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4 月份
请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全球的营会及事工祷告
日期
4 月 20 - 22 日

地点
台东

事工
164 届恩爱夫妇营 MER1(教牧)

语言
国语

5 月 1-3 日

桃园

23 届夫妇进深营 MER2

国语

二零二零年四月份「家新」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事项：

代祷事项：

I)

I)

国际家新

1) 为邱会长于 1-3 月期间因疫情蔓延，各
地营会及活动取消，有短暂的休息和充
电而守望。祈求神赐予会长强健兴盛的
身心灵，恩上加恩、力上加力，为疫症
过后紧凑的服事能重新得力，再上征
程。

1)

于 3 月底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今年(2020
年) 全球计划主办之「30 周年庆典」
、
「全
球同工大会」 以及「神国特会」全部取
消，延后到明年(2021 年)举行。请在祷
告中纪念全球同工及“家新人”同蒙保
守，身心平安。

2) 为会计部同工能顺利完成 2019 年度财
务审计报告祷告。求主赐给核数师智
慧，审计报告能于 4 月底之前完成，呈
交美国会计部。

2)

因着新冠肺炎疫症狂扫全球的影响，家
新 2020 年上半年计划在世界２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开办的 「恩爱夫妇营」和 「神
国特会」几乎全面停止。请在祷告中呼
求神帮助全球家新团队能化负为正，在
捆锁中的个人、夫妻能更多亲近神、等
侯主。透过网络平台加强彼此的联系和
代祷。经过休养生息，重新得力，在新
冠疫症过后能如鹰展翅上腾，奔跑不困
倦，行走有能力。

3)

因着疫情之蔓延，许多营会及讲座被迫
取消，严重影响总会的奉献收入。请继
续为国际家新总会每个月的经常费和所
需要的财务资源，祷告神加倍的供应。
使同工生活费以及计划的事工得以顺利
推展，让家新的服侍能造就、祝福更多
的华人婚姻家庭。

4)

为总会急需招聘的同工迫切祷告，祈求
神预备合适工人，并亲自选召对神和家
新事工有异象、使命、及认同核心价值
的同路人，参与下列服事岗位：
i) 会长室行政助理
ii) 多媒体事工推广主任（影音视频、
平面设计、文宣、美编、社交媒体、网
上推广）
iii)
直接事工部主任

5)

为总部能按预定时间表，顺利完成 CFFC
CRM 系统而祷告。希望可以一次过全面解
决家新总部和全球各分会及协调小组总
数据库(Master Data Base)长期混乱的

国际家新

3.) 感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好第 2 篇
e-Newsletter 的文章内容，为总部第
1 次自行透过 MailChimp 发放第 2 次
e-Newsletter 都能顺利送达读者祷
告。不单止 e-Newsletter 的内容能吸
引更多的订阅者，并且提升读者个人
灵命，造福他们的婚姻家庭。

困扰。以致家新总部及全球分会，在人
力物力金钱时间效率上可以同步更新。

6) 现任会长室行政助理吴羿劭(Simon Wu)弟
兄因着个人家庭的需要，决定三月底辞职
回台。愿主纪念他过去四个月在国际家新
总部的忠心服事，以及尽心尽力的摆上。
愿神大大赐福弟兄回台后居住和工作的
安顿，并且在寻找新的教会、团契和服事
岗位尽都顺利、荣神益人！

Ⅱ) 加拿大家新
1) 经过 Alberta 带领夫妇及当地教牧同工
会的努力推广，已经有五对教牧报名教
牧营，感谢主的供应，求主继续感动带
领更多教牧报名。

2)

3)

Ⅱ) 加拿大家新
1)

温哥华和多伦多两地都需要聘请各一位行
政助理，求主带领合适的同工加入团队，
一起服事这个世代。

2)

有些地区的每月祷告会改为网上进行，也
有不错的效果，求主继续教导我们更懂得
如何祷告，更迫切的祷告，也更新每个同
工的心思意念，成为更合用的器皿。

3)

3 月 20-22 日，应美国底特律和加拿大温莎
（已经归美国家新管理）两家教会邀请，

多伦多的国语 LCT 有五对夫妇，Alberta
的国语 LCT 有四对，感谢主感动这些同
工愿意投入家新服事，求主亲自装备他
们，成为合用的器皿。

感恩疫情没有拦阻弟兄姐妹们爱主的
心，最近的营会报名情况理想。温哥华
粤语 MER2 也于 2 月 20-22 日顺利举行，
共 8 对夫妇及 3 对同工蒙受祝福，感谢
主的保守。

甄牧师和胡传道将提供教导，并与美国家
新的同工见面，彼此勉励，一起推广家新
事工，求主使用两地的配合，更大的祝福
教会和家新。

Ⅲ) 澳洲家新
1)

感谢神带领三月份在墨尔本举行的国语恩

Ⅲ) 澳洲家新
1)

爱夫妇营 MER 1 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
下顺利完成，共有 18 对夫妇参加, 各防
护措施有效推行下，众人安心聚会，在营 2)
会中，有 5 位先生决志信主，愿荣耀归予
神。

4-7月份在各省市举行的恩爱夫妇营、夫妇
进深营、公开聚会都会取消或延期举行，求
神赐智能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如何
服待众华人家庭。
求神赐董事及各省同工有智慧安排年底前
余下的恩爱夫妇营、夫妇进深营、公开聚
会 、神国特会、 及30周年庆祝活动。

3)
4)

求神祝福各项活动，并在经济上供应。
求神保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办公
室的运作及同工间的沟通，继续推广各项事
工。

5)

求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灵都强健，成为
别人的祝福。

6)

求神保守各省同工的家庭、婚姻、健康及工
作，特别是身体有软弱的同工。

IV) 美国家新

IV) 美国家新

1)

1)

为全球受到新冠状病毒疫情的肆虐祷告，求
主施恩，医冶，怜悯，让疫情早日止息。

2)

为全美在不同的州，特别是东西两岸的居民

感谢赞美主! 保守郝伟业干事夫妇出入平
安，在三月初去到印地安娜州主领国语
LCT-MER已经圆满结束. 为印地安娜的同
工团队多了生力军感恩。

被州市政府公告 [居家防疫] 的措施，防止
病毒的传播和被感染，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大部分同工们都要在家上班。祷告各地同工
们的家庭得蒙保守，身心灵健壮，利用这段
隔离的时间，操练归回安息，与主连结，在
主里享受衪的同在，衪的话成为我们脚前的
灯，路上的光。
3)

为美国家新董事们和总干事祷告，求主赐下
智慧，能力，平安，継续鼓励，带领同工们
在抗疫的这段时间全然倚靠主。

V) 香港家新

V) 香港家新

1) 教牧夫妇营视像大重聚
1)
因疫情缘故，需取消原订于2月9日举行的
大重聚。感谢神赐下渴慕重聚坚毅的心，

疫情蔓延，营会及聚会停滞
由于新冠肺炎肆虐，继3月份8项营会、属灵培
育及专题讲座需延期／取消。

参加者于3月15日改以zoom视像进行。
大家投入彼此问候、敬拜、分享、存款、
清垃圾、彼此代祷等，均有美好的经历。
深愿神引路，帮助两个跟进小组能坚持继

4月份，本会举办第187届MER1、应播道会恩福
堂举办的MER 2，以及恩福堂自办的MER1均相
继延期／取消。
此外，我们亦鼓励不同届别的跟进小组聚会以

续，不让疫症障碍了彼此婚姻和属灵生命
的建立。
「因为这神永永远远为我们的神；祂必作

视像形式举行。第25届MER2 重聚已落实以视
像举行。
求主赐给各家新人有坚持实践营会的经历，不

我们引路的，直到死时。」(诗48:14)

因疫情或其他环境影响，动摇夫妇同心亲近
神、学员彼此同心和守望！
「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不至摇动，因
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来10:23)

2) 参加者于预产期前参加教牧夫妇营
第37届PMER有两对教牧夫妇的妻子尚有一
至两个月便临盆，仍坚持参加营会，为要
巩固婚姻关系，更加恩爱。
2)
今天，蒙耶和华保守，母子平安，两位婴

婚姻家庭彰显主大爱：
在疫情持续蔓延并扩散致世界各地，大、中、

孩顺利出生，健康活泼。求主厚厚祝福两
个家庭。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
耶和华也喜爱。」
(诗37:23)

小学及幼儿园继续停课不早于4月20日、商店
及企业相继结业，裁员及停薪将会越发严峻；
本港及世界的经济大受打击，影响深远。
为避免疫情扩散，市民生活有极大改变，大家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
祂所给的赏赐。」 (诗127:3)
3) 本会财政蒙神保守
本会过去几年，财务上虽然非常紧拙，然
而，蒙神恩典供应，亦不致于亏损。

尽量留在家，避免在小区走动。停课／在家工
作／无薪假等，让家人相聚时间增多；但另一
方面，郄有家庭也因此更容易引起磨擦。
求主施恩帮助，家新人能坚守彼此相爱，与主
同行，在家庭、在小区活出不一让的见证。特
别是亲子关系，在疫情蔓延期间能增进彼此的

过去一年，分会能平稳应付各项营会及活
动、办公室营运及薪酬等支出；而办公室
亦由有心人奉献供本会使用。

了解，有更深的交心。
「34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
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35

此外，本会仍能对教会及基督教机构作出
奉献，今年更新增对一间教会作出奉献实
践主内一家。
「各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

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
是我的门徒了。」(约13:34-35)
「祂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
亲。」(玛4:6上

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
的。」(林后9:7)

3)

延续澳门及神学院夫妇营事工的发展
2019年澳门举办第3届MER1 及第一届MER 2，
2020年1月为伯特利神学院举办MER1。
求主保守引导，澳门及神学生夫妇营的薪火不
受疫情影响，继续相传。在黑暗的日子更彰显
神话语的真实。警醒我们更要珍惜眼前人，在
主里寻求婚姻的成长，一同进入神预备婚姻的
迦南美地。
「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看为善的，你都要遵行，
使你可以享福，并可以进去得耶和华向你列
祖起誓应许的那美地。
」(申6:18)

Ⅵ) 台湾家新
1)

2)

Ⅵ) 台湾家新

为 3/13-15 MER1-LCT 有 4 对夫妇参加，
有 3 对顺利结业感恩，求主继续坚固这

1) 因疫情升温，三月的教会婚姻讲座已决定取
消，期盼疫情趋缓后能重新举行，求主带领。

3 对夫妇的服侍心志，成为家新的生力
军。

2) 为4/2-4 嘉义场MER1 仍能如期举行献上感恩，
求主赐福所有与会者身体健康、灵里兴盛、生
命更新。
3) 4/13-15 及 4/20-22 台东两场 PMER1 目前决定

为 5/1-3 MER2 已达满营对数感恩，求
主保守疫情能趋缓，使营会开办不至于
受到影响。

如期举办，求主恩待参加的牧者不受疫情影
响，都能如期来参加。
4) 求神保守所有同工及其家人身心灵都平安健
康，不被疫情所影响。
5) 泰国曼谷第一届教牧夫妇营因疫情缘故预计
延至下半年举办，请为所需的场地(适合且价
格合宜)、经费(约 US$5,000)，求丰盛信实的
主按照祂的旨意赐下。

Ⅶ) 英国事工协调小组

Ⅶ) 英国事工协调小组

1) 感谢神，英国家新董事会成员，得到神带
领组成领袖祷告关怀网。

1) 由于疫情影响，五月份各营会及聚会现已暂
停或取消，求主使疫情尽快得解决。

2) 感谢神，英国家新董事会部份成员，于 3
月 13-15 日前往都栢林，举办领袖退修
会，互相关怀代祷，并商讨夫妇营事工。

2) 求主赐英国家新董事会，有聪明智慧在疫情
过后，可以再安排各营会及聚会，使更多夫
妇得到神的祝福。

Ⅷ)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Ⅷ)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1) 目前已有4对夫妇确认参加LCT 1 的培
训。求主保守他们服事的心志。

1)

请为东马 2020 所策划的营会祷告：
1-3/05/2020
MER 1（诗巫）
1-3/06/2020
MER 1（诗巫）
4-6/06/2020
MER 1（诗巫）
27-29/07/2020 LCT 1 （诗巫）
31/07-02/08
MER 2（诗巫）
29-31/08/2020 MER 1（马六甲）
9-11/10/2020 MER 1（民都鲁）

2)

求主特别保守 MER 2 的推广以及新 LC 的招
募和培训。

3)
4)

为东马家新协调小组能够与各教会建立美
好的合作关系，透过 MER 的服事，巩固家庭。
同时能够与新加坡协调小组有好的配搭，扩
张我们的境界，服事东南亚的众教会。

I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I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1)

1)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至今未见尽头，为全球

感恩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新加坡的同
工带领夫妇以及所有家新夫妇，蒙主保
守，目前所知皆属平安 。

2) 我们原计划三月份的营会，经过同工团队
评估，以及征询已报名夫妇的意见，做成
取消三月份营会，合并到七月份营会一并
举办。为此感恩！

X) 阿根廷事工协调小组
1)

在「新冠肺炎病毒」威胁之下，感谢神至
今所有阿根廷的家新同工及家新人均属安
康。

家新同工求神保守。
2) 为所有新加坡同工夫妇的平安健康，祈求祷
告。
3) 为新加坡所有四百多对家新夫妇的平安健
康，祷告祈求主的恩典常在。

X) 阿根廷事工协调小组
1)

经济仍未好转，又加上「新冠肺炎病毒」的
威胁阴影，真是求神赐家新同工们上头来的
智慧和力量，能知道如何在此困境中能持续
推展家新的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