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杭州临安夫妻营员与伊甸园导师团队 

感谢神的恩典，绿洲丰盛家庭中心在主的引导下就

要进入第六个年头了！一年来蒙主藉着好多的经历

鼓励了我们，希望借此也能激发大家继续以祷告和

爱心奉献来支持我们的事工，再次向支持我们的弟

兄姐妹们致谢。 
 

神奇妙的带领 
 

年初蒙神引导我们在杭州办理注册《杭州伊甸园健

康咨询有限公司》的事务，以备我们能合法地在中

国各地作培训，办营会和出版资料等活动。我们在

一周的时间里虽然每天都得进出工商管理局呈交及

修正文件，但深深体会神奇妙的带领，学习了很多

从未经历的功课。经过许多复杂的过程，终于在5月

6日(也是我70岁生日)在杭州庆祝《伊甸园健康咨询

中心》的事工开展。 

虽然历年来在中国所办的项目都没有什么问题，但

今年95天在中国竟然遇到两次宗教局和公安人员的

查问，辛亏我们出示注册公司的证件而避免了麻烦，

这证实了神要我们在中国注册公司的目的。感谢神，

藉着这件事来加强我们在中国推展丰盛家庭教育事

工的信心。 
 

先建立自己的家 

 

有两位优秀的中年姐妹因牧者鼓励参加我们的夫妻

营会，虽然他们在不同的时间参加营会，但是他们

却遇到同样的问题：他们虽是虔诚的教会义工，负

责讲道，祷告和查经等事工，可是与丈夫分居。感

谢主当我知道这状况后，即刻就嘱咐他们把丈夫邀

请来听课，并进行个别辅导，结果两个弟兄都接受

耶稣为个人的主，并要求妻子帮助他们灵里成长。

我提醒这两位姐妹：“人若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提前3：5）他们的牧师

也认为他们必须先把丈夫建立起来之后才侍奉。因

耶稣曾警告门徒，即使是传道，能赶鬼或行异能的

而不遵行天父的旨意，仍然会被耶稣认为是作恶的。

（太7：22-23）使徒保罗也说：“我若将所有的周

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

无益。”（林前13：4）一个远离自己丈夫的姐妹，

又怎能遵行天父的旨意或发挥基督的爱呢？ 
 

参与本地教会宣教事工 

巴克路卫理公会宣教小组曾在中国做了十多年的事

工，今年特地邀请我们把家庭教育事工介绍给桂林

市的朱牧师的教会，

并愿意接受培训参与

带领工作坊的侍奉。

这是我们首次参与本

地教会宣教的侍奉。

两天的丰盛婚姻的讲巴克路卫理公会桂林宣教小组 

实兆远绿洲培训中心 
2015 年 1 月实兆远的绿洲培训中心正式启用，为绿

洲密集课程学员提供优良清静的学习环境及膳食和

住宿的供应，提升绿洲服务的素质，欢迎您来参加。

课程简介如下： 

 

1. 丰盛家庭生活导师训练 
宗旨： 

培训那些愿意和绿洲丰盛家庭中心配合在自己所

处的社区推展丰盛家庭教育的导师。 

装备牧者或教会义工以丰盛家庭教育的知识和技

巧去建立和强化以家庭为焦点的牧会事工。 

 

课程简介:共有四个学段 

 

第一学段：自我认识： 

藉着圣经真理的启示，综合人格心理学和行为学的

应用，以教导及小组分享方式，装备学员互动和协

调的技巧，并了解自己的独特性和潜能，因而提升

学员的情商和自爱的质量。装备他们掌握倾听和带

领小组的技巧。 

 

第二学段：家庭系统原理： 

以系统学的原理去了解圣经所提示的婚姻与家庭系

统和结构的真理，学员们在此学段里学习婚姻与亲

子教育课程的内容，并掌握提供婚姻，亲子教育和

婚前预备课程的技巧。 

 

第三学段：授课和辅导技巧性训练： 

此学段的焦点将着重学习开展丰盛家庭教育系列课

程的策略和演习讲课的技巧，并装备协调失调的婚

姻和家庭的技能。 

 

第四学段：结业的作业： 

完成前三学段的学员必须在自己的教会或社区亲自

筹办一个《丰盛婚姻生活营》，作为这课程结业。

新加坡丰盛家庭中心将颁发《家庭教育导师证书》

给结业的学员，认可他在自己的教会或社区开展丰

盛家庭教育的事工，建立他对此事工的认同，使他

能藉着跟进营会后的活动而继续发展他在该教会或

社区的丰盛家庭教育事工。 

 

上课时间： 

每三个月将开办课程一次，每次都以密集课程的方

式进行，连续三周的时间完成第一至第三学段的课

程。须住宿在培训中心以确保学员能专心上课。第

一届的学员将于 2015 年 1 月 15 日在中心开课。 

 

报名： 

申请上课的学员必须是对促进丰盛家庭生活教育有

负担，且受过高中教育和至少一年有关圣经培训的

课程者。 请在 www.oasisflec.org.sg 线上报名。每一

班的学额不超过 12 位。 

 

费用：新币 700 元  (包括膳食和住宿) 

 

2. 丰盛家庭生活系列课程 

 
a) 自我认识课程 

这是每个人，包括基督徒或非基督徒，不分年龄，

都可以从中发现自己的独特性和潜能，三天充满轻

松而有启发性的课程。目标乃在于提升学员的情商

和自爱的质量，以致使他能以积极的心态面对今日

的婚姻和人事的挑战。 

 

b) 情侣必修课程 

这是为了装备情侣以共同的使命去经营他们的婚姻

而设的周末三天密集的课程，透过了解行为学，家

庭系统学的理念落实圣经所提供的婚姻观。学员也

将会清楚明白如何离开各自原生家庭，而与配偶委

身于建立一个他们共有的家庭系统，顺着家庭生活

历程的压力，逐步地增进夫妻相爱的质量。基督徒

的学员从中将会加强对婚姻的使命感，非信徒的学

员也会从中获得经营婚姻的智慧。 

 

c) 丰盛婚姻营 

这是引用现代系统学和行为学的原理来了解圣经所

提示的婚姻观，以更新夫妻的关系。从许多以往参

与营会的夫妻口中见证，他们从中发掘从未领悟到

的婚姻奥秘，因而丰盛他们的婚姻生活并调整了许

多非信徒和信徒对婚姻和亲子的错误的观念。婚后

三年的夫妻就能参加，退休年龄的夫妻更要参加。 

 

凡对以上课程有兴趣者请在 www.oasisflec.org.sg 

线上报名，人数足够时中心就会通知你开课的

时间。您亦可电 62747480 询问详情。         



座和工作坊感动了参会的牧者和弟兄姐妹。朱牧师

深深感受这个事工乃是最容易触动人心，并能落实

在日常生活中的教育，所以他期待有人赞助他来新

加坡接受导师培训课程。我们也发现这是我们参与

本地教会在中国宣教有效的合作方式。 

 

师母引导了牧师 
 

杭州五常镇基督教

会的盛牧师,风闻我

们在余杭市举办丰

盛家庭生活导师培

训课程，就安排自己的师母参与，并且办了一个夫

妻营。参与者均深深在课程中被主触动，认为这个

课程乃是中国教会所需要的宝贝。盛牧师认为若要

这个事工在教会发挥功能，他自己也需要学习，因

此希望来年能来到新加坡接受三周的密集导师培训

课程。 

 

送书比售书更好       
 

我们的三本导师备课书《自我认识, 》《丰盛婚姻》

和《亲子教育》在中国已经由杭州伊甸园健康咨询

中心出版，作为内部资料的非卖品。 

 

在平潭举办

的丰盛夫妻

生活营 , 共

有 40 对来

自温州的牧

者参加, 我们就大胆地赠送

每对夫妻一套的书籍, 结果得到良好的回馈，乐意为

我们的事工奉献，鼓励了我们。从中我们才知道中

国基督徒的观念和国外大有所不同：凡是到国内举

行讲座或办营会等的项目，最好不收费，若是我们

想要参与者买书或光碟等，就往往会被误会我们是

去做生意，而不是宣教。 

 

有一位牧者回到自己的教会，迫不急待地为会友举

办了夫妻营，他自己照着书的内容讲课，使他看见

即使他还未受完培训也会使大家获益不浅。为了要

获得更好的成果，他邀请我明年初在他的教区主持

第一学段的导师培训课程，他将积极招募有负担的

同工参加培训。 

乡下教会也需要家庭教育 
 

今年四月初我们培训了一位来自山东的农村教会的

牧者，虽然他年纪较大，但却有迦乐的精神，为人

谦卑而愿创新，他特别邀请我们到他的乡村教会举

办丰盛夫妻营会和亲子教育课程。让我和内人享受

中国乡下教会的人情和风味；吃得简单健康，只是

有点不习惯没有抽水

的厕所。信徒整天听

课，晚上还愿意听培

灵会的讲道。虽然乡

下的信徒的家庭不是

面对离婚的问题，但

是极为需要引导他们建立基督化家庭生活方式和价

值观。感谢主，该堂的牧师愿意委身继续向他周围

的教会传递他在导师课程里所领受的信息。 

 

丰盛牧者的家庭 

 

有位充满活力的女牧者，已被培训为我们优秀的导

师之一，遗憾的是她的丈夫多年来还未成功戒掉烟

瘾，少年儿子感受不到神的帮助而不上教堂。所以

她带着沉重的心灵来咨询如何丰盛自己的家庭。虽

然丈夫非常支持她的侍奉，尤其是推展家庭教育的

事工，但是她认为她必须使丈夫戒掉烟瘾，并引导

孩子整顿他的信仰，才配得受托继续她侍奉的道路。 

感谢主，经过一番

的探讨，辅导和祷

告，丈夫在一周之

内把烟瘾除去，孩

子也能开放地和她

交谈。这个经历，

使我深深地感到，新马城市教会的牧师家庭因侍奉

与生活忙碌而影响了夫妻和亲子关系，可能也会伤

害子女的灵命。我们希望来日也能积极地为教会的

牧者和领袖提供一些服侍，以丰盛他们的家庭。希

望这个项目能得到新马同工们正面的反应。 

 

中国牧者的困境 
 

中国的信徒对建堂的开支都非常慷慨，近些年来，

在我们去过的市镇里，看到信徒和教会领袖愿意以

一至两千万元人民币建造新的教堂，但对赞助栽培

牧者却非常吝啬。一位普通的传道人或牧师要到外

国进修根本就是个梦想。 

余杭市导师培训班 

 

 

 

在中国出版的书本 

伊甸园同工在农村营会带领祷告 

今年第一届来新

加坡接受第二学

段的导师培训的

学员，幸好得到

金链灵修神学院

提供免费的宿舍

上课，大大减少

了他们的费用! 

 

 

 

展望 

 

神特别恩待我们的事工，让我们有机会重建了在我

的家乡马来西亚实兆远(Sitiawan)的老家，成为一所家

庭生活教育的培训中心，以备明年作为中国导师培

训和为新马的牧者和信徒举办丰盛婚姻和家庭教育

系列课程的聚点。这可以减少我们经常需要到中国

办课的压力，同时还会提高培训导师的素质：因为

来参加培训的学员必须付出三周聚精会神的学习的

精神和时间的代价及往返的机票。这样我们就会获

得真正为了受装备作个好导师而来学习的学员，而

避免那些只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知识而学习的学员。 

 

为了鼓励及减轻中国学员来新马接受三星期丰盛家

庭教育导师培训的经济负担，我们恳请弟兄姐妹积

极参与赞助每位学员新币700元住宿，膳食，来回机

场与中心和课程所需要的书籍等的费用。希望明年

可赞助36位来自中国的学员。 

 

凡愿为赞助培训中国导师者，请在信封注明，将感

恩不尽，并愿神“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

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可以多多施舍，就藉着我们

使感谢归给神。”（林后9：10） 

 

 

新同工介绍 

 

为了服侍更多的群众和善用实兆远的培训中心的设

备，感谢神，带领郭惠明传道从今年12月初参与我

们的事工，负责推广丰盛家庭生活教育系列课程和

协调夫妻和亲子关系。她是国大工商管理系毕业生，

在新加坡神学院获取道学硕士学位，受过本中心导

师训练课程，多年在教会服侍，并且是个有经验的

家庭辅导员。 

 

代祷事项： 

 

求神带领并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智慧来管

理和发展实兆远（Sitiawan）培训中心的

事工，并供应新同工所需要的资金。 

 

求神加强中国丰盛家庭生活导师服侍的

使命感，并提升他们与我们在杭州伊甸

园中心的同工合作与团队精神。 

 

 

 

财政汇报：                

 

我们衷心向所有以祷告，金钱或义务支持我们事工

的弟兄姐妹致万分的感谢！愿主的恩惠常与你们同

在，并恭祝您与阖家 

 

圣诞快乐，新年蒙恩！ 

魏义发牧师夫妇 

 

 

 

 

 

2014 事工小统计 

项目 区域 次数 

夫妻营会 中国 12 

自我认识营 中国 2 

导师培训 中国，马来亚 5 

亲子教育 中国，新加坡 2 

家庭教育 新加坡，马来亚 5 

主日讲台 新加坡，中国，马来西亚 28 

注册证婚礼 新加坡 16 

2013年剩余 $67.76  

支持者奉献 $57,394.00  

支持中国宣教 $20,200.00  

课程, 辅导,营会服务         $30,871.46  

总收入： $108,533.22  

员工费用  $53,237.00 

经常开支  $32,509.45 

中国宣教事工  $22,650.11 

总开支： $108,396.56 

尚余           $133.66       哈利路亚！ 

来新马上课的中国学员与金链院长(中)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