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壓傷的蘆葦，祂不折斷，

將殘的燈火，祂不吹滅，

耶穌肯體恤，祂是恩主，

祂愛我到底，創始成終。

簡介
Dancing Reed Divorce Recovery

成立於 2005 年，由一群溫哥華的

基督徒所構思，設計一系列建基於

聖經的課程。藉上帝的道，醫治受

傷的心靈，並且播下福音的種子。

「離婚之後 – 走出流淚谷」的課程，

正是本機構邁出這事工的第一步。 

信念
每一個人都是神奇妙的創造，在祂

眼中，都是如珠如寶。即使經歷離

婚創傷的人，如壓傷蘆葦般脆弱，

但上帝從沒有放棄、也沒有將它折

斷。反之，神視他們為自己的兒女，

愛顧疼惜。

 

使命
透過「離婚之後 – 走出流淚谷」 的

12 次小組互助課程，藉專家與牧者

的專業意見，把受盡撕裂創傷的人，

帶到上帝的面前。靠祂的恩典，走

出流淚谷，重新編寫人生美麗的樂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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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vorce Recovery

顧問的話

這是蘇佐揚牧師多年前按以賽亞書四十二章三節而作的短詩，雖然

只有短短數句，但對在困境中的弟兄姊妹給予盼望和鼓勵，心靈復甦，

再上路。

離婚帶來他人不能瞭解，不能體會的損失、傷痛和絕望。除了面對

及適應新的身份（單身、離婚），新的責任（單親），新的處境（包括按

法律釐訂探望子女的時間及次數），建立新的社交關係之外，更帶來不

同的感受：憤怒，不安，不平，羞愧，自卑，惆悵，茫然，被棄，抑鬱，

絕望，放棄…等數不盡的新愁舊恨，許多人從此落在生命低潮，自暴自棄，

一厥不振。亦有人咬緊牙關，透過決心和支持系統，度過哀傷，跨越痛苦，

重整生命。在人生旅途上更上一層樓，活得比以前充實，燦爛，興奮和

精彩。

我們相信主耶穌基督的愛和救贖能使壓傷的蘆葦在風中再次跳躍。

將殘的燈火，重被挑旺，發出前所未有閃耀的光輝。以 Dancing Reed 

命名這個事工甚為適當！

透過探討與離婚人仕有關的題目，透過組員彼此分享、支持，「走

出流淚谷」這個課程可以幫助你正視困難，處理哀傷，願意饒恕及請求

饒恕，一切的心結在主耶穌裡得到膏抹和醫治，脫離心靈捆鎖，活出整

全人生。

    

                                                              

        

                                     詹維明      



正視實況　愛心牧養

【2007 年 1 月 16 日消息】「……真

的不希望再見到，受了傷、滴著血的小

羊去了一間教會，不久又要再去找另一

間教會……」在一月十六日一個探討教

會牧養離婚信徒情況的講座中，一位離

婚過來人在台上道出了教會目前普遍未

能正面處理信徒離婚現象，以至他們部

份因得不到所屬教會的接納，須負著心

靈創傷下仍要不停地尋找陌生教會作隱

蔽信徒。

這 個 發 布 會 是 由 Dancing Reed 

Divorce Recovery 及香港心理中心主

辦，宣道出版社協辦，在金鐘播道會港

福堂舉行，吸引約二百多名教牧同工及

信徒參加。聚會目的除藉著講座帶出牧

養離婚信徒的困難及缺口外，更向教牧

介紹首套華人離婚牧養教材套──「走

出流淚谷」光碟課程教材套，當中包括

十二個課程、組長及組員手冊，讓受過

課程訓練的教牧或信徒為離婚信徒主領

小組，讓他們得到適切的牧養。

有關課程是由多位本港知名教牧及

信徒領袖主講，當中包括屈偉豪博士、

黃麗彰女士、麥基恩醫生、陳國平牧師、

羅乃萱女士、徐惠儀女士、劉玉琼教授

等。課程主題包括：面對憤怒、面對抑

鬱、面對孤單、財政的適應、與子女面

對新生活、復和之可能性等。 

策 劃 這 套 光 碟 的 Dancing Reed 

Divorce Recovery 是於二○○五年由

一群溫哥華華人基督徒成立，創辦人林

慧美本身因在離婚的經歷上有著無比的

心靈創傷，後來她發現外國有一套課程

去幫助信徒在離婚後得到適當的心靈醫

治，於是發起製作一套華人使用的相類

課程。另一位創辦人梁燕城夫人梁曹娟

華形容離婚的處境好比一個人做了一個

大手術，而在手術後是需要很長時間的

醫治及護理：「這事工絕不是提倡離婚，

只是去補救不可挽回的局面。」

其實主辦單位及多位講員在講座期

間都多番強調絕不贊成離婚，但信徒離

婚的現象較前增多確是不爭的事實，因

此真的有需要有系統地去處理及牧養他

們。婚姻與家庭研究博士陳國平指出，

本港沒有教會信徒離婚的正式統計數

字，但根據政府的數字顯示，一九八五

年每十宗結婚個案，同期便有一宗離婚

個案；但到了二○○五年時，每四宗結

婚個案的同期便有一宗離婚個案。按此

推斷及目前離婚信徒接受輔導的概況，

他估計本港教圈每七至八宗結婚個案

中，同期便有一宗離婚個案。

另一位講員生命成長培育導師詹維

明認為教會該及早思想去處理離婚信徒

的問題，因為無論在甚麼情況下，離婚

都是一件極其痛苦的事，如教會對離婚

信徒的反應只是批判、定罪、杯葛或避

開，只會令他們苦上加苦。

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主任牧師黎

汝富則坦言，起初亦曾擔心自己因接納

離婚信徒而被誤會是認同離婚，但他在

元朗社區的確接觸到不少離婚人士或離

婚後信主的人需要牧養。他又指出發覺

曾有信徒每次崇拜都例必遲到早退，在

了解過後才得知原來他是離婚再婚的信

徒，被原有教會趕走，以至即使轉到他

的教會也不願與人交往。 

「如果教會是一家人，有家人犯了

事是否趕走他不理他呢？我們很多時

只會拿出上方寶劍（律法），但卻沒有

寬恕與接納，也沒有給他療傷的機會。」

他又指出教會不時也會邀請成功戒毒的

人士作見證，這也不等如教會在推廣及

認同吸毒。

其餘的講者香港大學榮譽教授麥基

恩醫生及中文大學社工系助理教授劉玉

琼博士，則分別講解離婚的心靈健康及

離婚後養育子女情況等。

摘自http://www.christiantimes.org.hk時代論壇記者

甄敏宜報導

黎汝富牧師，神召會元朗福音中心主任

陳國平牧師，婚姻與家庭研究博士

事工報告
2007 年 2 月 3 日 Dancing Reed 

Divorce Recovery與中信中心在本拿比

協辦 「走出流淚谷」組長訓練課程。課

程內容包括：如何使用「走出流淚谷」

小組課程、組長須知、離婚的危機概念、

哀傷與喪失、安慰與治療、溝通的障礙、

聆聽與如何辨別及轉介高危組員等組長

角式。訓練對象為教牧同工及信徒領袖，

有志從事關顧離婚人士事工而設。當天

的全日工作坊有五十人報讀。

導師盧春生醫生在 1978 年畢業於

香港大學醫學院。1984 年考獲英國皇

家婦產科學院院士。在香港執業 10 年，

於 1994 年移民加拿大溫哥華。其後於

維真學院攻讀神學課程，獲得道學碩士

學位。現任西北溫基督教頌恩堂義務傳

道，家庭更新協會加拿大分會合格帶領

夫婦，並參與中信中心靈機輔導服務。

致力家庭婚姻事工。

首套華人離婚牧養教材光碟套裝面世



流 淚 谷
喜 樂 泉

我在 1997 年的 10 月 5 日，經歷到

婚姻的盡頭，無耐地放下兩个兒子，獨

自搬回温哥華居住。抵步後，明白到婚

姻真的無法修補，所以在 1998 年初便

决定報讀 UNBC 大學。直到 2000 年 2月，

因為患有羊癎症的十歲兒子兩度在香港

家中露台試圖跳樓，成為港聞版的報章

新聞。結果因為前夫無時間照顧孩子的

需要，兩个孩子的撫養權便順理成章交

到我手上。

孩子來到 Prince George 後，生活

適應問題漸漸浮現，例如要找特殊學校

等，困難重重。原以為帶他們到中國人

較少的城市居住，會幫助他們習慣用英

語，可以加快學習進度。我當時卻忽略

了他們基本上是等同新移民，再因為母

兼父職和孩子步入反叛期，這一切的壓

力帶給我和兒子一連串的生活考驗，如

沒有神的看顧，我真難想像能怎樣面對。

至於我們怎樣去開始離婚療傷的事

工，乃是由於我自己經歷離婚後，曾在

2002 年參加英文教會的離婚護理課程。

課程不但教導參加者如何去正視離婚所

帶出的問題，亦能帶未信者和基督徒依

靠神，讓上帝醫治。

還記得上課的第一個晚上，我帶着

戰戰兢兢的心情到教會，很是擔憂會有

那些人來參加，更不大願意承認自己有

問題和需要幫助。上課後才如釋重負，

因為每位同學基本上都有同感。終於，

我不用再孤單走我路，而且可以學習走

出谷底。上完第一課後，我心裡便一直

有一個疑問，為何這樣好的課程，在華

人教會中沒有聽過呢？難道只有西人才

有離婚問題？實際情況當然不是啦。接

着下來，我便到處查問。幾經查訪後，

得知有些華人教會其實已有類似單親的

課程和一些「地下式」的離婚關顧小組。

但在華人教會圈內，就真的沒有一套這

樣完備的建基於聖經的離婚護理課程。

在 2004 年初，在上班途中，我被

一輛私家車撞傷，由車頭拋上車頂，再

由車尾跌落地上，斷了兩條腳骨，左面

全身受到嚴重的損傷。當天家人收到消

息後，趕到醫院看我，見到我滿身是血，

頸骨又有裂痕，都很替我擔憂，以為我

活不了。手術後醒來，我便問神為何不

讓我死，是否未交足功課，所以天家不

收我呢？亦因為這次意外，令我重新檢

視我的上半生。我可以為神做什麼呢？

在重新學習用輪椅代步的休養期，神讓

我好好靜下來，再反思祂給我的異象。

2005 年中，我便和幾位核心成員

開始步署和構思這個事工，實踐神給我

的功課，成立 Dancing Reed Divorce 

Recovery 公司。同年十一月，好拍擋

Winnie 和我便一同起行回香港找合適

的講員參與。就是這樣，我們便密鑼緊

鼓籌備拍攝。到了 2006 年初，拍攝隊

便一行 5 人回香港。這次拍攝之旅，給

我很多難忘的經歷。好幾位香港的頂尖

兒專業人士，都樂意在百忙之中抽空參

與拍攝，實在看到神為這个事工的預備。

從專訪的過程中，擴闊了自己的知識外，

更深入明白到神在聖經的教導和應許。

至於過來人的訪問，便讓我重温到同路

人的心路歷程。看到他們願意與人分享

婚姻失敗的始末，確實需要很大的勇氣。

離婚在五十年代，簡直是少之又

少，但在現今香港社會卻是有數據顯示，

每一對新人登記結婚，就有一對人正式

辦理離婚手續 。離婚的路實在不易走，

不是一下子放低不理就不理，而是好像

一个大的心臟手術一般，需要很長很長

的時間才能醫治，亦有可能醫不好。我

們能做到的就是提醒大家離婚的危機和

護理，不要以一時之氣，釀成大錯。我

們不是提倡離婚的運動，而是補救不可

挽回的殘局。

聖經以賽亞書42章3節：
「壓傷的籚葦，他不折斷，將殘

的燈火，他不熄滅。」

我們的信念是：
每一個人都是神奇妙的創造，

衪並沒有放棄那些經歷離婚的人。

離婚人仕雖如壓傷籚葦般受創、脆

弱，但上帝卻不折斷離棄。反而，

祂視我們為自己的兒女，如珠如寶

般疼惜愛顧。希望藉着這套課程，

幫助有需要的人同行，重建自信，

走出流淚谷。

從

到

創辦人的見證 
林慧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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舉辦日期 聚會形式及地點 城市 人數

2006 年 6 月底 「心靈重建營」2日 1夜營會 高貴林 10 人

2007 年 1 月 16 日 發布會 -金鐘港福堂 香港 220 人

2007 年 1 月 23 日 組長訓練 -金鐘港福堂 香港 150 人

2007 年 2 月 3 日 組長訓練 -本拿比中信中心 本拿比 50 人

2007 年 3 月 12 日 發布會 /大温教牧同工月會 溫哥華華人禮賢會 70 人

「走出流淚谷」小組課程(12堂) 
開辦日期  聚會地點 ( 大溫 ) 語言

2005 年 5 月 華人禮賢會 粵語 /英語 

2005 年 9 月 華人禮賢會 粵語 /英語 

2006 年 12 月 本拿比中信中心 粵語

2007 年 3 月 華人禮賢會 粵語

2007 年 4 月 温哥華華人信義會 粵語 

2007 年 4 月 西北温頌恩堂  國語  

Dancing Reed
Theme Song

詞、曲 : 林慧美 F Major

全能主耶穌，謝謝祢的接納：

助我跳出憤怒苦毒，寬恕自己與別人。

放下頑梗執著，學習捨己的愛。

壓傷的蘆葦，神都不放棄，祂視我如宝貝。

Knowing God，學習順服、凡事甘心樂意。

藉着神恩典，走出流淚谷， 邁進喜樂泉。

全能主耶穌，謝謝祢的榮光：

助我跳出孤寂無助，感受祢温暖懐抱。

察覺愚昧盲點，走出死蔭幽谷。

壓傷的蘆葦，神都不放棄，祂視我如宝貝。

Knowing God，學習順服、凡事甘心樂意。

藉着神恩典，走出流淚谷， 邁進喜樂泉。

全能主耶穌，謝謝祢的恩典：

助我跳出撕裂創傷，重新去認識自已。

得着智慧引導，成為別人祝福。

壓傷的蘆葦，神都不放棄，祂視我如宝貝。

Knowing God，學習順服、凡事甘心樂意。

藉着神恩典，走出流淚谷， 邁進喜樂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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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誠邀弟兄姊妹協助改編及演繹歌曲 ※

在溫哥華華人教牧同工會議的課程發布會

在中信中心舉行的組長訓練課程，盧春生醫生任講員

左起伍羅樂怡傳道、黎燕清及林慧美女士

感恩及代禱
感謝神讓「走出流淚谷」課程在香

港和溫哥華的發布會順利面世，希

望離婚人仕可藉着這套教材得到神

的醫治。

為配合事工發展，準備今年夏季前

往加拿大多倫多、愛民頓、卡加里

的教會作推廣，求神為我們預備，

讓我們在各省找到合適的聯絡人。

將於 2007 年 9 月底在溫哥華舉辦

第二次的組長訓練工作坊，求神為

我們預備適宜的講員。

計劃在 2007 年 10 月至 11 月前往

香港，與不同教會合作帶領「走出

流淚谷」小組課程，和跟進已購買

課程光碟套裝的教會或小組運作進

度。保守同工能適應香港的氣候。

誠意邀請弟兄姊妹協助「Dancing 

Reed」主題曲的改編及演繹歌曲，

求神感動音樂創作人與我們聯絡。

求神保守每一個參與的朋友們和導

師身體的健康，心靈得醫治。

1.

2.

3.

4.

5.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