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 5 月份         

 請為 2019年 5月 1日至 6月 15日全球的營會及事工禱告 

日期 地點 事工 語言 

5月 3-5日 台灣-桃園 第 20屆夫婦進深營 國語 

5月 4-6日 澳洲-布里斯本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5月 4-6日 澳洲-布里斯本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5月 4-7日 英國-利物浦和曼城 五合一神國特會 粵、國 

5月 9-12日 德國-杜塞爾多夫 五合一神國特會 國語 

5月 10 日 美國-休士頓東區 夫婦進深營 MER2 國語 

5月 11-13日 香港 恩愛夫婦營 (播道會恩福堂自辦) 粵語 

5月 12 日 香港 家新主日(愛羔教會) 粵語 

5月 14-16日 匈牙利-布達佩斯 教牧恩愛夫婦營 國語 

5月 18-20日 東馬-詩巫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5月 20-22日 台灣-嘉義 第 156 屆 MER1(教牧) 國語 

5月 20 日-6月 7日 加拿大五大城市 五合一事工共 30個聚會 國、粵 

5月 24-25日 澳洲-珀斯 公開聚會 國、粵 

5月 25-27日 美國-休士頓東區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5月 25-27日 美國-南加州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5月 25-27日 美國-洛杉磯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5月 25-27日 美國-俄亥俄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5月 25-27日 美國-北加州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5月 25-27日 美國-達拉斯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5月 25-27日 美國-聖地牙哥 夫婦進深營 MER2 國語 

5月 26 日 澳洲-珀斯 恩愛夫婦大團聚 國、粵 

5月 26 日 香港 家新主日(宣道會福蔭堂) 粵語 

5月 26 日 香港 家新主日(基督徒信望愛堂沙田堂) 粵語 

5月 27 日 澳洲-珀斯 牧師及師母分享聚會 國、粵 

5月 30 日 澳洲-悉尼 公開聚會 粵語 

5月 30 日 加拿大-渥太華 邱博士在教牧同工會分享 國語 

5月 31 日 加拿大-滿地可 邱博士在教牧同工會分享 國語 



 

日期 地點 事工 語言 

6月 1日 澳洲-悉尼 公開聚會 國、粵 

6月 2日 澳洲-悉尼 恩愛夫婦大團聚 粵語 

6月 2日 澳洲-悉尼 牧師及師母分享聚會 國、粵 

6月 2-4日 澳洲-珀斯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6月 5日 加拿大-多倫多 邱博士在教牧同工會分享 國語 

6月 7-9日 台灣-台北 第 157 屆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6月 7-9日 台灣-嘉義 第 158 屆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6月 8-10日 澳洲-墨爾本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6月 8-10日 澳洲-墨爾本 夫婦進深營 MER2 粵語 

6月 8-10日 澳洲-悉尼 夫婦進深營 MER2 國語 

6月 8-10日 澳洲-阿德萊德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6月 8-10日 澳洲-阿德萊德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二零一九年五月份「家新」感恩代禱事項 

感恩事項： 代禱事項： 

I) 國際家新 

1) 為家新事工邁入第 29年的服事感恩。願
神繼續使用遍佈全球各地的家新服事團
隊，加能賜力予同工們，越服事越得力，
生命連於基督，成為神賜福予全球華人家
庭與婚姻的寶貴器皿。 
 
 

I) 國際家新 
 
1) 為邱會長在 5月至 6月上旬前往英國、德國、匈

牙利及加拿大的服事行程禱告, 求神賜予會長
平安的腳步及強健的身心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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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總會新網站設計的第二階段工程進度禱告。懇

求神帶領總會與各地區同工的分工合作，可以如

期收集所需的見證文章、夫婦短片及營會活動花

絮圖片，再加以後期完善作業後，使家新網頁內

容更多元化及更具代表性，適合全球各地家新的

網站鏈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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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家新 

1) 應華夏聖經教會教牧同工會邀請，甄牧師於

4月 23日向眾教牧同工分享了家新事工，感

謝讚美主的帶領。 

2) 加東粵語帶領夫婦的 MER2在 3月 29-31日

順利進行，13對帶領夫婦享受與神與配偶的

關係，也更深的彼此認識，以後的跟進小組

將與每個月的禱告會合併，感謝主在當中賜

下感動和引導！ 

3) 感謝主，加拿大各地的帶領夫婦團隊逐漸建

立起每月的禱告會，求聖靈繼續動工，復興

生命，興旺主工。 

 

Ⅱ) 加拿大家新 

1) 5月20日-6月7日，邱博士將到訪加拿大五大城

市，甄牧師隨行，總共會帶領30個聚會，及在三

個城市的教牧同工會中分享，求神保守邱博士的

身心靈健康，所到之處帶來生命的復興。 

 

2) 為各地帶領夫婦和神的關係及夫婦關係禱告，求神

賜給辦公室同工有智慧關心及鼓勵同工們，也能提

供適切的培訓給大家。 

 

3) 加拿大分會將推動步行籌款，希望能為教牧營籌到

三萬元，好滿足最近兩年教牧營的財務需要，求主

親自預備人心，為神的國度忠心奉獻。 

 



 

Ⅲ) 澳洲家新 

1) 感謝神帶領4月份悉尼國語恩愛夫婦營,滿

額報名, 12對夫婦參加。他們來自不同的教

會, 均被聖靈觸動,打開心扉投入分享,夫

婦關係得著更新。感謝神, 其中1位配偶在

營會中決志。 

 

 

Ⅲ) 澳洲家新 

1) 求  神引導夫婦報名参加5月初及6月分別在布里

斯本、珀斯、悉尼、墨爾本及亞德萊德舉行的國、

粵語恩愛夫婦營及夫婦進深營, 及各帶領夫婦的

預備。 

2) 求  神帶領何志滌牧師、何羅乃萱師母於5月下

旬至6月初分別在珀斯及悉尼主領國、粵語公開

聚會, 教牧分享會, 及恩愛夫婦大團聚, 保守

他們身心健康。求 神引導一切宣傳預備及籌劃

工作, 並供應經濟上的需要，使更多澳洲華人得

著祝福。 

3) 求 神興起更多有感動的夫妻一同參與帶領夫妻

事工服侍。 

4) 求 神幫助及繼續拓展青年夫妻事工和國語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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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是身體有軟弱的同工。 

7) 求 神恩賜辦公室同工智慧和能力，在網站新增

網上奉献功能、組織公開講座、感恩聚會時可以

考慮周全，按時順利完成各項工作。 

 

 

 

IV) 美國家新 

1) 感謝主! 夏威夷在四月初舉辦的 [五合一] 

神國好漢特會已經圓滿結束。 雖然參加的 

[好漢] 不像預期的多, 但與當地教會和牧

者同工有美好的交通, 可以更有策略性的

在當地推動家新營會。 

2) 感謝讚美主! 郝偉業總幹事順利和波士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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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南加洛杉磯, 北加, 俄亥俄州, 逹拉斯和聖

地牙哥在五月份期間舉辦的國、粵語[恩愛夫婦

營] ] 和 [夫婦進深營]禱告, 求主預備學員

夫婦,同工帶領夫婦,讓領會的夫婦們和學員夫

婦們都一同見証聖靈的大能工作! 領受祝福。 

 

 



 

V) 香港家新 

1) 本會董事的父親受洗歸主 

 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祂的人

(羅1:16)！本會董事龐元燊律師的父親，在

耄耋之年決志信主。於3月27日在其家中接

受教會牧師施洗及領聖餐。感謝神的恩典和

拯救。榮耀歸主。 

 

「直到你們年老，我仍這樣；直到你們髮白，

我仍懷搋。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懷抱，

也必拯救。」 (賽46:4) 

 

 

2) 家新人愛的禮物 

 感謝神豐富的供應，播道會泉福堂肢體親手

製作了500只美麗的天鵝，送贈予本會作營

會歡迎禮物。此外，也有學員以「水牛蝴蝶

主裡合一」為主題，製作一批吊飾送予本會。 

 深感主的恩典藉肢體的愛澆灌家新。 

 

「又願主叫你們彼此相愛的心，並愛眾人的心都

能增長，如同我們愛你們一樣。」(帖前3:12) 

 

 

3) MER1及MER2帶領夫婦檢定合格 

 感謝神的裝備及造就，經國際家新評核，黃

子健，梁德瓊伉儷獲通過成為MER2「檢定合

格帶領夫婦」；此外，周啟雄、鄧玉歡伉儷

及方家俊、夏淑雯伉儷獲通過成為MER1「檢

定合格帶領夫婦」。 

 感恩以上三對夫婦的忠心的服事及愛心的

擺上！ 

 

「願你與人所同有的信心顯出功效，使知道人你

們各樣善事都是為基督作的」(門 6)  

 

V) 香港家新 

1) 家新主日傳講生命信息 

五月份共有3間教會邀請本會主領家新主日，包

括： 

 愛羔教會—劉偉強牧師負責 

 宣道會福蔭堂—唐財方牧師負責 

 基督教信望愛沙田堂—劉英峰牧師負責 

願神使用三位牧者傳講生命之道，建立婚姻家

庭，造就敬虔的一下代。 

 

「你的兒女都要受耶和華的教訓；你的兒女必大享

平安。」(賽54:13)  

 

 

2) 帶領夫婦培訓班 

 本會將於6月29日至7月1日(週六至週一)舉辦一

年一度之「帶領夫婦培訓」，現時仍未有學員報

名。現今社會講求速食文化，家新堅持對塑造帶

領夫婦的生命品格及培訓有嚴格要求。求聖靈感

動更多心中純正、接受引導的夫婦起來，接受裝

備，承傳建立婚姻家庭的使命。 

 

「於是，祂按心中的純正牧養他們，用手中的巧妙

引導他們。」(詩78:72)  

 

 

3) 家新退修營 

 6月7日至9日於十哩銀灘舉行帶領夫婦退

修營，暫定主題為：祢是我的神。 

 請祈禱記念一切籌備工作、交通安排及退

修內容。 

 求主親自帶領，建立家新主僕人對稱謝和

尊崇神的生命。 

 

「祢是我的神，我要稱謝祢！祢是我的神，我要尊崇

祢！」(詩118:28) 

 



 

V) 香港家新 (續) 

4) 康樂服事，主裡聯誼 

 康樂組為家新人在繁忙的工作及事奉中，於

4月 27日安排「港珠澳大橋中山斗門白籐

湖海鮮一天遊」。讓家新人及家屬能享受大

自然的美麗及美食，並有主裡聯誼。 

 是次活動共 14人出席。 

 

「要叫他們的心得安慰，因愛心互相聯絡…」 

(西 2:2上) 

 

 

V) 香港家新 (續) 

4) 靈命塑造，承託生命事奉 

 家新的異象：建立生命品格，活像基督的家新人 

 家新使命：從恩愛夫婦營作開始，再以營會之跟

進來更新夫婦的婚姻關係，進而促進靈命的

復興，朝向落實夫婦全人品格的發展。 

 神話語是家新的柱石和根基，以致能持守家新的

核心價值，身體力行地榮耀神！ 

 願聖靈感動和更新的大能，幫助我們接受聖靈的

塑造，神話語的引導，承託生命的事奉，經

歷服事的喜樂和滿足。 

 

「祢必將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祢面前有滿足的喜

樂；在祢右手中有永遠的福樂。」(詩 16:11)  

 

 

 

Ⅵ) 台灣家新 

 

1) 為 4月 PMER1順利圓滿結束、果效良好，特

別為幾對牧師、師母能將埋在心中多年的心

結能夠解開獻上感恩，求主繼續帶領這 15

對牧者夫婦能夠落實跟進，使夫妻關係更合

一。也為四對帶領夫婦能同心侍奉、和諧合

一帶來的美好果效獻上感恩。 

2) 感謝主，5月 MER2報名已達 17對，求主賜

福這場營會，無論帶領同工或學員都有滿滿

的收穫。 

 

Ⅵ) 台灣家新 

 

1) 請為 5/20-22還有一場 PMER1，求主賜福來營的

12對夫婦有謙卑受教的心，也賜給服侍的同工滿

有聖靈的恩膏與同在，成為主使用的貴重器皿，

大大祝福來營的夫婦。 

2) 六月7-9日端午連假有兩場MER1同時在台北及嘉

義舉行，目前已推動北部及中南部幾間教會，但

人數尚不足開營，求主恩待動員順利。 

3) 請繼續為同工中同時有幾位姊妹膝蓋、手臂不

適，幾位弟兄腰部不適，求神憐憫醫治。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1) 感謝神，法國巴黎於四月份舉行的恩愛夫婦

營，有九對參加夫婦共得到神的祝福。三對

帶領夫婦感恩，能彼此配撘，同心事奉。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1) 於五月 4-7日，在英國利物浦和曼城，將舉辦五

合一神國特會。求神保守參加者。 

2) 於五月 9-12日，在德國杜塞爾多夫，將舉辦五

合一神國特會。求神保守參加者。 

3) 於五月14-16日，在匈牙利布達佩斯，將舉辦教

牧恩愛夫婦營。求神保守參加者。 

4) 於五月27-29日，將在史雲頓舉辦粤語恩愛夫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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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為4月29日至5月1日 MER2 的 LCT感恩。 

 

Ⅷ)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1） 為 9月 7-9日 MER 1的 LCT禱告。目前正積極物

色及邀請合適的同工來接受裝備。 

 

2） 為東馬家新協調小組能夠與各教會建立美好的

合作關係，透過 MER的服事，鞏固家庭。 

 

3） 繼續為東馬及新加坡的家新協調小组能够有效

的合作禱告， 能夠把祝福带给更多在東南亞各

國的華人的教會。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1) 現階段有三個跟進小組在有序地進行中，感

謝主！我們有盡責委身的跟進小組組長。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1） 為新加坡的家新夫婦守望禱告，能不忘在營會學

習到的操練，不時的在夫妻生活中使用，與神三

人行，持續的進行生命的更新。 

2） 請為服事同工禱告，激勵我們在軟弱中仍能順服

行事，委身事工利人利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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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開路在2019年6月11-13日將由邱會長親自主

理，在巴西舉辦第一屆牧者夫婦恩愛營會， 盼能

順利舉辦。並祝願家新事工在南美大國--巴西能

迅速擴展，讓更多的華人夫婦的關係得着祝福, 

致榮神益人。 

2) 記念於2019年6月中將在阿根廷舉行的MER2，求神

保守看顧能有5對以上的夫婦参加。 

3) 記念慶祝家新事工在阿根廷第15周年，今年8月18

日會舉行家新晚會，向神獻上感谢。 

4) 記念在2019年11月12-14日, 計劃於阿根廷舉辦

的 ME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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