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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榮之旅內湧外流

生命中最難能可貴的禮物，往往在領受時不大察覺，過後回首，才驚訝於它的豐盛寳貴！我們的「豐榮之旅」，
便是這樣的一個從神而來的禮物！

自2001年以來，我們都體會到服事的姊妹是神眼中的無價寳，卻受到教會的偏待與忽略，因而成立了地區性的女
教牧團契，互相支持鼓勵。這「姊妹事奉」事工是「豐榮之旅」的啟程。

之後，因深感世界各地因性別歧視文化，致使婦女們飽受不公平的待遇、輕看虐待，甚至遭受性強暴、性踐踏、
性剝削等殘害，因而在2010年，在神愛的激勵下，開啟了「社會關懷」的「柬埔寨豐榮事工」（參看「恩典流
光」），讓神恩外流，把整全福音帶進柬國社會，使受欺壓的姊妹們得到釋放！

一路走來，深感神恩浩瀚，滾滾湧流。2017年，在超越我們所能的計劃下，成立了「靈命塑造」事工，透過屬靈
的操練，豐榮內在的生命，建立與神愛的契合，培養屬神榮耀的形象！（參看「靈命塑造與社會關懐的滙流」一
文。）

「基督豐榮團契」這效法基督、讓靈命內湧外流的整體事工模式（參看「聖靈臨在──耶穌靈命的豐盛內湧」與
「耶穌靈命的外流：國度觀的福音」），今天回首，不能不驚訝於神超人意料的啟迪與祝福！神恩不但內湧，更
是不知不覺地外流——從內心湧流出活潑的靈命，回應「外面」痛苦破碎的世界，完成神的使命！

吳淑儀會長的話
2022年8月10日

https://ficfellowship.org/tc/%e4%ba%8b%e5%b7%a5%e6%96%87%e5%8c%af/%e5%9f%ba%e7%9d%a3%e8%b1%90%e6%a6%ae%e5%9c%98%e5%a5%912022%e5%b9%b4%e7%89%b9%e5%88%8a%e3%80%8c%e6%81%a9%e5%85%b8%e6%b5%81%e5%85%89%e3%80%8d/
https://ficfellowship.org/tc/%e4%ba%8b%e5%b7%a5%e6%96%87%e5%8c%af/%e9%9d%88%e5%91%bd%e5%a1%91%e9%80%a0%e8%88%87%e7%a4%be%e6%9c%83%e9%97%9c%e6%87%b7%e7%9a%84%e5%8c%af%e6%b5%81-2/
https://ficfellowship.org/tc/%e4%ba%8b%e5%b7%a5%e6%96%87%e5%8c%af/%e8%81%96%e9%9d%88%e8%87%a8%e5%9c%a8-%e8%80%b6%e7%a9%8c%e9%9d%88%e5%91%bd%e7%9a%84%e8%b1%90%e7%9b%9b%e5%85%a7%e6%b9%a7/
https://ficfellowship.org/tc/%e4%ba%8b%e5%b7%a5%e6%96%87%e5%8c%af/%e8%80%b6%e7%a9%8c%e9%9d%88%e5%91%bd%e7%9a%84%e5%a4%96%e6%b5%81-%e5%9c%8b%e5%ba%a6%e8%a7%80%e7%9a%84%e7%a6%8f%e9%9f%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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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會關懷是生命的外在
旅程：應是心靈內涵的外
彰，靈命的自然流露。

靈命塑造是生命的內在旅程：
走進心靈的隱密處，重整我
與神、我與己、我與人的關
係，在這苦難的世界裡看到
神的臉、聽到神的聲音、捉
摸到神的心意……

社會關懷植根於靈命深化，而靈命
深化又表彰於關懷行動！忽略了靈
命的深化，我們的社會關懷又有多
實在？同樣，對貧困欺壓不公的事
情不以行動回應，那我們對神的心
意又有多少體會？而兩者匯流，相
輔相承，是為完成神的託付，活出
基督的豐榮！」（——「靈命塑造
與社會關懐的滙流」）

豐榮之旅

https://ficfellowship.org/tc/%e4%ba%8b%e5%b7%a5%e6%96%87%e5%8c%af/%e9%9d%88%e5%91%bd%e5%a1%91%e9%80%a0%e8%88%87%e7%a4%be%e6%9c%83%e9%97%9c%e6%87%b7%e7%9a%84%e5%8c%af%e6%b5%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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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就照著自己的形像造人,
乃是照著他的形像造男造女。」

(創世記 1:27)

基督豐榮「姊妹事奉」事工是一個
服事的平台，盼望能夠給在教會、
宣教工場、機構、在職事奉中的
姊妹們帶來身心靈的幫助、支持、

鼓勵和關懷，可以陪伴她們在事奉中繼續
經歷基督裡的彼此建立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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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設支持小組，藉每月一同分享和禱告，
彼此扶持與鼓勵。自2021年九月至今已
成立了十一個小組，分佈於南北加州和少
數跨美州，粵語七組，國語四組，服事多
達67位姊妹 (包括教會女牧師，傳道,  師

母，宣教士，神學生)。

「姊妹事工」同工以原文釋經及編制聖經
婦女查經資料，藉舉辦讀經營課程與衆教
會分享。讀經營於七月在三藩市舉行，共

三十多人參加。

同工退修會本年六月舉行

「姊妹事奉」事工每年舉辦女傳道退修
會，服事姊妹們。願神透過姊妹退修會，
使姊妹們身心靈得安靜，好讓她們在各
事奉上重新得力。本年於9/26 - 9/29在
南加州實體舉行。

上圖: 2022 豐榮姊妹退修會 - 靈靜·愛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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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討姊
妹事奉

支持姊
妹事奉

堅立姊妹
事奉

~ 豐榮退休：這是十多年來神給我
們核心同工的一個夢，就是為畢生
奉獻服事主的女教牧和宣教士(尤其
單身者)預備退休居所。在2021年我
們終於較具體地策劃了！正如拿俄
米對路得說：「女兒啊，我不當為
妳找個安身之處，使妳享福嗎？」
（得3:1）讓我們體貼救贖主為路得
安排安身之處的心腸，使女教牧和
宣教士可以在晚年放下全職事奉時
能退而不休地安然居住；仍按她們
的恩賜，將多年服事經驗及生命心
得與年輕的同路人分享，以祈能對
主忠心到底，完成託付、代代傳承！

~  鞏固靈命：與靈命塑造部門
合辦靜修營，幫助在職女教牧
同工安靜獨處，在神面前歸回
安息、重新得力。

~ 堅定信念：成立小組去研究聖經
中的女性人物，發掘神如何重用及
眷祐她們；然後寫作查經材料，並
舉辦查經營以幫助教會姊妹領導更
深體會神對姊妹的心意。

~ 女教牧關懷事工: 過去十年來在北美
華人神學院受訓的學生越來越多來自中
國大陸，而她們畢業後留在北美華人教
會或機構事奉的也不少，但參與南或北
加州女教牧團契的卻是寥寥無幾。我們
準備主動去關懷她們，並為其設立更能
幫助她們的地區小組或團契。

~ 豐榮姊妹「同路人」網絡:  
1. 豐榮同路人小組 -每月一次一同相聚藉生命分享和

禱告彼此鼓勵和支持
2. 「一領一同行者」以一領一方式幫助個別神學生及

初出茅廬的姊妹建立穩固的生命與事奉根基。我們
將邀請靈命與事奉資深的豐榮姊姊，每月至少一次
與豐榮妹妹聯繫，以生命影響生命，成為陪伴她們
成長與事奉的同路。

~ 退修會：一同敬拜，靜修，禱告。

~ 研究實況：跟進問卷調查去探討
現今在北美事奉的女教牧同工的事
奉處境，以了解並策劃切合她們需
要的豐榮小組或團契事工。

~ 豐榮姊姊信箱：姊妹在教會或機構所
遇到的事奉難題，都可電郵至本信箱。
本部門就會邀請相關方面的資深豐榮姊
姊回答難題，並刊登在我們的網站及通
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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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的靈在我身上, 因為他用膏膏我, 叫我傳
福音給貧窮的人; 差遣我報告被擄的得釋放, 
瞎眼的得看見,叫那受壓制的得自由, 報告神
悅納人的禧年。」(路加福音 4:18-19)

以全人宣教去抗衡人口販賣



1010

新型冠狀病毒在柬埔寨蔓延，當地
政府宣佈停止宗教聚會、停課等，
亦有同工受到感染。在 2021 年中
旬，更一度「封城」，部份事工受
到影響。但縱然如此，我們仍感受
到上帝恩典的豐盛，與各弟兄姊妹
對我們事工的關顧。

同工團隊
宣教同工﹕ 3人
當地同工﹕ 75人

中學校舍工程
外部結構工程
大致成，已於
2022 年 1月
進行「平頂禮」

學生人數
小學﹕ 226人
中學﹕ 45人

柬埔寨豐榮女子學校

加建有蓋操場
在現時小學校舍前的
空地加建有蓋操場，
提升學生在校的

活動空間

2021 年學校因應當地政府指示停課超過半
年，學校改以實時網課或預錄形式讓學生
在家學習。學校盡可能為學生提供適切的
技術支援，如借用平板電腦 / 智能電話，
及提供上網咭。能在家接受網課的學生佔
整體學生約 65%。

部份學生家庭受到新冠疫症影響，其父母
未能於金邊找到工作，故學生需要退學跟
隨父母返回家鄉。亦有部份學生因家庭環
境未有合適環境上網課等原因，因而缺席
部份課堂，並於新學年重讀該年級。

上圖: 中學校舍於8 月下旬的面貌



1111

柬埔寨豐榮女兒之家
柬埔寨豐榮婦女之家

2021 年當地疫情嚴重，未有接觸太多新
個案入住家舍，反之與當地政府部門合
作，進行社區外展計劃接觸社區個案，
差派同工及社工到鄉村接觸個案並進行
社區教育工作。

接觸個案
208宗

包括家舍及社區
外展個案

遷往新址
婦女之家於 2021年

3月遷往新址，新家舍
可為服侍對象提供
更多戶外空間

2021年 9月婦女之家有同工確診新冠肺
炎，家舍被政府封閉 14 天隔離檢疫；但感恩
，疫症未有在家舍蔓延，並順利完 成檢疫。

柬埔寨新年時我們因應疫情未有安排家舍對
象回鄉過節，但感恩讓我們在亡人 節 (11 月)
可以分批讓對象回家過節。

疫情嚴重
柬埔寨曾因疫情嚴
重一度「封城」，

限制人流

嘉許同工
嘉許在封城期間仍
緊守崗位的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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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豐榮社區中心
疫症期間當地政府禁止宗教聚會，原有
的青少年、兒童聚會均暫停多時；但已
於 2021 年 12月恢復。在停止聚會期間，
社區中心亦不時透過視像與部份青少年 /
兒童進行小組或查經班。

網上查經
因為未能在疫情下
舉行宗教聚會，
故舉行網上查經
班與少年人聯繫

聖誕聚會
在 2021年 12月正式
恢復宗教聚會，
與孩子及家人舉行

聖誕聚會

學前預備班
同樣在 2021年 12月
正式恢復課程

豐榮女子學校
中學校舍工程進入最後階段，
現正鋪設電線等內部工程，期
望 2022 年下旬落成，並於新
學年可正式啟用校舍。此外，
現正與當地教會洽商於中學校
舍成立駐校教會，以服侍當區
居民。

豐榮女兒之家及婦女之家
我們已於 2018 年在金邊近郊購買了一幅地皮，將來作為合併兩個
家舍，以提供一個更完善的環境給予家舍對象。我們將於 2022 年完
成探索評估工程，然後再作下一步建築可行性研究。

豐榮社區中心
我們希望提供多一些就業機會予社區
婦女，預計於 2022 年與當地廠商合
作，為社區中心接觸到的婦女提供車
衣訓練，並希望於日後可安排婦女到
社區中心進行一些家庭式製衣工序。

柬埔寨事工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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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屬靈操練
豐榮內在的生命

建立與神愛的契合
培養屬神榮耀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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靈命塑造課程

屬靈
塑造

屬靈
導師

屬靈
導引

整
合
事
工

北美
華神
/豐
榮

屬靈傳統
操練 ~
活出真我
系列

屬靈導師
聆聽與分
辨 ~
靈程靈友

屬靈導引
一對一靈
程導引 ~
默想基督
生平

伴你走過
憂傷路 ~
精彩下半
生

靈命
塑造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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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靈塑造 (SF1 ) 
與 SF2 兩班, 每月
22人參加實體課

程

2019-
2020

2020-
2021

2021-
2022

靈命塑造課程啟航於
2018年9月. 每年從9月
至6月為一期課程

疫情爆發

風暴中，神帶領「疫轉」。在Covid防疫隔離的大環境下，神卻營造時間與空間，
驅使人進入心靈沙漠，重視心靈. 人內心焦慮恐懼不安，神使用靈命塑造事工提供心
靈出路，帶領人從心靈沙漠進到心靈綠洲，返回渴望親近神，渴望心中有平安並與
人有深交的那片心靈綠洲。

+ 網上工作坊“居家
健心操”參與人數每
週高達120人
+ 參加屬靈塑造
(SF1 )網上課程達至
52人, 屬靈導引 (SD1) 
有9位學員

+ 屬靈塑造進階操練
(SF2 )網上課程達至31
人, 靈程靈友 (SC2) 有9
位學員. 
+ 學員分佈美國南加州, 
北加州並有位於加州以
外, 及至海外加拿大與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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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2023 靈命塑造事工

• 使用Zoom能服事北

加州以外的學員。

2021年
在量上擴展

• 此事工非速成品，是
需時間及具體的陪伴
導引的模式，使得學
員能與神/己/人的關
係由腦到心靈的轉化。

2022年
在質上成長

• 生命分享

• 操練分享

• 自我反思

• 操練

• 一對一

• 辨別神作為

• 默想基督生平
（ (32Wks)

• 聖經基礎

• 歷史源由

• 實際操練

教導
屬靈
導引

分享
小組

指定
操練

課程

祂使我靈魂
甦醒系列
（一年六次

對外免費)

SF3 內湧
外流的事奉

SD3 靈程
靈友

研習
會

歸心
祈禱

(09/10&
0917)

屬靈
導引

默想基督

生平
(32 週)

靈程導引
(每月)

屬靈
操練

降臨期Advent

四旬齋L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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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110 , 15%

$111,149 , 15%

$45,880 , 6%

$81,737 , 11%
$24,382 , 4%

$359,043 , 49%

美國總會 2022 運作費預算支出

U.S. Operation 美國營運支出

Spiritual Formation Ministry 

靈命塑造事工

Women in Ministries 姊妹事

工

Social Concern Ministry 社會

關懷事工

FiCF Center 豐榮中心

Support PMC Cambodia 

Operation Fund 支持柬埔寨

豐榮事工運作費

運作費
預算支出合共
US$732,301

收入
$282,968

預算支出, 

$732,301

2022年財務預算表

時至8月, 美國總會收入有$282,968, 

我們仍需要$449,333

來維持2022年正常運作

$449,333
有待捐獻

財務報表



美國豐榮網站 美國豐榮臉書 捐款奉獻

Giving Fund

身處海外或美國境內都可通過 PayPal Giving Fund
捐款，只需 2 個簡單步驟！
（您可以在 PayPal 中選擇信用卡或銀行卡）
Make donation via PayPal just 2 simple steps no matter you are in 
US or OVERSEA!(You may select credit card or debit card in PayPal)

1) 如首次以PayPal Giving Fund捐款，請在以下連結先填寫
捐款表格

Please kindly fill up the donation form by clicking the link here

2)    只需掃描下面的二維碼，然後按照 PayPal 頁面上的說明進
行操作即可。您應該會在交易後立即收到來自 PayPal 的捐款收
據。
Just simply scan the QR code below and follow the instruction on 
PayPal page. You should be receiving the donation receipt from 
PayPal right after the transaction.

支票抬頭 Check Payable：
FICF (Fullness in Christ Fellowship)

郵寄地址
Mailing address: 
945 Taraval Street, 
#249, San Francisco, 
CA 94116, USA

支票 Check

https://ficfellowship.dm.networkforgood.com/forms/paypal-donation-form
https://ficfellowship.dm.networkforgood.com/forms/paypal-donation-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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