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請為 2019年 2月 1日至 3月 15日全球的營會及事工禱告 

 

  

日期 地點 事工 語言 

2月 16-18日 美國-洛杉磯 恩愛夫婦營 國語 

2月 17日 香港 
基督教會恩雨堂 

家新主日 
粵語 

2月 20日 加拿大-多倫多 
甄牧師於宣道會教牧同工會 

分享家新事工 
國語 

2月 21日 加拿大-多倫多 
甄牧師和胡君才傳道於渥太華 

教牧同工會分享家新家事工 
國語 

2月 22日 香港 家新元宵温馨之夜 粵語 

2月 22-24日 美國-北卡 Greensboro 恩愛夫婦營 國語 

2月 22-24日 美國-印第安娜 MER3-神國特會 國語 

2月 28 日-3月 2日 台北 第 151 屆恩愛夫婦營 國語 

2月 28 日-3月 2日 台灣-嘉義 第 152 屆恩愛夫婦營 國語 

3月 1-3日 加拿大-温哥華 恩愛夫婦營 國語 

3月 1-3日 美國-北加州 恩愛夫婦營 國語 

3月 1-3日 美國-新英格蘭 恩愛夫婦營 國語 

3月 9-11日 澳洲-墨爾本 恩愛夫婦營 國語 

3月 15-17日 台北 第 15屆 MER1帶領夫婦訓練 國語 



 

2019年 2月份「家新」感恩代禱事項 

感恩事項： 代禱事項： 

 

Ⅰ) 國際家新 

 

1. 感謝神透過第 10屆全球新同工大會的舉

辦，讓各地同工團隊有合一的看見,對未來

兩年的事工焦點與方向有了更具體的規

劃。各地家新的本年度計劃已大致定案，同

工團隊也已蓄勢待發，願神恩膏各地家新同

工，恩上加恩，將婚姻與家庭的福音永續傳

遞到全球每一個華人家庭，興旺每一對夫婦

的身心靈，活出主基督榮耀的生命！ 
 

2. 感謝神的恩典與憐憫，總會在有限的人力資

源下，已順利展開總會的資源整合以及人力

部署的規劃與安排，期待可以儘速有效支援

各地事工的需求。願神記念並賜福予各地區

同工們的對總會的愛心與包容，叫基督的平

安在我們心裡作主，並從主那裡得著基業為

賞賜！ 

 

 

Ⅰ) 國際家新 

 

1) 為邱會長將於 2/22-27前往美國中西部的的服

事行程守望，禱告神賜予會長平安的腳步及強

健的身心靈，繼續帶領和激發當地家新同工及

教會對婚姻與家庭事工的火熱，並藉由『神國

特會』來服侍教會、祝福主內肢體、興旺家庭

福音！ 
 

2) 為 2/27國際家新與香港家新聯合禱告會守望，

祈求神的靈運行在我們當中，賜予同工們有敏

銳的靈性與悟性，在主裡同心合一地察驗神對家

新的心意；並且藉由敬拜等候神的操練，彼此的

關顧與代禱，兩會同工同得激勵和被造就。 

 

3) 為總會需要徵聘的全職同工禱告，祈求神預備

有事奉心志的家新人，投入以下的服事行列： 

i.  全職同工：『會長室行政助理』; 

ii. 義工團隊：『文字編輯』、『網頁管理』、 

『電腦技術支援』。 

 

Ⅱ) 澳洲家新 

1) 感謝 神帶領謝肇莨弟兄，多年來投身於「家

新」事工，並於2011年開始成為「澳洲家新」

辦公室同工，藉神的祝福在辦公室管理及事工

發展上有眾多貢獻。他已請辭「澳洲家新」辦

公室主任一職，以便專心進修。 

2) 感謝 神引導王寧姊妹接任辦工室主任一

職，在新一年度参與分會事工籌劃及辦公室管

理事奉。 

 

 

 

Ⅱ) 澳洲家新 

1) 求  神保守2019年全澳計劃的12個MER 1及7個

MER2；柏斯及悉尼亦有3個國、粵語公開聚會，牧

者分享會，及粵語夫婦感恩大團聚等。求  神賜各

地同工有智慧、精神、合一的心，一同計劃預備各

項事工的安排及籌備，並在經濟上的供應。 

2) 求  神保守3月初在墨爾本舉行的國語恩愛夫婦

營，各帶領夫婦的預備及各參加者的心  及家人的

安排。 

3) 求  神供應更多有感動的夫妻一同参與帶領夫妻

事工服侍。 

4) 求  神幫助及帶領青年夫妻事工和國語事工繼續

拓展。 

5) 求  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靈都強健，成為別人

的祝福。 

6) 求 神保守各省同工的家庭、婚姻、健康及工作，

特別是身体有軟弱的同工。 

 



 

 

Ⅲ) 加拿大家新 

1) 策劃團隊（各地區）、教導諮詢團隊和IT團隊

已經順利組成，開始投入服事，感謝主！ 

2) 一月份在溫哥華舉行的國語營會聖靈大大工

作，包營的教會經歷復興，更多會友願意報

名參加下一期營會，感謝讚美主！ 

3) 感謝主，多倫多粵語團隊生命成長課程已經

開展第一課（上半年共3次），由詹維明老師

教導。絕大部分的團隊成員積極參與，追求

生命成長。 

 

 

Ⅲ) 加拿大家新 

1) 求神給各團隊的領袖從上頭而來的智慧帶領團

隊，也給團隊全體成員謙卑受教的心，看別人比

自己強，同心服事。 

2) 求神挑旺各地帶領夫婦愛主的心，追求生命更新

變化，更願意投入家新的服事，也在服事中蒙神

模造，祝福更多家庭。 

3) 見到神清楚的印證後，多倫多團隊將和頌恩旋律於

年末一起合辦“重訂婚盟”聚會，好能聯合眾教會

一起影響社區，宣揚基督信仰的婚姻價值觀，感謝

神施恩的手一路帶領，求神繼續賜恩後續的配合及

預備。 

 

 

 

IV) 美國家新 

1) 讚美主!南佛羅里達的[恩愛夫婦營] 圓滿

結束,  當中有一位決志信主,好幾對關係

困難的夫婦, 經過三天的學習操練, 夫妻

關係得着更新,再次見証聖靈同在的大能。 

一切荣耀歸與神! 

2) 感謝主! 北加的 [教牧恩愛夫婦營]順利舉行

和圓滿結束。 求主使用是次營會, 讓牧者們

和配偶享受在主裡豐盛的愛和祝福。 

3) 感謝讚美主! 郝偉業總幹事順利和南佛羅

里達的教會簽署策略聯盟, 成為家新的合

作夥伴, 祝福當地更多的華人婚姻家庭. 

 

 

IV) 美國家新 

1) 為洛杉磯, 北卡, 北加州, 和新英格蘭在 2 ,3

月份期間舉辦的[恩愛夫婦營] 禱告, 求主預備

參加者, 也預備同工帶領夫婦。 

2) 為印第安娜在二月底開辦 [五合一] 神國好漢特

會禱告。 求神保守邱會長和郝偉業總幹事路途往

返平安. 會長的信息堅立和造就赴會的弟兄姐妹

們。 

 

 



 

 

 

V) 香港家新 

1) 劉偉強牧師榮休晚宴 

 本會資深帶領夫婦劉偉強牧師於2018

年12月31日在所屬教會牧職榮休。劉牧

師伉儷在教會牧養群羊30多年，在家新

服事20多年，忠心事奉，謙卑忠誠、盡

忠委身。 

 一班家新老朋友及事工小組成員於1月

18日為劉牧師伉儷舉行榮休感恩晚

宴，我們一邊話當年，一邊數算主恩，

彼此存款、互相祝福，溫情洋溢。我們

祝福劉牧師和師母開展人生下半場，所

走路徑滴下脂油，身體健壯、生命更豐

盛。 

「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凡事興盛，身體健壯，

正如你的靈魂興盛一樣。」    (約叄 1:2) 

 

2) 家新主日美好迴響 

 本會於1月13日分別為四方福音會及播

道會奇恩堂主領家新主日，以神話語傳

遞婚姻家庭信息，建立生命，信息後推

介恩愛夫婦營。崇拜聚會後得到正面回

饋，牧者亦對家新事工加以肯定。感謝

神使用我們建立神喜悅的婚姻家庭。 

 

「並且我們一切所求的，就從祂得著；因為我們

遵守祂的命令，行祂所喜悅的事。」 

    (約壹 3:22) 

 

 

 

 

 

 

 

 

 

 

V) 香港家新 

1) 家新元宵溫馨之夜 

 訂於2月22日(週五)晚上舉行，目的是藉

新春佳節凝聚家新人、彼此相交和祝福。 

 求聖靈引導籌備工作及吸引帶領夫婦報

名，新一年充滿喜樂、平安和盼望。 

 

「但願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將諸般的喜樂、平安

充滿你們的心，使你們藉著聖靈的能力大有盼望。」 

(羅15:13) 

 

 

2) 作主門徒，彼此建立 

 以上是2019年國際家新與香港家新聯合祈

禱會的主題。本年度第一次聚會於2月27日

舉行。在作主門徒團隊的屬靈成長上，以

「靈程指引」為骨幹，在彼此建立和支持

上，以靈命健康的敬拜為實踐。 

 求主祝福聯合祈禱會，建立家新團隊，多

結果子榮耀神！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

我的門徒了。」(約15:8)  

 
 

3) 營地加價，財政緊絀 

 本會長期租用舉辦夫婦營的場地於2019

年開始，場地費用增幅達5%。 

 現時本會需津貼每一個MER1超過

$30000，每一個PMER 約$50000。 

 願耶和華以勒的神照祂榮耀的豐富供應

營會所需。 

 

「我的神必照祂榮耀的豐富，在基督耶穌裡，使你

們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腓4:19) 

 

 



 

 

 

V) 香港家新 (續) 

 

3) 播道會恩福元朗堂暨恩福愛鄰中心獻堂禮 

 播道會恩福堂乃國際家新策略聯盟之

伙伴教會，積極推動家新夫婦營及進深

營。讚美主， 1月20日乃該會元朗堂獻

堂禮。感謝神，愛鄰中心將作為推動婚

姻家庭事工的平台。 

 本會祝賀恩福元朗堂成為地上燈台，為

主發光！建立家庭，榮耀主名！ 

 

「歌頌祂名的榮耀！用讚美的言語將祂的榮耀發

明！」(詩66:2) 

 

 

4) 營會帶領夫婦的奇妙安排 

 神是那掌管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的人

得益處的神。 

 本會將於6月舉行第181屆夫婦營，原先

安排的帶領夫婦因事退出，在調動人手

正徬徨之際，有教會牧者在不知情之下

主動聯絡辦公室，希望能安排帶領營

會。行奇事的神配得一切的尊崇。 

 

「耶和華啊，祢是我的神；我要尊崇祢，我要稱

讚祢的名。因為祢以忠信誠實行過奇妙的事，

成就祢古時所定的。」(賽 25:1) 

 

 

V) 香港家新 (續) 

 

4) 事工小組功能組別分工 

 本會事工小組成員百節各按各職，成立了

不同組別，並於本年度作出些微調動，包

括：福音及培育組、康樂組、總務組、資

訊科技組、教會社關及發展組、文字及祈

禱組，以及義工資料庫。 

 求主使用各功能組別的忠心服事，帶來愛

與生命的增長。 

「全身都靠祂聯絡得合式，百節各按各職，照著各

體的功用彼此相助，便叫身體漸漸增長，在愛中建

立自己。」(弗 4:16)   



 

 

Ⅵ) 台灣家新 

 

1) 為 2月份台北 MER1已達 16對感恩， 2月嘉

義場次雖尚未滿營，求主繼續賞賜對數，希

望至少能達 12對。 

2) 感謝主，3月 LCT目前有 6對學員報名參

加，求主堅固他們願意為主擺上的心志。 

3) 為 2018年度的跟進小組都能持守跟進並且

有明顯果效獻上感恩，目前有些小組已預約

一起參加五月 MER2。 

 

 

Ⅵ) 台灣家新 

 

1) 新的一年，求主祝福所有服侍的同工身心靈都健

壯，全年的事工也有聖靈的帶領與恩佑。  

2) 四月嘉義場次有教會包場，目前推動報名中，求

主恩待接到邀請的夫婦都有願意的心來參加營

會。 

3) 請為 4月及 5月二場 PMER1 及 8月一場 PMER2都

已開始推動報名，盼能達到滿營的對數禱告。 

4) 為了使 MER1及 MER2的營地有所區隔，目前正尋

找新的場地，求主引領能找到合適的飯店。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1) 感謝神，英國家新董事會順利舉行了一月份

的會議，並作出 2019年的計劃及推介活動。 

2) 感謝神，保守英國家新能邀請到會長，於五

月份到來在英北區及德國主領神國特會五合

一夫婦活動。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1) 於四月，法國巴黎將舉辦恩愛夫婦營。現只有三對

夫婦報名，求神預備更多參加者。 

2) 於五月，英國家新將舉辦國語教牧恩愛夫婦營，及

粤語夫婦進深營。求神預備及保守參加者。 

3) 於五月份，在英北區及德國，將舉辦神國特會五

合一夫婦活動，求神祝福參加者。 

4) 於六月，將在曼城舉辦粤語恩愛夫婦營。求神預備

及保守參加者。 

5) 於七月，將在史雲頓舉辦國語恩愛夫婦營。求神

預備及保守參加者。 

 

Ⅷ)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感恩能够開始與新加坡協調小組合作，在推展夫

妻事工一起同工。 

 

Ⅷ)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1) 為正在進行的 MER 1，MER 2 及 MER 3的跟進小

組能夠積極及順利的進行。 

2) 求神開路，讓東馬及新加坡的家新協調小組能

够有效的合作，把祝福带给更多在東南亞各國

的華人的教會。 

3) 祈望在 2019年 4～5月時能夠在東馬開辦 MER 1 

及 MER 2的 LCT。求神預備工人。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1) 感恩 2019新加坡事工佈局基本完成，服事同

工同心合一，對今年的目標充滿信心。 

 

2) 感恩我們的四對實習帶領夫婦已經準備好

了！即將投入近年度的營會服事，我們為這

批生力軍禱告守望！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1) 請為新加坡眾教會在推廣家新恩愛夫婦營會開

路，讓家新的事工和教會的牧養，能夠相輔相成，

共同造就家庭事工。 

2) 請為新加坡家新在今年度營會的需求，懇求恩主

保守與供應。 

 

3) 為我們正在整理歷屆營友夫婦的通訊資料能夠順

利進行禱告，以便有利於傳遞營會的文宣資料，

期使讓更多的夫婦能接受到營會的信息。 

 

4) 新馬家新事工的策略聯盟，求主賜智慧以謀求方

向與做法。 

 

 

X)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1) 感謝主！在 2018透過總會和台灣分會的協助,

能順利舉辦神國木蘭、神國好漢、牧長餐會和

MER1-LCT。 

 

X)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1) 請記念阿根廷2019年的計劃： 

 2019年3月3-5日舉辦 MER1恩愛夫婦營。 

 2019年8月18日阿根廷家新事工小組成立15周
年，舉辦家新晚會紀念。 

 2019年10月12-14日舉辦 MER1 恩愛夫婦營。 

2) 並請為以下代禱: 

 已經参加過家新培訓的夫婦有美好的生命,能與事
工小組委員一起同工和配搭。 

 在現有参加過的夫婦中興起有熱心、願意委身服侍
家新的帶領者。 

 在阿根廷和巴西的各教會中,願神興起更多牧者、
同工參與支持家新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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