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和赞美
让我们以感恩和赞美主的心欢庆来临的耶稣降
临节因他已带领我们，能以更熟练的方式帮助
对家庭事工有负担的教会。我诚恳邀请那些代
祷勇士和支持者们同心地与我们一起祷告说：
“愿主我们上帝的荣美归于我们身上。愿你坚
立我手所作的工；我们手所作的工，愿你坚
立”（诗 90:17）
相信多数新马和中国的牧者，曾在我们邮寄的
2010 年《绿洲资讯》或 网站上看到《改进牧
会模式的呼召》,有些已作出积极的反应，以致
使我们能与中国, 马来西亚和本地的九间教会
开始一起同工。我们的目标乃在装备牧者，在
教会里训练组长成为推展家庭事工的团队。其
中有六间教会曾在这期间举办亲子教育营，亲
子讲座会及丰盛婚姻营。
总共有四百多人参与这些节目并从中获益。
多数的参与者继续在教会里参与守望小组作为
跟进的工作。我们希望能继续与他们保持联系,
并以《基督化家庭生活指南》和《家庭祭坛系
列》来支持他们以后更重要的活动，借此，装
备小组组员们在自己家里，以主持家庭祭坛方
式来建立基督的身体。

班达马兰卫理公会推展家庭事工团队

乐龄丰盛生命营
众所周知乐龄事工乃是这些年来主流教会所关
注的事工，我们也为乐龄人士设计了丰盛他们
的生命的节目：于九月底在海南岛举办了两天
三夜的生命丰盛营暨三天的旅游活动；我们感
到无限的欣慰，看到这 45 位团员的表态和合
作精神并积极领受每一堂讲座和工作坊的亮
光，改进了他们对自己的心态和夫妻关系，

其实，我们所提供改进牧会的方式，乃是原自
早期的卫理公会的班会制度，唯一不同的地方
是：把焦点放在丰盛婚姻关系和强化家庭的功
能，作为栽培组员灵命成长的途径。
海南岛乐龄丰盛生命营

福州亲子教育营

同时有六位非信徒聚精会神的聆听四篇以福音
为结语的信息。工作坊开启了他们分享的心并
激发了一些成员愿意继续在教会侍奉和参与小
组分享的活动。遗憾的是我们没有预先装备组
长作跟进工作。我们希望明年能帮助有负担的
教会，培训一些乐龄人士担任组长，以备在同
样的节目之后，能在教会作跟进的工作。

授权主持婚礼
自从今年 7 月起，本人已被新加坡社会发展和
青年体育部授权在新加坡（为那些愿意参加最
少三小时婚前预备课程的情侣，主持婚礼与婚
姻注册）课程的目的乃是帮助他们认识不同气
质的夫妻配搭技巧，婚姻原有的意义和婚后生
活方式的调整等。

主持婚礼仪式
感谢主，至今我们已经为 12 对的情侣主持婚
礼，庆幸的是那些参与我们课程的情侣都感到
从课题中获益，同时，有些还接受耶稣为他们
个人的救主并且开始参加礼拜了。我们认为这
是神给我们传福音的特别管道，尤其是对那些
信与不信结合的情侣特别有帮助。

事工的突破
经过多次以不同的方式与那些对家庭事工有负
担的教会同工之后，我们发现，本中心所编辑
的 《健康家庭生活系列》 的课程：《自我认
识课程》，《情侣必修课程》《丰盛婚姻课
程》《亲子教育课程》《基督化家庭生活指
南》及《家庭祭坛系列》乃是可以让所有的信
徒连续使用的。信徒或非信徒都可以从参与由
十个人组成的小组上《自我认识课程》作为开
始，因这课程是为了帮助学员了解自己内在生
命的动力，优点和弱点，性别的认同和功能，
确定自己的信仰并献身过圣洁的生活。总之，
这是激发学员爱自己如同基督爱他们的课程。
上完《自我认识课程》之后，已婚的学员若与
配偶一起上课，就可以继续上丰盛婚姻课程，

情侣必修课程

不然，为了引起学员的配偶的兴趣并方便他们
邀请其配偶（包括不信主的配偶）参加丰盛婚
姻课程，每年在恰当的时间举办丰盛婚姻营；
营会后积极鼓励他们与其他四对夫妻组成一个
守望小组。在小组里引导学员如何爱他们的邻
舍（配偶）如同爱自己一样。过后，五对的夫
妻将会彼此认识而信任，他们就很自然的成立
了守望小组，并以《基督化家庭生活指南》为
分享的资料；最终，他们就以《家庭祭坛系
列》来装备他们在各自的家里主持家庭祭坛而
建立基督的身体。

太平卫理公会丰盛婚姻营
如果《自我认识课程》的学员还未成婚，在上
完该课程之后，可以继续组成小组，并以《基
督化家庭生活指南》为分享资料，借此装备他
们对基督化家庭的意识。那些已经找到对象的
成员，就可以更进一步参加《情侣必修课
程》。在还未成婚之前，他仍然参加原有的小
组，结婚后，则与其他四对已婚的夫妇组成一
个新的《守望小组》并以《基督化家庭生活指
南》和《家庭祭坛系列》为分享资料。
总而言之，《自我认识课程》可以被应用为动
员全教会的弟兄姐妹参与家庭生活教育的起
点。那些受过本中心训练的教牧成员也可以用
《自我认识课程》。为训练守望小组组长的工
具，借此教牧人员可以训练一批又一批推动家
庭事工的团队。

中华文化研究
在十年前藉着本中心的事
工，我们引导了一位来自
中国的崔勇医生信主，从
此他就专心研究那改变了
西方文化的《圣经》和促
进中华人民处事为人的经
典《易经》的对比，结果
他发觉《圣经》拥有成全
《易经》犹如耶稣基督成全先知和律法的功能

因此他就凭着圣灵的感动和引导编写了一部
《易经和圣经》对比的书，共 465 面, 目的是
要启发中华人民和学者能积极的看待和研读圣
经，并且启发中国信徒能以圣经所启示的婚姻
和家庭生活蓝图来改进中国的社会对婚姻和家
庭观念，并解除中国所面对极大的家庭问题，
（依据可靠的资讯报告今年中国每一天有 1 万
对夫妻面对离婚）该书将会在年底由本中心出
版。
崔 勇 医 生也愿委身在本中心属下，成立了
《中华文化研究部》，带领一些基督徒学者作
进一步的研究和激发中国不认识圣经的学者研
读圣经。就如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无人
辖管，然而我甘心作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
人；向犹太人，我就作犹太人，为要得犹太
人；向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
还是作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律法以下的
人。。。。”（林前 9：19-21）

新的办公安排
为了更有效的在新马两地服侍，我已经把我的
家从我的家乡，实吊远迁移到新山的 6 Jalan
Pinggiran 6/2, Horizon Hills, Nusajaya 79100,
JB. 并于每个星期一到星期四上午在那里办
公，星期四下午至主日，则在新加坡。因此，
凡是需要个别协谈或辅导者，请在星期一至星
期六办公时间拨电给新加坡办公室 62747480
与中心的同工预约。马来亚的咨询者则在星期
一到星期四上午拨电+60-108265820，与本人
直接安排。

财务状况
2010 年 12 月至 2011 年 11 月
去年剩余
支持者奉献
课程,辅导,营会服务
经常费
营会费用
中国宣教事工
盈余 :

$ 2,706.56
$75,322.00
$61,596.66
-$85,161.22
-$28,399.00
-$18,184.04
$7,880.96

致谢
我们诚心感谢上帝感动了那些积极为我们事工
代祷的勇士，慷慨资助我们经常用费的支持者
和那些为我们付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的义工，
尤其是在网站设计和跟进的服务，封面设计，
编辑，校对和年底查账事务等；愿神祝福他们
所献上的，犹如交给主手里的五饼二鱼一样，
使许多人得饱足而有余，并成为促使绿洲能继
续扩展神的国度并广传福音的力量。

恭祝大家圣诞快乐，
新年蒙恩！

2012 年节目预告
崔勇弟兄主讲《赢取中国学者》和
《 圣 经成全易经》 及 新书发布会
日期 ：2 月 25 日(星期六）9:00 a.m.
地点 ：卫理公会恩典堂 (398 直落布兰雅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乐龄丰盛生命营和旅游海南岛
日期 ： 4 月 9 日至 15 日
日期 ： 9 月 10 日至 16 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有意参与这讲座和乐龄丰盛生命营请尽早线上
报名或和本中心联络，
网址：www.oasisflec.org.sg
电邮：oasisflec@gmail.com
电话：62747480

魏义发牧师阖家鞠躬

主题三：返老还少的秘诀
记 绿洲乐龄丰盛生命营
叶素琼

今年 9 月 26 日 至 10 月 2 日 我有幸参加了绿
洲丰盛家庭中心所举办的乐龄丰盛生命营与海
南岛之旅，让我得到许多属灵的历练。因此，
我将着重于描述旅程的第二，三天的四个营会
主题信息的领受。

主题一：发旺如棕的生命
我个人认为这头一炮打得真够响，因为海南岛
除了到处可见高耸的椰子树，更是棕树林立，
这也增添了往后几天的旅途对棕树倍感亲切，
棕树果然如魏牧师所言，它没有分支，只往上
成长形如膜拜状；棕树树心坚硬, 不怕干旱和
寒冷的侵击即使年老仍长青，且结果不息。纵
观我们属灵生命，愈经历苦难愈能发挥逢勃的
活力，正如伤痕累累的棕树，才能彰显丰盛的
生命力。

是冲刺黄金年华所必备的条
件，要掌握此秘诀必须效法老鹰度过一段隐藏
与被修理的苦境，当老鹰的羽毛太丰厚而飞不
动，爪子太长无法抓东西啄子也不再锐利时，
它会找一个隐秘处脱去羽毛, 磨断爪子，拨光
牙齿，光秃秃地度过了 150 天后代再长出新的
羽毛 ， 爪子和牙齿 ，便是它重新得力，振翅
高飞的时刻，故此返老还少的秘诀就是放下身
段，让神重新塑造我们破损的生命。

主题四： 丰盛老伴, 老本
和 老友的智慧
迈入黄金年华重新为自己确立
定位后，须思考如何善用所累积的老本，成为
他人的帮助与祝福，如何调整心态，改善人际
关系，重视曾经甘苦与共的老伴，珍惜身边的
老友携手共度丰盛的余生
每个主题分享后都进行小组讨论，组员们大多
愿意敞开自己，针对所设定的问题畅谈，无形
中增进了彼此的认识，甚至有组员立志为自己
定位，愿更新侍奉心志，再奏起生命的新乐章
等等。无不令人感动，令人赞叹圣灵的作为。

返国已月馀，回顾海南岛之旅，诚心感谢绿洲
丰盛家庭中心为我们精心策划如此贴心的话
题，帮助我们重新定位，重新出发，更有几天
遨游全岛的愉快旅程！期间虽遇台风来侵袭，
但蒙神的保守而有惊无险。

感谢赞美主！
主题二：冲刺你的黄金年华
带给我个人属灵的震撼，近年随着
年龄的增长，以往的勇于面对挑战，敢于冲刺
的干劲，似乎已与我挥别多时。讲员的一句口
号“ 我行！我不怕” 让我重新审视个人过往
的经历。这些都一再为我的黄金年华储存丰厚
的本钱啊! 当营会结束前，我宣告愿意摆上所
得的恩赐，大步迈进成为冲刺黄金年华的斗
士！

在“哈利路亚教会”的主日崇拜献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