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二月份「家新」感恩代祷事项》

请为本月至下个月 15 日前全球的营会、事工来代祷告，求神来加添心力给每对
带领夫妇、预备每对参与夫妇的心，并预备、保守、膏抺、祝福每一个聚会及
归荣耀给神。
日期

地点

事工

语言

2月6日

加拿大

温哥华国语团队半天退修会

国语

2 月 13、27 日

加拿大

带领夫妇培训一：圣经的家庭

国、粤语

婚姻观
2 月 20 日

加拿大

网上重温成长小组（教牧）

国语

2 月 27 日

香港

家新事工小组会议

粤语

2 月 27 日

英国

网上专题聚会

国语(上午)
粤语(下午)

2 月 27 日至 3 月 1

台北

170 届恩爱夫妇营 MER1

国语

3 月 11 日至 13 日

新加坡

MER1

国语

3 月 13 日

加拿大

带领夫妇培训二：婚外情

国语

3 月 13 日

加拿大

云端重温成长小组第二期

粤语

日

二零二一年二月份「家新」感恩代祷事项

感恩事项：

代祷事项：

I) 国际家新

I) 国际家新

1) 感谢主，美国分会“第三期核心同工

1)

请在祷告中切切记念 2 月 20 日会长主讲
的“逆境中建立婚姻与家庭”的线上公开
讲座，报名人数已经超过 700 多人，求主
祝福参加者能在困境中得释放，在基督里
找到盼望！

2)

为会长 3 月底回美的行程祷告。求主差派
天军天使保护会长，免受细菌病毒的感
染，加添会长力量，释放神的话语，路上
有神的平安和同在。

3)

求神保守香港总部托运的档案文件和书
本，能平安海运到美国总部。

4)

为「国际家新」在美国预备全职同工:办
公室行政主任、会长室助理以及 IT 主任
代祷。求神呼召有事奉心志，爱主并且具
备专业能力的家新人踊跃自荐或推荐适合
人选，加入家新总会。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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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培训”已于 2 月 7 日顺利启动，
一连八周，将于 3 月 28 日结束。愿神
祝福每一位同工和带领夫妇与神的关
系不断进深，婚姻关系不断更新蒙
福。
2)

感谢神拣选台湾家新团队全心、
全意、全力支持推出“教牧恩爱
夫妇营事工”的训练课程。家新
训练学院另有 3 个训练课程计划
在今年推出，请代祷：
i.“归心祷告”由中台神学院张琴惠
教授主讲；
ii.“夫妻门徒训练”课程由陈增韡牧
师教导；
iii.“体验学习” 课程由台湾吕意达
教授开讲；

II) 澳洲家新

II) 澳洲家新

1)

为读者提供有关家庭婚姻短文及见
证。

1) 求神赐各董事及各省同工有智慧计划本
年6份在悉尼及墨尔本举行的恩爱夫妇营
及进深营的推广及预备，在新型冠状病毒
疫情影响下，求神引领合适的夫妻参加。

感谢神保守办公室同工在家工作的运
作顺畅，能继续安排推动各项事工。

2) 求神带领负责数据库软件更新同工团队
有智慧更新及完善数据库，使新数据库系
统和其他工作系统可以数据共享。

2)

感谢神带领澳洲电子通讯每月出版，

3) 求神祝福各项活动，并在经济上供应。

4) 求神保守全球因染上新型冠状病毒的病
人早日康复，安慰病人及遇难者家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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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加拿大家新

III) 加拿大家新

1)

1)

2)

感谢主，行政同工已经向董事会提出
今年的事工计划，得到董事们的一致
支持，愿主使用大家的同心服事，拓

除了重温成长小组和公开讲座外，会研发新
的适合没有去过恩爱夫妇营的夫妇成长课

展神的国度！

程。求主赐下智慧和恩典，使这些新的事工
能祝福带领夫妇团队及参与者。

纵然疫情反复，但神恩不变！感谢主
赐给带领夫妇团队热切服事的心，在
疫情中仍然积极参与重温成长小组、
培训和祷告会，感谢信实的主！

3)

2)

2)

求主使用三次的带领夫妇培训，使同工们得
到装备，更好的祝福他人。

3)

各地团队开始接触一些有潜力的营友夫妇，

感谢主，访谈式国语公开讲座“老
婆，我想对你说”甚受欢迎，现场及
观看录影总人数达五百人次，分会将
举办更多“对你说”系列

IV) 美国家新
1)

今年的事工重点是更进一步拓展网上聚会，

感谢赞美主! 美国家新虽然经历了
很不寻常的一年: 疫情肆虐、政局
动荡、经济衰退、民心不安、营会
停摆，但神却为我们开了天上的
门，透过网络的平台，让更多家新
人保持联系，彼此激励，打气，疫
境同行，倍感珍贵。
『每早晨，这都是新的; 祢的诚实
极其广大!』哀3:23
感谢赞美主! 虽然外在的大环境仍
然动荡不安，但我们却可以安稳在
祂的荫蔽下。
『住在至高者隐密处的，必住在全
能者的荫下』诗91:1

并邀请他们不定期参与当地带领夫妇的聚
会，预备好他们将来参与 LCT 训练。

IV) 美国家新
1)

美国家新计划明年一月底左右推出第三期和
第四期的培训，为所有参与的家新同工们愿
意委身，策划预备祷告，求主赐福在准备和
安排上都能顺利进行。

2)

为芝加哥在一月初举办 [恩爱夫妇网上重
温] 祷告，求主赐智慧给当地负责同工们顺
利推动，有足够的夫妇参加，使他们的婚姻
蒙受祝福。

3)

继续为郝伟业总干事要处理国际家新迁回美
国南加的事务祷告，各项物资整顿，室内布
置，求主为总部预备行政同工，助理，会计
及电脑技术人员。祈望各项事情都能顺利进
行。

V) 台湾家新
1)

2)

V) 台湾家新

请为 2 月台北场 170 届 MER1 报名已
达 16 对，带领夫妇的征召也都顺利
献上感恩。
为 3 月有 5 对夫妇参加 LCT 感恩，特
别有 2 对年轻牧者加入，求主坚固服

1)
因疫情再度紧张，请为2月170届MER1营
会能顺利举办，学员参加营会的意愿不
受疫情影响祷告。
2)

原订MER1-LCT在3/13-15开办，但因报名
仅有两对，故将顺延至6/4-6举办。求主
亲自选召并感动合祂心意的夫妇加入家
新团队。

3)

求神保守所有同工及其家人出入都平安
健康，不被COVID-19感染祷告。

侍心志，成为家新的生力军感恩。

VI) 香港家新

VI) 香港家新

1)

1) 在逆境中恒切祷告、在指望中喜乐、患难中忍
耐 (罗12:12)：

2021年属灵生命培育：

1.1 家新人加油站
主题：亲近我神，塑造我灵
聚会日期及内容
第一季：何谓祷告，与神共处
第二季：检视生命，良心省察
第三季：属灵争战，向主求援
第四季：辨别重要，了解导因

3月20日
6月19日
9月18日
12月18日

求主使用以上聚会，藉神的真理话语和圣
灵的更新，使家新人属灵的生命得以生根
建造、信心坚定，常怀感恩。
1.2 家新退修营
计划于下半年举行两日一夜营会
主题：心灵深处的祷告与牧灵者的灵命塑
造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肆虐，甚至产生变种、
店铺停业、限聚、突击封区、强制检测、学校停
止面授上课、教会暂停实体聚会、裁员失业，生
活大受影响，家新营会亦不能幸免，2020年的营
会几乎全面取消。
当经历失去才醒觉幸福并非必然，让我们珍惜拥
有的，在逆境中学习感恩！愿主祝福家新人把信
仰建基于神的话语、亲近和爱慕主，顺服圣灵，
矢志跟随主，活出像基督的样式。
「16 要常常喜乐，17 不住的祷告，18 凡事谢恩；因
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19 不要
消灭圣灵的感动； 20 不要藐视先知的讲论。」
(帖前 5:16-20)

「6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
祂而行，7 在祂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感谢的心也更增
长了。」(西 2:6-7)
2) 资深带领夫妇加入事工小组服事：
蒙神看顾及垂听祷告，本会资深带领夫
妇陆志忠，谭美娜伉俪经祷告后，回应

2) 本会诚聘全职总干事：
本会急需对家新事工有负担的家新人起来担
任总干事，这对香港分会的行政管理、带领事

神的召命，愿意加入本会事工小组。
事工小组团队百节各按各职，照着各体
的功用，彼此服事，以生命交通，以恩
赐同工。

工发展、连结总会／教会等至关重要。
求主呼召遵行主道、敬畏神、良善忠心及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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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
人得益处，就是按祂旨意被召的人。」
(罗 8:28)
3) 本会新会长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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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愿主帅领2021年度的夫妇营事工，事奉人员蓄

感谢神的选召，以及国际家新会长邱清
泰博士的委任，本会资深带领夫妇刘伟
强牧师愿意承担来届会长之职，带领本

势待发，重投服事：
本会计划2021年举办9个MER1。4-12月份的营
会已有带领夫妇负责，只有188届及189届MER1

会事工发展方向，传递家新异象和使命，
凝聚家新人，以及配合总会指引，同心

各欠一对带领夫妇。
求主坚固带领夫妇事奉的热诚，竭力为主作

建立家新。
深愿香港家新在新任会长刘牧师的带领
下，倚靠神的圣名建立家新、建立家庭。
「我们的心必靠祂欢喜，因为我们向来倚

工；也求主感动更多夫妇参加夫妇营会，领受
神为夫妇预备的礼物，在真道上建立合神心意
的婚姻家庭。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

靠祂的圣名。」(诗 33:21)

摇动，常常竭力多作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
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林前15:58)

VII)

VII)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1) 感恩神保守所有的带领夫妇，免受新
冠病毒的危害。同时，每个月线上的
祷告会能够成为很好的联系平台。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1) 为2021年所策划4届的MER 1 及1届的 MER
2营会祷告。尤其目前马来西亚的疫情情况
比去年更加严重好几十倍。求 神怜悯，也
求 神预备，让每一届的营会能够有至少8对
夫妇参加，可以顺利进行。也求神预备合适
的工人，参与这些营会的带领。
2) 求神兴起更多委身的同工，参与服事。目前
团队里只有5对合格带领夫妇及9对的实习
带领夫妇。也求神保守这些带领夫妇的热
心，以及他们婚姻及家庭生活。

VIII) 英国事工协调小组

VIII) 英国事工协调小组

1) 感谢神，英国家新于 11 月安排的网上
专题聚会，共有来自欧陆及英国的 500
多人参加。
2) 感谢神 ，在疫情封城期间，我们仍继

1) 请为2月27日的网上专题聚会代祷。
2) 请为2021下半年计划的恩爱夫妇营代祷。

续以电话/电邮/社交媒体去关怀各肢
体。

IX) 阿根廷事工协调小组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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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1) 疫情期间，感谢主继续带领家新的全
球事工，可以在网上继续进行同工培
训以及各项婚姻的讲座。

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1) 为家新总部的同工们求恩求福求智慧，
恳求恩主祝福同工们的身心灵健康。

2)

2021 年疫情下的第一场营会，感恩在
各方配合和努下能够如期举办。

3)

感恩带领夫妇在长时间没有举办营会
下，依然认真备课努力带领营会的课
程，彼此获益．良多！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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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中持续推展家新的事工。

求恩主为2021年在新加坡举办的营会，
赐下恩典预备更多有需要的夫妇参加营
会，帮助他们领受神的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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