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年 9 月份
请为 2020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全球的营会及事工祷告
日期

地点

事工

语言

8/31-9/3

苗栗

24 届夫妇进深营(教牧)

国语

9/5

网上

英国家新网上董事会议及周年大会

国、粤语

9/12

台中

系列讲座--我们的婚姻故事 A

国语

9/12

视像聚会

家新人加油站

粤语

9/25-27

新竹

同工退修会

国语

10/9-11

嘉义

168 届恩爱夫妇营

国语

10/9-11

台北

169 届恩爱夫妇营

国语

9-10 月

加拿大

网上公开家庭讲座

国、粤语

9-10 月

加拿大

各地 3 小时网上重温营

国、粤语

9-10 月

加拿大

各地每月祷告会

国、粤语

二零二零年九月份「家新」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事项：

代祷事项：

I)

I)

国际家新

国际家新

1) 请为丘会长于 9 月份的服事和网上培训 1) 感谢神差派天使帮助总部在出售总部办
公室的程序和议价上得到一些专业的意
守望。保守会长在忙碌的事奉中，靠主得
见,求主保守总部办公室能够于 2020 年
安息，将祷告的恩典多多加给他，保持在
底以合理的价钱卖出。
隐密处与神的相交，领受从神而来的启
2) 求主帮助美国家新郝伟业总干事,为总部在
示，牧养，造就每一位家新人。
2) 感谢各分会和地区小组的努力配合，尽力
缴付积欠总部应付帐款而感恩！应收金额
虽仍有落差，求神为我们打开天上的窗
户，丰沛地浇灌给各分会、地区小组，远
超我们所求所想的！
3) 感谢主!“家新训练学院”4 位负责的讲
师已完成所有的课程大纲与讲义的编写
工作。求主祝福他们 9 月 25-27 日在新竹
举办的 4 个课程:
张琴惠教授:“归心祷告”
陈增韡牧师:“夫妻门徒训练”
吕意达教授:“体验教育”
马荣隆弟兄:“教牧恩爱夫妇营的推动
与策略”。
4) 感谢神带领会长与创启地区每个月有稳
定的网上同工培训和公开讲座的活动与
分享交流，增进了彼此的沟通和关系，以
及促进团体的合一。

美国南加洲洛杉矶寻找租用新的办公室、添
置办公室家俱、仪器、网络、电话安装、聘
用新的总部同工等有属天的智慧和通达的
道路。并赐给他健康的身体, 身心灵都健
壮。
3) 为家新之搬迁费用以及回美后之行政及
人事费用,求主丰富供应。

I)国际家新
5) 感谢赞美主! 总部向政府申请资助计划,
已获批工资的部份补贴和资助。
6)

为 8 月 31 日- 9 月 3 日台湾分会首次
尝试主办 4 天 3 夜的“教牧恩爱夫妇营”
代祷。求主祝福 13 对参加的教牧夫妇能
够安静等候、全然安息、以致重新得力,
如鹰上腾。

7) 澳洲分会创意推出的疫情期间「留在家中」
生活电影制作比赛感谢神。最后得奖的前
3 名名单将会于 9 月初发布,为澳洲分会同
工的辛劳摆上而感恩。
8) 感谢神奇妙的恩典，虽然新冠肺炎疫情
带来封家、封城、封国的严重灾害，但
没有人能关闭拦阻神自己要做的工作!
由今年 1 月开始至 7 月, 全球家新分会使用
网上平台(zoom)开办之各种培训讲座、
“跟进小组”以及祷告交通聚会超过
264 次,预测 8 月至 12 月将会有另外 210 次。

1)国际家新

Ⅱ) 加拿大家新
1)

Ⅱ) 加拿大家新

感谢赞美主！温哥华国语第一届云端重温 1)
营顺利完成，五对带领夫妇及八对学员
（同一届）参与，大家对重温营评价甚好，
都愿意继续参加。温哥华另外一届学员

各地重温营持续开展，带领夫妇团队士气
高涨，积极投入，鼓励营友参加，预计到
年末将会开多七至十个重温营，并开始探讨
第二期重温营的安排，求神引导带领。

主动要求为他们举办，现已在积极预备中。
2) 感谢主，8 月份继续有国、粤语网上公开
讲座，现场总共有 460 个家庭参与。录影

2) 分会原计划于 10 月份开始的网上培训课程
“圣
经中的家庭观及实战装备”
，因已经有
美国分会的培训，将推迟至明年 1-5 月份之

的观看次数已经超越现场，分会将继续提

间进行。感谢主，国、粤语都已经各有五位

供不同形式的网上讲座，祝福教会和弟兄
姐妹。

老师（都是带领夫妇）
，求主赐智慧给老师
们预备好课程，教学相长。我们也愿意效法
美国分会，开放培训给其他地区的同工。

3) 满渥的带领夫妇每周有男人聚会，一起学
习成为合神心意的男人，为同工们追求生
命成长的心志感恩。
4) 感谢美国分会的国度胸襟，开放他们的培

3) 大部分地区的每月网上祷告会顺利进行，在
疫情中同工们彼此鼓励和代祷，非常美好的
画面。求圣灵继续动工，更多同工体会到祷
告的重要性。

训给加拿大，大家甚得帮助，也感恩能与
各地同工认识，求主继续赐福剩下三堂的
教导。
5) 因有政府对受疫情影响机构的资助，加上奉
献者的积极支持，财务赤字逐月减少，感谢
主的恩典。
III) 美国家新
1) 感谢赞美主! 美国家新粤语同工网上培训
亦己开始，感恩丘会长抽暇教导鼓励。
各地同工们在疫情中透过网路平台学习
彼此关顾，守望祷告。
2) 感谢赞美主!在疫情期间，仍然有一些
家新人慷慨奉献，为他们的爱心感谢主。

III) 美国家新
1) 请为郝伟业总干事夫妇，和策略核心同工团队
祷告。他们策划推出一连六个星期的第一期的
网上婚姻成长训练班，报名踊跃，已在八月底
开跑。祷告这个训练班能祝福和造就社区及教
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婚姻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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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出决定亦激励同工们在等候期间，仍然不
气馁，专心等候主。

IV) 澳洲家新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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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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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活动的推广及预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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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影片进行选拔会在九月初公布得奖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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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慧完成最后教对同心服事主。
6) 求神祝福各项活动，并在经济上供应。
7) 求神保守全球因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人
早日康复，安慰死者家人，特别看顾
墨尔本能尽快控制疫情，回复正常生活。
8) 求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灵都强健，
成为别人的祝福。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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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香港家新
1) 总会认可「家新人加油站」成为带领夫妇

V) 香港家新
1) 丘清泰会长临别勉励：

再检定之条件：
本会每季举行一次之「家新人加油站」是
家新人其中一项属灵培育事工，内容包括：
祈祷、敬拜、增进营会带领技巧、带领营

于8月29日上午举行网上聚会，丘会长
亲临与本会带领夫妇会面，给予我们勉励
，共57人出席。
内容包括：敬拜、丘会长勉励、自由分享、

会见证分享、本会及总会最新消息、属灵
培育 – 学习新领域、分享代祷等。
感谢神，获总会认可申请再检定的带领夫

以诗歌 (《主的爱》、
《因祂活着》)及
神的话语 (罗15:5、6、13)祝福总会及博士
，旧雨新知都有深情的感恩和分享。

妇以参加上述聚会，并提交「参加者心得

多谢博士勉励我们：

报告」作为符合「参加家新或其他机构主
办与夫妇关系、灵命成长或个人成长相关
的讲座、训练班或营会」的申请条件。
在疫情期间，我们更需要珍惜学习成长的

常思常住、在基督里
或活或死、是主的人
心中无敌、所向无敌
为己无求、献主所有

机会、彼此相交、互相鼓励、在灵里互相
关心代祷，帮助我们的夫妇关系、家新人
的连结、与主的亲近都得以巩固。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坚持到底、永不言退
求主祝福丘会长、总会及众分会效法基督、
在建立婚姻家庭这千古属灵战场上，拉着
主的手同心合一地服事、见证神的大能、

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
(罗8:28)

荣耀归主！
「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
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
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15:13)

2) 资深带领夫妇委身参与跟进小组：
夫妇营营后的跟进小组对帮助学员
夫妇持续实践营会的学习、巩固夫妇
关系、小组成员成为互相支持、彼此
守望的团契，对持守营会的学习极为
重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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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畏神、良善委身及认同家新

本会有3对资深带领夫妇领受主的托付，
委身跟进小组的服事，几乎每次都会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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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席跟进小组聚会，给予学员鼓励和打气。
我们感恩他们的忠心的服事、愿主使用
他们手所作的工，成为学员夫妇生命成
长的祝福。
「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
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 (约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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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香港家新

V) 香港家新
3)

3)

面对疫情，延期举行的婚姻讲座
应丽城浸信会邀请，由本会辅导中心
辅导员主讲婚姻讲座，主题：「恩爱
夫妻，相敬如宾？」
虽然受严峻疫情影响，讲座要延期至
2021年3月举行。感谢神,教会仍坚定
夫妇的牧养，期望能继续举行实体的
婚姻讲座。
愿主使用是次讲座，祝福教会有肥美
丰盛的恩典！
「你将种子撒在地里，主必降雨在其上，

受疫情影响，聚会及营会取消：
因疫情仍未受控，宗教活动未能受豁免于
「限聚令」。
本会无奈取消10月2-4日举行的第192及
193届营会、沙田浸信会的自办营会亦暂停。
我们仍殷切地求主施恩，盼望一年一次的
夫妇进深营 (第26届) 能如期举行。
深愿家新人在逆境中持守基督信仰，蒙恩
事主，坚守主的托付，活出荣神益人，
学像基督的生命。
「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顺服基督，并要
为他受苦。
」(腓1:29)

并使地所出的粮肥美丰盛。」
(赛30:23)
Ⅵ) 台湾家新

Ⅵ) 台湾家新

1) 感谢主，8/31-9/3 PMER2 今年首度尝试
4 天 3 夜，课程表的调整众同工都已有
共识，期能达到放心、放松、放手的目标，
也求主照着祂丰盛的应许赐福 13 对牧者
及 4 对服事同工。

1) 应台中教会的邀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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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序为9/12荣隆、惠萍，
10/17潮瑞、敏华，11/14意达、刘萍，12/12
增韡、瑞珍 )，借着分享他们的婚姻故事，
能感动参加者更深的看重婚姻关系的经营并
且愿意积极采取行动参加MER1。

2)

感谢主，10 月嘉义 MER1 报名已达可
开班对数，同时举办的台北场次尚未达
开班标准，求主继续恩待加添对数。

2) 9/25-27为年度同工退修会，此次有四个课
程:夫妻门训、体验教育、教牧夫妇营、归心
祈祷，求主赐福，使讲者听者同受造就，也
求主感动同工踊跃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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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袖祷告关怀网。

2)

感谢神，虽然各地由于疫情影响封城，

1) 由于疫情影响各地封城，本年夏季的各
营会及聚会已取消。求主赐英国家新
董事会，有聪明智慧于疫情过后可以再
安排。

仍能用网上科技，去联络及关心各
营会夫妇成员。

2) 请记念在 9 月 5 日举行的英国家新网上
董事会议及周年大会，求神保守各商讨
事项和决策。
3) 请为各事工的计划代祷，包括粤语及国语
恩爱夫妇营，粤语夫妇进深营，带领夫妇
训练班。由于疫情影响，要明年再安排。

Ⅷ)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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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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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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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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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3)

感恩带领夫妇参与同工祷告会，继续
为家新事工守望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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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IX)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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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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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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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感恩线上进行的跟进小组能顺利完成，
希望能学员夫妇能继续积极操练所学习
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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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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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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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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右民 黄石珠
Jimmy & Shek Chu Tong
澳洲家新布里斯本
联络人
王建国 舒淑芬
David & Judy Wang

澳洲家新阿德莱德
联络人
谭祖德 谭光萍
Peter & Agnes Tam

台湾家新办公室
理事长
吕意达 I-Ta Lu
执行长
马荣隆 Tony Ma
行政助理
匡惠萍 Julie Ma
台湾家新北区办事处
办事处主任
许琼华
Chiung-Hua Hsu
台湾家新台湾南区
联络人
吕意达 刘萍
I-Ta & Penny Lu

美国家新办公室
董事会主席
刘鸿彬 Jonathan Lau
总干事
郝伟业 Wei Hao
行政同工兼秘书
梁洁莹 Stephanie Tran
会计同工
朱玉琴 Joy Tsai
助理同工
丁璐 Lulu Ding
美国家新洛杉矶(美西
区)
联络人
阳道华 周文华
Eric & Joyce Yang

香港家新办公室
会长
杨家杰 Ka Kit Yeung
总干事
唐财方 Raymond Tong
林陈淑婷 Erica Lam
会计同工
何雅韶 Suan Ho

美国家新北加州(国语)
联络人
杨悟铭 陈文薇
William Young & Wen
Chen

美国家新盐湖城
联络人
赵炳宏 陈麟贞
Gary & Frankie Chiu

美国家新维吉尼亚
联络人
李晓东 黄河
Peter & Helen Li

美国家新 波特兰 (国
语)
联络人
刘书豪 许巧儿
Jeremy Liu & Carly Hsu

美国家新马里兰
联络人
黄晶康 刘冉冉
Jack & Laura Huang

美国家新芝加哥(美中
区)
联络人
王勇强 戴成
Yongqiang & Cheng
Wang

美国家新宾州
联络人
伍经纬 马于菊
Jingwei Wu & Mary Ma

美国家新底特律
联络人
赵秉刚 谢若倩
Ping-Kang & Spring
Chao

美国家新康州
联络人
吴进壹 林燕玉
James & Tina Wu

美国家新俄亥俄
联络人
王灏 李懿恬
Dennis & Timmy Ong

美国家新亚特兰大
联络人
张世杰 高淑华
James & Shu-Wha Chang

美国家新印第安那
联络人
徐文杰 郑惠萍
Boon-Keat & Hwi-Peng
Chui

美国家新佛罗里达
联络人
黄健腾 旋丽红
Dennis & Yvonne Wong

美国家新堪萨斯州
联络人
张学辉 高洁妮
Mike & Jenny Cheung

美国家新北卡
联络人
费伟国 王亚明
Willie & Ya-Ming Fei

美国家新达拉斯
联络人
元法文 黄心怡
Fa-Wen & Hsin-Yi Yuan

美国家新田纳西州曼菲
斯市
联络人
常运朝 刘华
Yunchao & Hua Chang

加拿大家新办公室/多伦
多
董事会主席
王新和 David Wang
总干事
甄健威 Jimmy Zhen
加东粤语事工主任
待聘
加东国语事工主任
胡君才 Joe Hu

美国家新路易斯安那
联络人
刘云启 袁秀娟
Yuanqi & Suzan Liu

英国家新
董事会主席
林裕庆
Vincent Lim

美国家新北加州国语渡
假营
联络人
景澄宇 陶筱梅
Richard & Grace Ching

美国家新奥斯丁
联络人
汪良忠 舒林梅
Larry & Linmei Wang

法国事工
联络人
梁仁惇
Yan Dun Leung

美国家新北加州粤语渡
假营
联络人
龙子朝 何惠珍
Alfred & Jenny Lung

美国家新休士顿东区
联络人
王文祺 欧秀丽
Henry Wang & Sharon Ou

德国事工
联络人
杨晓东
Xiao Dong Yang

加拿大家新爱民顿
联络人
郑斌 李素萍
Bin & Susan Zheng

美国家新圣地牙哥(国
语)
联络人
余赐隆 陈梅芳
Slong & Mei-Fang Yu

美国家新奥克拉荷马
联络人
程保治 洪乃淑
Jeff & Naishu Cheng

北欧挪威家新
联络人
郑日耀 梁美红
Yat Yiu & Mei Hung
Cheng

加拿大家新卡加里
联络人
吴旭鸿 王若敏
Emmanuel & Jomin Ngo

美国家新南加州(粤语)

东马家新沙劳越、沙巴

联络人
梅玉麒/张幸琪
Edward Mui & Katy Mui

美国家新奥克拉荷马罗
曼市
联络人
余学超 杨力枚
Xuechao & Limei Yu

加拿大家新温尼辟
联络人
魏德义 梁敏
Deyi & Angela Wei

美国家新凤凰城
联络人
刘书华 戴萍
Peter & Ping Liu

美国家新休士顿西区
联络人
李晓东 邵晓梅
Eric & Tracy Li

新加坡家新
联络人
陈进南 陈思霖
Eddy & Cinn Chen

加拿大家新渥太华
联络人
王志浩 李丽
Chuck & Iris Wang

美国家新夏威夷
联络人
林华山 于伟
Hillson & Julia Lin

美国家新新泽西(美东
区)
联络人
杨秉刚 许菁芬
Philip & Fanny Yang

阿根廷家新
联络人
王怀恩 牧师
Pastor Vicente Wong

加拿大家新温哥华
加西事工主任
待聘

加拿大家新满地可
联络人
郭立国 杨淑樱
Denh Koac & Lucie Quach

美国家新北加州(粤语)
联络人
张朝梁 黄嘉宝
Tyvis & Shirley Cheung

美国家新波士顿
联络人
郑重平 程中珏
C. P. & Joyce Cheng

联络人
许钧凯 江惠惠
King Kai & Hui Hui H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