与他/她配

合推展事工的团队来马来西亚受装备之后，都能在他/她的跟进之

下，使他们逐步地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

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

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

众人的心。 （彼后 1：5-7）

这样他们不但会成为一团拥

有爱众人的心的事工推

展团队，而且还能成为众人

的好榜样。要促使信徒遵行

耶稣的新命令：“我怎样爱

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

（约 13：34）就不至于是艰  

                                 难的了。而且还能早日让教 

会可以献给耶稣，“作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 皱纹等的病，

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弗 5：27）为了方便事工的发展，我们

在杭州的伊甸园健康咨询有限公司已在 10 月初迁移到福建平潭实

验区，并改名为平潭绿洲健康咨询有限公司，似乎这是绿洲丰盛

家庭中心在中国更上一层楼的新标记。 

 

结语：感谢神，在过去 8 年事工发展的历程里，他逐步地塑造和

提升绿洲丰盛家庭中心侍奉的质量，促使以后培训家庭生活导师 

的模式和方向更为确实而有效，希望在以下年日里，每年都会 颁

发一些金色导师徽章，来强化我们家庭事工的阵容，而且每个导

师都能各自发扬光大，以至使中国的教会将以遵照神创造婚姻与

家庭的蓝图，修理和看守婚姻与家庭成为世界各国的祝福。神必

导师们在平潭绿洲中心办公室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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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在他所定的时间，成就他的旨意，所以我们希望你能诚恳地

与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说：“愿父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

上。”阿门！ 

 

 

 

 

 

   

 

 

 

 

 

 

 

 

 

          在实兆远绿洲培训中心获取金色徽章的四位导师 

    

致谢： 

我们诚心感谢上帝自从他藉着我们启动这事工至今不断的引导

我们成长的路程，我们也感激那些一直以祷告，慷慨的奉献和

难得的恩赐来陪伴与支持这事工的发展，原神以厚恩报答，将

各样的恩惠多多地加给他们，使他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

样的善事。 

 恭祝大家圣诞蒙恩，新年进步 ！                                        

2017年 12月 

 

 

 

 

恭祝大家圣诞蒙恩，新年进步！ 



11 
 

                               马来西亚实兆远导师培训班                 

 

 

 

 

 

      

 

 

                                                                                                                      

 

 

                   

 

 

                                                                                                                 

                                                                                                         

 

                                                                                                                        

     第 1 届（2015 年 1 月）- 湖南 

 

  第 2 届（2015 年 3 月）-浙江 

 

第 4 届（2015 年 8 月）-浙江 

 

   第 3 届（2015 年 4 月）-浙江 

 

   第 5 届（2016 年 1 月）-大连 

 

       第 6 届（2016 年 4 月）-小羊团契 

 

第 7 届（2016 年 8 月）-湖南/东北/浙江 

 

  第 8 届（2016 年 11 月）-青橄榄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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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实兆远导师培训班 

 

 

 

 

  

 

 

  

 

 

 

  

 

 

 

 

 

 

    第 9 届（2017 年 2 月）-地方教会 

 

  第 10 届（2017 年 2 月）-平潭/小羊 

 

      第 11 届（2017 年 4 月）-福建/东北 

 

   第 12 届（2017 年 4 月）-地方教会 

 

第 13 届（2017 年 8 月）-地方教会 

 

 第 14 届（2017 年 11 月）-柯桥/宁波 

 

  2014 年 4 月新山导师班-浙江/河北/内蒙      美丽的邦咯岛一日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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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丰盛家庭生活导师分段培训课程 

引言： 

为了提升导师与学员对丰盛家庭生活教育的信心而愿长期委身与

坚持推展事工的使命感，我们必须以确实可行的方式来培训那些

敬虔愿意降服神呼召的成员，所以我们将以分段的方式来栽培实

用的导师人才，促使他们能逐步地增加他们的知识和教课的技巧

和使命感；从自我认识课程开始，一直到他拥有治疗婚姻与家庭

系统的技能。这样学员就能借着逐步的成长而提升他们侍奉的成

果，激发他愿意把剩余的年日投入这个满有挑战而有永恒价值的

事工，甚至在自己家里或社区设立绿洲丰盛家庭中心的分站。这

也可以让有心服侍的学员容易向工作的单位申请假日来上课，同

时每当他们在完成一个学段培训之后，就可以导读的方式开办所

学习的课程，这样他就能从导读的过程中更精细的了解课程内容，

教课的技巧和吸收实际的个案作为他们将来讲课的实例。 

 

一个学员可以三年或更少的时间学好三个学段的课程，学好第一

学段之后，就可以导读自我认识课程；第二学段之后，他可以为

三至六对夫妻开办导读丰盛婚姻课程，并为新婚夫妻或情侣开办

导读情侣必修课程；最后的学段的焦点在于亲子教育和家庭治疗

的培训，学好这个学段之后他将会对神的婚姻蓝图与家庭系统更

加清楚，因而对导读亲子教育课程更加有信心，同时他也可以善

用治疗婚姻与家庭治疗的原理和技巧去解决学员提问的亲子关系

个别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提供专业的婚姻与家庭治疗的服侍。 

现有的实习导师们，可以各自招募 12-14 位有潜能成为他团队的

信徒和专职的同工或传道来马来西亚培训，虽是上第二次培训但

是他却以实习导师的身份上课，他需演习讲一个课题，回国后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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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他的团员完成剩余的工作坊，并激发最少三位学员开办导读他

所学的课程，最后还要监督他们带领家庭守望小组。 

每当实习导师带团来马来亚培训，将免交在中心培训的膳食和住

宿费用，而且还获得 2 千元人民币的机票津贴。当他获得 66 积分

时，就能获得金色的徽章和导师合格证。 

 

 

 

 

 

 

 

 

 

 

 

 

 

 

领取导师合格证和金色徽章所需要的积分： 

1.上完三阶段的导师培训课程。。。。。。。。。。。。。。  9 

2.带领 12位学员参加第一学段学课程习。。。。。。。。。。 5 

3.演习讲一个自我认识课题 。。。。。。。。。。。。。。。 2 

4.跟进学员完成剩余的工作坊并激发 3位学员办导读自我认识 

  和 21 世纪牧会的挑战课程。。。。。。。。。。。。。。   8 

5.带领 12位学员接受第二学段培训并跟进学员。。。。。。。 5 

6.成功地演习讲《情侣必修》和《丰盛婚姻》各一个课题。。  4 

7.跟进学员完成剩余的工作坊和激发最少 3位学员开办丰盛婚姻 

  和情侣必修导读课程。。。。。。。。。。。。。。。。。  8   

8.带领 12位学员接受第三学段学习。。。。。。。。。。。。 5 

9.成功地演习讲亲子教育课程的一个课题。。。。。。。。。  2 

10.激发最少 3位学员开展导读亲子教育课程。。。。。。。。 8 

11.监督或带领 5个家庭守望小组 。。。。。。。。。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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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8 年 1 月开始，每两个月将会在马来西亚实兆远绿洲家庭培

训中心开办一次分段的导师培训项目，凡对以下课程有兴趣者，

请咨询愿意带团来马来西亚接受培训的实习导师或在线上报名，

好让本中心安排恰当的时间为大家开课。 

上课状况： 

I. 自我认识课程和家庭守望小组组长培训  

 

 上课时间：7天（周二上午至下周一下午），上课 56个小时。 

 

 上课目标：领悟 21 世纪牧会的挑战理念，装备倾听，归纳与正面

反馈的技巧，导读课程的技巧；以装备学员与实习导师搭配，在教

会或社区建立推展丰盛家庭教育的事工的团队，带领家庭守望小组

的侍奉。 

 

 上课方式：以轻松小组的方式探讨 21 世纪牧会的理念和操练倾听，

归纳和正面反馈的技巧，导读课程的技巧，领受作者亲自传授《自

我认识课程》的内容，练习带领工作坊的技能，领受导师修正带领

小组的弱点，提升各有的情商，彼此激发爱心。 

 

 回国后学员必须继续分组相聚在实习导师带领之下完成剩余的工作

坊话题，并开办导读自我认识课程和 21世纪牧会的挑战。 

 

 带团的实习导师需演习讲或导读《自我认识课程》的一个课题。 

 

 费用：住宿，膳食及课程费用每一个学员为 1,350元人民币，带团

的实习导师免交费用，并获两千元人民币机票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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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丰盛婚姻课程培训 

 

 上课时间：8天（周二上午至下周二下午），上课 64 个小时 

 

 上课目标：领受作者亲自传授《情侣必修》和〈丰盛婚姻〉课程的

内容，练习导读课程，鼓励学员携带配偶或情侣参加课程，以确保

他们拥有丰盛的婚姻，并掌握带领家庭守望小组和这两个课程工作

坊的技巧。 

 

 上课方式：领受作者亲自授课和演习带领导读课程的技巧，由中心

的导师或实习导师监督学员带领这两个课程工作坊，讨论与解答学

员所遇到的婚姻和课程里的问题，坚定学员的婚约。 

 

 带团的实习导师需演习讲或导读《情侣必修》和〈丰盛婚姻〉课程

里各一个课题。 

 

 回国后学员必须继续相聚在实习导师带领或监督之下完成剩余的工

作坊话题，开办导读丰盛婚姻课程和情侣必修课程。 

 

 费用：住宿，膳食及课程费用每一个学员为 1,500 元人民币.带团的

实习导师免交费用，并获两千元人民币机票津贴。 

 

 

III. 亲子教育，家庭祭坛和家庭治疗 

 

 上课时间：7天（周二上午至下周一下午）上课 56个小时 

 上课目标：领受作者亲自传授亲子教育课程和家庭治疗的理念，

体验家庭祭坛，家庭守望小组的功能及学习处理家庭治疗的个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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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课的方式：领受课程作者亲自传授该课程所有内容，和演习家

庭祭坛，家庭守望小组和示范处理家庭治疗个案。由中心的导师

或丰盛家庭实习导师监督学员带领工作坊或演习活动，讨论和解

答学员所遇到的亲子或婚姻问题。 

 

 带团的实习导师需演习讲或导读一个课题。 

 

 费用：住宿，膳食及课程费用每一个学员为 1,350 元人民币，带

团的实习导师免交费用，并获两千元人民币机票津贴。 

 

 

注：曾来过马来西亚培训的学员或曾在国内学过三个学段的学

员，都是我们实习导师，他们可以导读《21 世纪牧会的挑战》

作为招募 6 制 9 位对家庭事工有负担而愿意与他们搭配推展丰

盛家庭事工的成员，和 5 六位专职同工或传道，带他们来马来

西亚，按照我们现在所规定的程序培训与操练，相信在三年后，

必然可以在他的社区或教会设立一个绿洲丰盛家庭中心的分站

来扩大神所托付的事工，在神的保守和带领之下，必然也会

“先发苗，后长穗，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子粒。”（可 4：28） 

 

若是他们能招募 12 位愿意委身与他们配搭组成一团推展事工

的团队，来马来亚接受 14 天密集的课程后，并能继续在国内

完成所有的工作坊，同时激发最少三位学员能开办导读丰盛家

庭系列课程者，他们在获得足够的积分时，也可以领取导师合

格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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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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洲标志:  

              房屋乃是神赐给基督徒重建伊甸园美景的空间  

        夫妻必须藉着正面的互动关系而丰盛爱的质量 

        发挥男女原有的定位和搭配而抚育虔诚的后裔 

 

绿洲宣言: 丰盛家庭生活，培育爱的质量 
 

绿洲目标：启发教会以实际可行而能长期坚持的家庭教育系统牧会 

    引导家庭重建伊甸园和谐的家庭系统和发挥真爱的功能 

            提倡互动性质的家庭祭坛并提供恰当的资料维持其运作  

 

新加坡办公室:      422A Telok Blangah Road,  S(098848)     +6590700336 

马来西亚培训中心: 29 Lorong Aman 2/3 Sitiawan (32000) +60108265820 

中国平潭办公室:        +8613960700121,        资料发行处 +86137588115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