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初成团契简讯   

敬虔的生命就是活出神旨意的生命。从夫妻关系到父母儿女关系是我们初成年龄每天生活的重要一部分，是有关连的生命。我

们必须先认识我们的这位真神，更要在我们生命中实践神的教导，活出爱的生命。忠诚爱我们的伴侣。 

 

身为父母的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去影响与教导小孩属灵成长的好榜样。 

 

盼望牧师的话与契友的分享与见证可以提醒弟兄姐妹委身，花时间去建立与维护。愿神保守，圣灵带领，我们信靠与顺服耶稣

基督。  

 

 

            Frederick Wong 

主席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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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练敬虔13课  

操练敬虔的必须 

今年年议会的主题『卫理子民：追求成圣』就是要每一位基督徒追求并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这也是神拣选人成为祂子民的目

的，就是过着分别为圣的生活。 

 

救恩是圣洁生命的起点，而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基督徒都必须过着圣洁的生活，把自己的生命摆上成为活祭献给神，蒙神喜悦。

从根本来说，就是要操练个人的敬虔生活，让圣灵充满，活出神旨意的生活。「敬虔操练」是可以落实在每天平凡的生活中。

属灵操练帮助我们如何能够在一个现代化、步伐急促的都市中学习与基督同行，而且这是每个信徒都需要面对的问题。属灵操

练是一条需要付出和舍弃的路，不但它所引向的，是神更深、更真实、更丰富的同在同行，这更是一条「朝圣」的旅程，从生

命的困顿中得释放。 

 

今年，谢恩堂初成团契所采用的查经课本《敬虔操练13课》，共有十三章，是一本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好书，分别讲解不同属灵

操练（包括默想、禁食、简朴、独处、服事、认罪、神的旨意和属灵辨识等）的形式、方法和途径。作者深入浅出，提供我们

有深度的视野，帮助我们看清事情的真相，从而作出适当的取舍，而操练的最终目的，就是与主更紧密地同行，特别是在步伐

急促的都市生活中每天过讨神喜悦的敬虔生活。本书深深配合初成今年的主题：『活出爱』，因为基督徒的成圣就是达致基督

徒的完全，那就是一个爱神爱人的生活。 

 

弟兄姊妹，你愿意追求成圣吗？你愿意学习过敬虔的生活吗？你愿意天天与神同行吗？这本书可作为你操练时的响导！ 

        

 

                       康祥文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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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paration for Parenting' gave us a great head start when we have our second 
child, Jeremy. The practical advices/techniques from the course work very well. Wake/
full feed/play/sleep cycle with a good dose of loving between parents does wonders 
indeed. God has worked in our family and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time and effort put 
in by the Ha and Lim families in facilitating the course at their homes. 

'Growing Kids God's Way' gives us an excellent foundation in bringing up our two 
children, Louis & Jeremy. The practical advice and underlying Christian virtues and 
values form the core framework in moulding our children's character. The course is as 
much a learning ground for parents as it is for the children. It focuses on developing 
relationship upward with God, lateral with partner and downward with children – family 
alter, couch time supplemented with toddler time. We have benefited so much from 
GKGW and it will be relevant for many years to come, in fact for a lifetime. Once 
again, we are thankful for the many hours put in by the Ha and Lim families in facilitat-
ing the GKGW course at their homes.  

          Gabriel & Emily 

—————————————————————————————————————— 

去年，當欣怡姐妹向我們接洽去參加 "Preparation for Parenting" 的課程時，我們其實

猶豫了一段時間。當時覺得還不是時候，應該不需要參加。可是，很奇妙的，上帝說

「時間到了」。就這樣，我們就報名參加了這課程。課程內容豐富，讓我們獲益不淺。

但最讓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下三點： 

一、簡單就好 

人往往喜歡複雜化事情，覺得複雜一點比較「有型」、「與眾不同」、「挑戰」。對孩

子，也是如此。買了一堆各種各樣的玩具，好讓他們學習不同的東西。只要給孩子幾個

空罐子、盒子，他們就可以玩得很開心，也能讓他們集中注意力。如果太多玩具，他們

只會玩玩兩下子，就會換另一個玩具了。所以，一兩個玩具就好，不要太多。 

二、父母的權威/責任 

當今，很多父母把孩子當作「寶藏」，怕他們「受損」、怕他們「遺失」，一切都順著

孩子。其實，父母應該要讓孩子知道，父母是權威著，孩子應當聽從父母、尊敬父母。

身為基督徒的父母，更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則，成為孩子學習的榜樣，讓孩子從小就認識

主、敬拜主。如果父母都沒參加團契、聚會、事奉，在家也沒鼓勵孩子學習上帝的話

語，怎能期望孩子的靈命單靠主日學成長呢？ 

三、孩子是家庭的延伸 

我們常常聽到夫妻說：「有孩子之後，哪有時間享受？哪有二人世界？」這是亞洲夫妻

常見的現象，都以孩子為中心。把所有的時間，除了工作，就是孩子。自然而然就忽略

了另一半。其實，一個家庭是一夫一妻，孩子只是家庭的延伸。所以我們的另一半，比

孩子更重要。試著一個星期抽出一個晚上，把孩子交給朋友或家人照顧，享受「二人世

界」，好好地與另一半「拍拖」。 

        Justin & Jaclyn  

Testimon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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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感恩这次有机会参加恩爱夫妇营。 许多人都认为恩爱夫妻营是给婚姻出现问题的夫

妻参加的，或者丈夫或妻子都觉得他们婚姻生活很好，很恩爱没有需要参加这个营会。 

其实，这样的想法 是不正确的。感恩因为我们夫妻俩能踏出这一步。营会的第一天听到

每一对夫妻的分享说是被另一伴逼来的，要不就是家人，教友或朋友报了名要他们来参

加的。但营会结束时，大家都分享说很庆幸有机会来参加这么棒的夫妻营，没有后悔。 

在这营会里， 我俩收获良多。它让我们彼此更加了解男生和女生的区别，让我们知道对

彼此的要求应该在哪里。当中也让我们学习如何每天对配偶表达我们对彼此的感谢，说

称赞和赞美的话。这个营会也教我们如何向对方倾诉自己的感受和不愉快，还有沟通的

重要性，这样可以避免许多的误会和伤害。除此之外，参加了这个营会也提醒了我们无

论什么事情，我们都必须回到神，让神成为我们俩的中心。此外，它也点醒了我们丈夫

是家里的头，妻子应当顺服丈夫，尊重丈夫；丈夫要爱自己的妻子。其实这些我们都

懂，只是平时我们都不会去想和实行。在这营会我们不但被提醒，也领悟到其中的意

义。还有当夫妻争执的时候，都把家当法庭，讲一大堆大道理。其实家是讲爱讲情的地

方。如果我们可以先讲情后讲理，这样夫妻生活就更加的和谐。听起来好像很容易，但

要实行真的很难。我们俩还没有做的很好，我们还在努力的去行我们所学的，好让我们

的家能成为神所喜悦，蒙福的家。 

其实透过我们的分享你们并不能体会到营会所带出来的领悟。我们的分享也不能让你们

得着什么，一定要亲自的去参加，因为营会里还有许多许多的宝和惊喜等着你们自己去

挖和体验。在此，我们俩建议并鼓励还没有参加的夫妻们踏出这一步。无论你们关系如

何，参加了这夫妇营，你们会有不一样的得着和甜蜜。不会后悔的。 

婚姻是一场属灵的战争！魔鬼要拆毁破坏，上帝要救赎建立。上帝所设立的婚姻是：一

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 所以夫妻应在基督里合一，建立上帝喜悦，祝福的美满

婚姻。 

             Bick Chew & Cynthia 

Testimonials 

Hatches, matches and despatches 

Congratulations to… 

 

 Bick Sheng for his successful proposal last year…  

Bick Sheng and Penny are getting married at end of 

this year, 2016. 

 Gabriel and Emily’s second son, Jeremy Ting on 27 

December 2015. 

 Bo Wen and Chen Kuo’s first born daughter, Esther 

Yang on 23 April 2016. 

 Children Baptism: Hansel & Yvonne’s Liam, Gabriel & 

Emily’s Jeremy, John & Chandys’s 

Quinton. 

 More to c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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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istmas Gathering 2015 

 

CNY Combined 

Gathering 2016 



Programs 
58 Cooloongatta Road, 
Camberwell, VIC 3124 

 

主理牧師 Minister-in-charge 

周家熹牧師 

Rev. Elijah Chew 
M:0421 468 655 

E:echew07@gmail.com 
  

协理牧師 Associate Minister 

康祥文牧師 

Rev. James Kong 
M:0413 953 238 

E:jsukong@gmail.com 

 

团契主席 Chairperson 

黃拔儒 Frederick Wong 

M: 0423 037 099 

E: fpyw37@gmail.com  

 

团契副主席 Vice-chairperson 

陈欣怡 Eloise Ting 

M: 0433 569 146 

E: eloise.ting@yahoo.com 

Date Program Location 

7/05/2016 Parents' Day Celebration Church 

14/05/2016 Small Group - 

28/05/2016 Small Group - 

      

4/06/2016 操练敬虔13课 - Revision/Quiz Church 

11/06/2016 Small Group - 

25/06/2016 Small Group - 

      

 More to come...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