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8 月份
请为 2020 年 8 月 1 日至 9 月 15 日全球的营会及事工祷告
日期

地点

事工

语言

8 月 17 日

国际家新、香港家新
联合祈祷会

以视像举行

粤语

8/31-9/3

苗栗

24 届夫妇进深营(教牧)

国

9/12

台中

系列讲座--我们的婚姻故事 A

国

8月

加拿大

网上公开家庭讲座

国粤语

8月

加拿大

各地 3 小时网上重温营

国粤语

二零二零年八月份「家新」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事项：
I)

国际家新

代祷事项：
I)

国际家新

1) 感谢神奇妙的恩典，虽然新冠肺炎疫情带 1) 虽然传统夫妇营模式服侍之门，被防疲措
施关闭，但使无变有之神却开了许多令人
来封家、封城、封国的严重灾害，但没有
惊叹的天窗!
人能关闭拦阻神自己要做的工作 !
求主继续保守祝福全球各分会已经起动
由今年 5 月开始至 9 月,家新总部投入
的重新非传统的“天窗服侍”的事工，也向
神呼求，早日疫症得以遏制，重新恢复“恩
支援创启地区以及美国分会之直播,
爱夫妇营”、“夫妇进深营”以及“神国木
以及网上平台(zoom)之培训讲座超过
兰”和“神国好汉”的事工!
45 次。预测 10 至 12 月将会有另外
31 次。
2) 为丘会长于 8 月份服事和网上培训守望，祈
求神赐予会长强健兴盛的身心灵，传递仆人
领袖生命的信息，造就同工。祷告神保守各
2) 感恩“家新知音”创刊号已经顺利完成包
装与寄发作业。感谢神供应义工协助，愿
主记念和赐福。愿神使用“家新知音”祝福
更多身边亲友夫妇，让更多华人婚姻与家

地同工们合一的服侍，带着谦卑敬虔受教的
心学习，做神合用的器皿。

3) 为总部经济祷告，8 月初起，总部需支付
同工遗散费，美国南加洛杉矶新的办公室
租金、装修、购买办公室家俱、网络、电
3) 感谢神保守丘会长在疫症期间完成多场
话安装、聘用新的总部同工等祷告神加倍
网上讲坛及同工培训聚会。愿神的话语牵
的供应，让家新的服侍能造就、祝福更多
的华人婚姻家庭。
动人心仰望主，并造就和祝福各地同工婚
姻与家庭，将荣耀颂赞归于神！
4) 为总部搬迁事宜祷告，求主预备价钱合理
的船运公司把香港办公室的物资，平安运
送到美国。
4) 感谢神看顾引导总会顺利完成遗散同工
及交接的工作。愿神记念同工多年的忠心
5) 为总部董事会“搬迁专案小组”祷告。祝福
服事，以及尽心尽力的摆上。愿神大大赐
小组成员身心灵健壮，有从神而来的智
福汉坤弟兄回新加坡后和家人的团聚，并
慧、谋略、才干、聪明，为总部预备最好
的规划带领，满有主的同在。
且在寻找新的工作和服事岗位尽都顺利、
庭蒙福得更新。

荣神益人！

Ⅱ) 加拿大家新

Ⅱ) 加拿大家新

1) 感谢赞美主！第一次粤语网上重温营顺 1) 重温营打开了一个新局面，分会将全力在全
利完成，六对带领夫妇合作无间，十对各
国各地推展，求主给行政同工有精神体力策
届家新之友参加，3 小时快乐的度过，营
划及推动，也感动带领夫妇及营友积极参
友反应极好，全部表达愿意参与第二期的
与，让我们在疫情中逆流而上，继续祝福华
重温营。带领夫妇也表达获益良多，甚有
人家庭。
合作带营的感觉。求主继续使用重温营，
帮助营友和同工们爱火重燃。
2) 分会计划在 10 月份左右为带领夫妇团队提
供 12 次的网上培训课程“圣经中的家庭观
及实战装备”，求神赐智慧给各位老师，并
2) 感谢主，公开讲座甚受好评，现场加网
络观看，已经祝福了近三千家庭。感恩有
使用这个课程装备带领夫妇生命成长，更加
更多同工加入讲座服事，8 月份继续有
国、粤语公开讲座，祝福教会和弟兄姐妹。
3)

各地教会邀请家新提供教导（讲道、讲
座和主日学）越来越多，近两个月已经提
供十几场，8 月份也有近十场，甚至远达
巴拿马，感谢主，借着网络，我们的服事
更加宽广。

有力的服事。
3) 各地带领夫妇团队士气高涨，积极参与各
种聚会装备自己，为此感恩，求主保守同
工们在疫情中更多经历主耶稣基督，也不
忘记仍然有许多家庭活在痛苦之中，极需
主的福音。

Ⅲ) 澳洲家新

Ⅲ) 澳洲家新

1)

1) 求神赐各董事及各省同工有智慧计划明年
在各省举行的恩爱夫妇营、进深营、 公开
聚会、神国好汉、神国木兰及卅+1周年庆祝
等活动的推广及预备。

感谢神带领在网站继续推出的 ”疫情下
的关怀”系列，能帮助各省营友及家人、
朋友一起经历全球世纪困境，继续服事
本地华人。

2) 求神保守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影响下，办公
室同工在家工作的运作及之间的沟通，继续
推动各项事工服事主。
3) 求神带领「留在家中」生活电影制作比赛，
以鼓励保持家庭欢乐和谐的气氛。现开始对
影片进行选拔。
4) 求神带领夫妇营网上报名软件的设计工作，
现时作后期测试，求主赐智慧给负责同工。

5) 求神赐给负责30周年特刊同工团队们有智慧
策划设计特刊，同心服事主。
6) 求神祝福各项活动，并在经济上供应。
7) 求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灵都强健，成为
别人的祝福。

IV) 美国家新

IV) 美国家新

1) 感谢赞美主! 美国家新举办第一届的同工 1) 継续为郝伟业总干事夫妇，和策略核心同工团
网上培训已经圆满结束。各地同工们在疫情中 队祷告，他们策划第二期的网上培训课程，将在八
透过网路平台学习彼此关顾，守望祷告。
2) 感谢赞美主! 办公室同工们每星期三次和
总干事一起在神话语上彼此学习，互相守望，

月初开跑，帮助和造就各地带领夫妇们在灵命上被
更新，彼此学习分享交流，彼此激励，增强团队的
凝聚力，同心侍主。

彼此代祷，预备好自己，为主所用。

2.) 鉴于疫情的不稳定，下半年的营会大部分地区
已经取消，求主赐当地负责同工智慧来作出决定亦
3 ) 感谢赞美主! 在疫情期间，仍然有一些家 激励同工们在等候期间，仍然不气馁，专心等候主。
新人慷慨奉献，为他们的爱心感谢主。
V) 香港家新

V) 香港家新

1) 国际家新与香港家新联合祈祷会：
8月17日晚以视像举行，主题：逆境中的福
音战士 (腓1:12-18)
感谢神，自2017年开始，每季一次的祷告

1) 诚聘全职总干事及物识继任会长：
本会急需对家新事工有负担的家新人起来承
担总干事及会长之职，带领香港分会的发展、
连结总会／教会。求主呼召立志遵行主道、敬

和属灵培育，把总会与香港分会连系起来。
我们本于基督真理，实践肢体相交、灵里
支持、互相勉励！总部迁址美国在即，临
别依依。愿我们以神话语彼此建立，以祷

畏神、良善委身及认同家新异象和使命的仆人
起来，投身神国，投身家新，成就神的美意，
建立婚姻家庭，让神得荣耀。
「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
为要成就祂的美意。」(腓2:13)

告互相祝福、持守以爱相系！
「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

们也当彼此相爱。」(约壹4:11)
2) 家庭主日有美好回响：
应宣道会尊主堂邀请，于6月21日之父亲节

2) 物识事工小组新成员：
香港分会事工小组成员委身家新、委身带领营

家庭主日讲道，主题：家庭-从创造家庭之
主而来的指示。以圣经真理为基础，以实
际经历为见证，帮助丈夫、妻子和儿女建
立以基督为中心的家庭。深愿众夫妇遵行

会服事，我们每两个月开会商讨各样事工、订
定事工的发展方向和策略。然而，有成员因着
年纪渐长、事奉重心转变、身体软弱等因素而
淡出。我们一方面多谢各人多年来的付出，同

主道，育养敬虔的儿女。此外，亦推介家
新的夫妇营。
感谢神，牧者及会众有美好的回响。愿荣

时亦呼求神感动有心志、爱家新、灵命成熟的
家新人，踏出信心的一步，加入事工小组，作
神喜悦的服事。

耀归与那又真又活的神！
「惟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常遵守我

「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
华也喜爱。
」(诗37:23)

的一切诫命，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
福。」 (申5:29)
3) 夫妇营宣传片：
感谢神的预备，国际家新制作了一辑夫妇
营宣传短片，可供分会下载及分享，以便
于家庭主日、家新主日或婚姻讲座时推介
恩爱夫妇营！影片内容切合现代夫妇的处
境，容易引起共鸣。
深愿神大大祝福这影片，激励更多夫妇参
加夫妇营，建立与蒙召的恩相称、荣耀神
的家庭。
「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

3) 受疫情影响，聚会及营会取消：
香港政府宣布4人限聚令延至本年年底，除非
疫情改善才会修订。
本会取消的聚会包括：187至191届MER 1、第
27届LCT、教会自办或邀请本会协办的营会亦
取消或延期。邀请本会主领聚会的数目也大
幅减少。
深愿神早日止息瘟疫蔓延、医治受感染者、
赐人心灵有平安。
「愿平安康泰归与远处的人，也归与近处的
人；并且我要医治他。这是耶和华说的。」
(赛57:19下)

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弗4:1)
Ⅵ) 台湾家新
1)

感谢主，7 月在基隆安乐圣光堂
两场婚姻讲座都已顺利完成，也能

达到推广的效果献上感恩。
2) 感谢主，8/31-9/3 24 届夫妇进
深营(PMER2)已有 12 对报名，
求主继续加添对数。

Ⅵ) 台湾家新
1) 8月PMER2今年首度尝试4天3夜，为课程表的
调整能达到放心、放松、放手的目标祷告，
求主照着祂丰盛的应许赐福众牧者及服事的
同工。
2) 应台中教会的邀请，将从9月到12月，每月举
办一场我们的婚姻故事系列讲座，求主恩待
四对主讲夫妇，借着分享他们的婚姻故事，
能感动参加者更深的看重婚姻的经营并且愿
意采取行动参加MER。

3) 泰国曼谷第一届教牧夫妇营原本预计在下半
年举办，但目前疫情仍不客观，故举办日期
预计再延至明年度，求主开路，相信祂有丰
富的慈爱与怜悯，必要成就这事，也请为所
需的经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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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家新组成董事会成员及领袖 1) 由于疫情影响各地封城，营会及聚会已取
祷告关怀网。
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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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感谢神，虽然各地由于疫情影响封城，
仍能用网上科技，去联络及关心各营会夫妇
成员。

Ⅷ)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Ⅷ)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1) 感谢主，所有带领夫妇都平安。跟进小
组也能够透过网络平台进行，效果也相当不
错。虽然没有实体的那么好，但夫妇营的学
习能能够被提醒和更新，对在管制令期间夫
妇们的相处，明显的有很大的帮助。

1) 请为东马 2020 所计划的唯一的营会祷告：
9-11/10/2020 MER 1（民都鲁）希望能够顺
利进行。

2) 带领夫妇每个月一次的晨祷会也一样通
过网络平台进行，身处各地的同工都能参与，
参与的同工还更多了，感谢主！

2) 为线上进行跟进小组的过程祷告，希望能够
帮助学员夫妇积极操练所学习的功课。
3) 为带领夫妇们个别透过网络平台进到学员
们的家中，与他们一同进行家庭礼拜的服事
祷告。求主感动有更多的同工能够参与，也
有更多的家庭的门愿意敞开。

I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1)

感恩新加坡顺利的选举出新一代的领导
团队，接棒继续带领国家走出新冠疫情
的困境。

2)

感恩我们家新带领夫妇同工团队继续保
持一颗火热服事的心，等待疫情缓和后
继续带领营会。

3)

1) 为家新总部迁往加州的一切筹备事宜以及
会长的身心灵健康，祈求上主恩待祝福。
2) 为我们在这疫情困境当中，帮助同工团队
思想如何能够继续来协助家新夫妇，也为
四百多对的家新人守望祷告。
3) 规划来年的营会方案，如何有效的在教会
家庭事工当中，发挥家新事工的关键性功
能。

感恩带领夫妇参与同工祷告会，继续为
家新事工守望祷告。

X) 阿根廷事工协调小组
1)

I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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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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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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