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4 月份
請為 2020 年 4 月 1 日至 5 月 15 日全球的營會及事工禱告
日期
4 月 20 - 22 日

地點
台東

事工
164 屆恩愛夫婦營 MER1(教牧)

語言
國語

5 月 1-3 日

桃園

23 屆夫婦進深營 MER2

國語

二零二零年四月份「家新」感恩代禱事項
感恩事項：

代禱事項：

I)

I)

國際家新

1) 為邱會長於 1-3 月期間因疫情蔓延，各
地營會及活動取消，有短暫的休息和充
電而守望。祈求神賜予會長強健興盛的
身心靈，恩上加恩、力上加力，為疫症
過後緊湊的服事能重新得力，再上征
程。

1)

於 3 月底召開緊急會議，通過今年(2020
年) 全球計畫主辦之「30 周年慶典」
、
「全
球同工大會」 以及「神國特會」全部取
消，延後到明年(2021 年)舉行。請在禱
告中紀念全球同工及“家新人”同蒙保
守，身心平安。

2) 為會計部同工能順利完成 2019 年度財
務審計報告禱告。求主賜給核數師智
慧，審計報告能於 4 月底之前完成，呈
交美國會計部。

2)

因著新冠肺炎疫症狂掃全球的影響，家
新 2020 年上半年計畫在世界２０多個國
家和地區開辦的 「恩愛夫婦營」和 「神
國特會」幾乎全面停止。請在禱告中呼
求神幫助全球家新團隊能化負為正，在
捆鎖中的個人、夫妻能更多親近神、等
侯主。透過網路平臺加強彼此的聯繫和
代禱。經過休養生息，重新得力，在新
冠疫症過後能如鷹展翅上騰，奔跑不困
倦，行走有能力。

3)

因著疫情之蔓延，許多營會及講座被迫
取消，嚴重影響總會的奉獻收入。請繼
續為國際家新總會每個月的經常費和所
需要的財務資源，禱告神加倍的供應。
使同工生活費以及計畫的事工得以順利
推展，讓家新的服侍能造就、祝福更多
的華人婚姻家庭。

4)

為總會急需招聘的同工迫切禱告，祈求
神預備合適工人，並親自選召對神和家
新事工有異象、使命、及認同核心價值
的同路人，參與下列服事崗位：
i) 會長室行政助理
ii) 多媒體事工推廣主任
（影音視頻、平面設計、文宣、
美編、社交媒體、網上推廣）
iii) 直接事工部主任

5)

為總部能按預定時間表，順利完成 CFFC
CRM 系統而禱告。希望可以一次過全面解
決家新總部和全球各分會及協調小組總
資料庫(Master Data Base)長期混亂的

國際家新

3.) 感謝神已經為我們預備好第 2 篇
e-Newsletter 的文章內容，為總部第
1 次自行透過 MailChimp 發放第 2 次
e-Newsletter 都能順利送達讀者禱
告。不單止 e-Newsletter 的內容能吸
引更多的訂閱者，並且提升讀者個人
靈命，造福他們的婚姻家庭。

困擾。以致家新總部及全球分會，在人
力物力金錢時間效率上可以同步更新。

6) 現任會長室行政助理吳羿劭(Simon Wu)弟
兄因著個人家庭的需要，決定三月底辭職
回台。願主紀念他過去四個月在國際家新
總部的忠心服事，以及盡心盡力的擺上。
願神大大賜福弟兄回台後居住和工作的
安頓，並且在尋找新的教會、團契和服事
崗位盡都順利、榮神益人！

Ⅱ) 加拿大家新
1) 經過 Alberta 帶領夫婦及當地教牧同工
會的努力推廣，已經有五對教牧報名教
牧營，感謝主的供應，求主繼續感動帶
領更多教牧報名。

2)

3)

Ⅱ) 加拿大家新
1)

溫哥華和多倫多兩地都需要聘請各一位元
行政助理，求主帶領合適的同工加入團
隊，一起服事這個世代。

2)

有些地區的每月禱告會改為網上進行，也
有不錯的效果，求主繼續教導我們更懂得
如何禱告，更迫切的禱告，也更新每個同
工的心思意念，成為更合用的器皿。

3)

3 月 20-22 日，應美國底特律和加拿大溫莎
（已經歸美國家新管理）兩家教會邀請，

多倫多的國語 LCT 有五對夫婦，Alberta
的國語 LCT 有四對，感謝主感動這些同
工願意投入家新服事，求主親自裝備他
們，成為合用的器皿。

感恩疫情沒有攔阻弟兄姐妹們愛主的
心，最近的營會報名情況理想。溫哥華
粵語 MER2 也於 2 月 20-22 日順利舉行，
共 8 對夫婦及 3 對同工蒙受祝福，感謝
主的保守。

甄牧師和胡傳道將提供教導，並與美國家
新的同工見面，彼此勉勵，一起推廣家新
事工，求主使用兩地的配合，更大的祝福
教會和家新。

Ⅲ) 澳洲家新
1)

感謝神帶領三月份在墨爾本舉行的國語恩

Ⅲ) 澳洲家新
1)

愛夫婦營 MER 1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
下順利完成，共有 18 對夫婦參加, 各防
護措施有效推行下，眾人安心聚會，在營 2)
會中，有 5 位先生決志信主，願榮耀歸予
神。

4-7月份在各省市舉行的恩愛夫婦營、夫婦
進深營、公開聚會都會取消或延期舉行，求
神賜智慧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如何
服待眾華人家庭。
求神賜董事及各省同工有智慧安排年底前
餘下的恩愛夫婦營、夫婦進深營、公開聚
會 、神國特會、 及30周年慶祝活動。

3)
4)

求神祝福各項活動，並在經濟上供應。
求神保守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辦公
室的運作及同工間的溝通，繼續推廣各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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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V) 美國家新

IV) 美國家新

1)

1)

為全球受到新冠狀病毒疫情的肆虐禱告，求
主施恩，醫冶，憐憫，讓疫情早日止息。

2)

為全美在不同的州，特別是東西兩岸的居民

感謝讚美主! 保守郝偉業幹事夫婦出入平
安，在三月初去到印地安娜州主領國語
LCT-MER已經圓滿結束. 為印地安娜的同
工團隊多了生力軍感恩。

被州市政府公告 [居家防疫] 的措施，防止
病毒的傳播和被感染，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大部分同工們都要在家上班。禱告各地同工
們的家庭得蒙保守，身心靈健壯，利用這段
隔離的時間，操練歸回安息，與主連結，在
主裡享受衪的同在，衪的話成為我們腳前的
燈，路上的光。
3)

為美國家新董事們和總幹事禱告，求主賜下
智慧，能力，平安，継續鼓勵，帶領同工們
在抗疫的這段時間全然倚靠主。

V) 香港家新

V) 香港家新

1) 教牧夫婦營視像大重聚
1)
因疫情緣故，需取消原訂於2月9日舉行的
大重聚。感謝神賜下渴慕重聚堅毅的心，

疫情蔓延，營會及聚會停滯
由於新冠肺炎肆虐，繼3月份8項營會、屬靈培
育及專題講座需延期／取消。

參加者於3月15日改以zoom視像進行。
大家投入彼此問候、敬拜、分享、存款、
清垃圾、彼此代禱等，均有美好的經歷。
深願神引路，幫助兩個跟進小組能堅持繼

4月份，本會舉辦第187屆MER1、應播道會恩福
堂舉辦的MER 2，以及恩福堂自辦的MER1均相
繼延期／取消。
此外，我們亦鼓勵不同屆別的跟進小組聚會以

續，不讓疫症障礙了彼此婚姻和屬靈生命
的建立。
「因為這神永永遠遠為我們的神；祂必作

視像形式舉行。第25屆MER2 重聚已落實以視
像舉行。
求主賜給各家新人有堅持實踐營會的經歷，不

我們引路的，直到死時。」(詩48:14)

因疫情或其他環境影響，動搖夫婦同心親近
神、學員彼此同心和守望！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
為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來10:23)

2) 參加者於預產期前參加教牧夫婦營
第37屆PMER有兩對教牧夫婦的妻子尚有一
至兩個月便臨盆，仍堅持參加營會，為要
鞏固婚姻關係，更加恩愛。
2)
今天，蒙耶和華保守，母子平安，兩位嬰

婚姻家庭彰顯主大愛：
在疫情持續蔓延並擴散致世界各地，大、中、

孩順利出生，健康活潑。求主厚厚祝福兩
個家庭。
「義人的腳步被耶和華立定；他的道路，
耶和華也喜愛。」
(詩37:23)

小學及幼稚園繼續停課不早於4月20日、商店
及企業相繼結業，裁員及停薪將會越發嚴峻；
本港及世界的經濟大受打擊，影響深遠。
為避免疫情擴散，市民生活有極大改變，大家

「兒女是耶和華所賜的產業；所懷的胎是
祂所給的賞賜。」 (詩127:3)
3) 本會財政蒙神保守
本會過去幾年，財務上雖然非常緊拙，然
而，蒙神恩典供應，亦不致於虧損。

儘量留在家，避免在社區走動。停課／在家工
作／無薪假等，讓家人相聚時間增多；但另一
方面，郤有家庭也因此更容易引起磨擦。
求主施恩幫助，家新人能堅守彼此相愛，與主
同行，在家庭、在社區活出不一讓的見證。特
別是親子關係，在疫情蔓延期間能增進彼此的

過去一年，分會能平穩應付各項營會及活
動、辦公室營運及薪酬等支出；而辦公室
亦由有心人奉獻供本會使用。

瞭解，有更深的交心。
「34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
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相愛。35

此外，本會仍能對教會及基督教機構作出
奉獻，今年更新增對一間教會作出奉獻實
踐主內一家。
「各人要隨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難，不

你們若有彼此相愛的心，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
是我的門徒了。」(約13:34-35)
「祂必使父親的心轉向兒女，兒女的心轉向父
親。」(瑪4:6上

要勉強，因為捐得樂意的人是神所喜愛
的。」(林後9:7)

3)

延續澳門及神學院夫婦營事工的發展
2019年澳門舉辦第3屆MER1 及第一屆MER 2，
2020年1月為伯特利神學院舉辦MER1。
求主保守引導，澳門及神學生夫婦營的薪火不
受疫情影響，繼續相傳。在黑暗的日子更彰顯
神話語的真實。警醒我們更要珍惜眼前人，在
主裡尋求婚姻的成長，一同進入神預備婚姻的
迦南美地。
「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看為善的，你都要遵
行，使你可以享福，並可以進去得耶和華向
你列祖起誓應許的那美地。」(申6:18)

Ⅵ) 臺灣家新
1)

2)

Ⅵ) 臺灣家新

為 3/13-15 MER1-LCT 有 4 對夫婦參
加，有 3 對順利結業感恩，求主繼續堅

1) 因疫情升溫，三月的教會婚姻講座已決定取
消，期盼疫情趨緩後能重新舉行，求主帶領。

固這 3 對夫婦的服侍心志，成為家新的
生力軍。

2) 為 4/2-4 嘉義場 MER1 仍能如期舉行獻上感
恩，求主賜福所有與會者身體健康、靈裡興
盛、生命更新。
3) 4/13-15 及 4/20-22 台東兩場 PMER1 目前決定

為 5/1-3 MER2 已達滿營對數感恩，求
主保守疫情能趨緩，使營會開辦不至於
受到影響。

如期舉辦，求主恩待參加的牧者不受疫情影
響，都能如期來參加。
4) 求神保守所有同工及其家人身心靈都平安健
康，不被疫情所影響。
5) 泰國曼谷第一屆教牧夫婦營因疫情緣故預計
延至下半年舉辦，請為所需的場地(適合且價
格合宜)、經費(約 US$5,000)，求豐盛信實的
主按照祂的旨意賜下。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1) 感謝神，英國家新董事會成員，得到神帶
領組成領袖禱告關懷網。

1) 由於疫情影響，五月份各營會及聚會現已暫
停或取消，求主使疫情儘快得解決。

2) 感謝神，英國家新董事會部份成員，于 3
月 13-15 日前往都栢林，舉辦領袖退修
會，互相關懷代禱，並商討夫婦營事工。

2) 求主賜英國家新董事會，有聰明智慧在疫情
過後，可以再安排各營會及聚會，使更多夫
婦得到神的祝福。

Ⅷ)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Ⅷ)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1) 目前已有4對夫婦確認參加LCT 1 的培
訓。求主保守他們服事的心志。

1)

請為東馬 2020 所策劃的營會禱告：
1-3/05/2020
MER 1（詩巫）
1-3/06/2020
MER 1（詩巫）
4-6/06/2020
MER 1（詩巫）
27-29/07/2020 LCT 1 （詩巫）
31/07-02/08
MER 2（詩巫）
29-31/08/2020 MER 1（麻六甲）
9-11/10/2020 MER 1（民都魯）

2)

求主特別保守 MER 2 的推廣以及新 LC 的招
募和培訓。

3)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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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時能夠與新加坡協調小組有好的配搭，擴
張我們的境界，服事東南亞的眾教會。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1)

1) 新冠疫情全球蔓延至今未見盡頭，為全球

感恩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新加坡的同
工帶領夫婦以及所有家新夫婦，蒙主保
守，目前所知皆屬平安 。

2) 我們原計劃三月份的營會，經過同工團隊
評估，以及徵詢已報名夫婦的意見，做成
取消三月份營會，合併到七月份營會一併
舉辦。為此感恩！

X)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1)

在「新冠肺炎病毒」威脅之下，感謝神至
今所有阿根廷的家新同工及家新人均屬安
康。

家新同工求神保守。
2) 為所有新加坡同工夫婦的平安健康，祈求禱
告。
3) 為新加坡所有四百多對家新夫婦的平安健
康，禱告祈求主的恩典常在。

X)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1)

經濟仍未好轉，又加上「新冠肺炎病毒」的
威脅陰影，真是求神賜家新同工們上頭來的
智慧和力量，能知道如何在此困境中能持續
推展家新的事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