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零二一年三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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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月

加拿大

带领夫妇培训二：婚外情

国、粤语

3月8日

南加州

带领夫妇网上培训

国语

3 月 13 日

加拿大

云端重温成长小组第二期

粤语

3 月 13 日

南加州

恩爱夫妇营网上重温

粤语

3 月 14 日

南加州

带领夫妇网上培训

国语

3 月 20 日

香港

家新人加油站

粤语

3 月 20 日

台中

婚姻讲座—夫妻沟通的艺术

国语

3 月 20 日

加拿大

网上公开讲座老公，我想对你说

国语

4 月 2 日至 4 日

台北

4 月 10 日

加拿大

加拿大家庭事工网上研讨会
（家新协办）

国语

4 月 12 日至 14 日

新竹

172 届恩爱夫妇营 MER1(教牧)

国语

171 届恩爱夫妇营 MER1

国语

二零二一年三月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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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为 3 月份董事会祷告，求神赐各董事身心
灵健壮，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谋略、才
干、聪明，为总部预备最好的规划带领，
满有主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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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求主保守香港总部办公室能够于 2021 年 3
月底以合理的价钱卖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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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求神保守香港总部的所有软件和硬件，平
安顺利迁移到美国总部。
5) 求神施恩帮助「家新知音」第三期出版能
够 3 月底完成。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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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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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澳洲家新
1)

感谢神带领澳洲电子通讯每月出版，
为读者提供有关家庭婚姻短文及见
证。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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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澳洲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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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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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求神带领4月份举办的全国带领夫妇网上
工作坊，以增强带领夫妇在跟进小组中的
处理技巧。工作坊以国语及粤语分别举
行，各有两节。

4) 求神带领澳洲本土网上婚姻、青少年问题
讲座，安排义工协助网络控制，及宣传的
工作。网上亲子讲座将会在4月份开始。
5) 求神祝福各项活动，并在经济上供应。
6) 求神保守全球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安排接
种顺利及有效，能控制疫情，能尽快回复
正常生活。
7) 求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灵都强健，成
为别人的祝福。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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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带领夫妇培训第一次课程国
粤语共有五十几对夫妇参加，甚受肯
定，大家更全面和深入认识圣经的婚
姻家庭观，求主赐福另外两次的培
训。

2)

告，求神使用参与服事的姐妹们有美好分
享，使参与者得到祝福。
2)

为带领夫妇培训的讲员们祷告，求神赐智慧
给他们预备合适的资讯，祝福带领夫妇团
队。

3)

有见于疫情中婚姻家庭的需要，分会预算了
一笔经费帮助有需要的夫妇，接受专业辅

感谢主赐给家新各种不同恩赐的同
工，让我们能一起同心协力发展网上
事工。

为网上公开讲座“老公，我想对你说”祷

导，求神赐福使用！
IV) 美国家新
1) 感谢赞美主! 美国家新在 2/20由邱
清泰会长网上带领的 [在逆境中建
立婚姻家庭] 讲座 ，有超过800多
来自不同地区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参
加，反应热烈。在会长的信息中得
着鼓励，夫妇们在的神话语上得着
力量，同心建立荣神益人的婚姻家

IV) 美国家新
1) 为美国家新在每星期为带领夫妇预备的网
上培训祷告，求主赐福所有参与的家新同
工们愿意委身，策划预备，和安排上都能
顺利进行。

2) 为南加粤语团队在3/13举办的[恩爱夫妇营
网上重温] 祷告，求主赐智慧给当地负责

庭。『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
便能敌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
容易折断。』彼前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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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感谢赞美主! 北加粤语团队在
2/27举办的[恩爱夫妇营网上重
温]已经圆满结束，夫妇们都得
着鼓舞，彼此加油，打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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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
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彼前
4:8
V) 台湾家新

V) 台湾家新

1)

为 2 月 170 届台北 MER1 未受疫情拦
阻，顺利举办且大部分夫妇都得着更
新感恩，求主继续保守他们能持守营

1) 3/20在台中自由路浸信会有婚姻讲座--夫妻
沟通的艺术(马荣隆夫妇主讲)，求主赐福讲
座能荣神益人并能有效推广营会。

后的跟进。
为 4 月 171 届 MER1 已达开办对数，
同工征召也都顺利感恩，求主继续加
添对数。

2) 请为4/2-4 台北MER1及4/12-14新竹PMER1(16
对满营)能顺利举办，学员参加营会的意愿不
受疫情影响祷告。新竹的营地是第一次合
作，求主保守营会各样的需求都能满足且超
过所求。

2)

3) 求主亲自选召并感动合祂心意的夫妇加入今
年的MER1-LCT。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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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 香港家新

VI) 香港家新

1)

1) 巩固带领夫妇的心志
求主施恩怜悯，本会有13对带领夫妇表示今年
不会带领夫妇营，原因包括：时间分配、教会
需要、进修、工作安排、退休、疫情，甚或没
有准备带领营会。

总会确立刘伟强牧师承接本会会长
感谢神的选召，资深带领夫妇暨中
华基督教会锦江纪念礼拜堂刘伟强
顾问牧师获国际家新会长邱清泰博
士确立，将于2021年4月1日开始担
任香港分会会长；本会将于4月17
日举行交职礼。诚如刘牧师的事奉
心志，盼望香港家新成为一枝承先
启后、彼此配搭的团队，更有从神
而来活泼的盼望。求主祝福本会的
发展，在刘牧师的忠心的带领下，

事工小组积极商讨对策，包括：关心代祷、加
强联系家新人、举行带领夫妇分享会等，以促
进双向沟通，了解带领夫妇的需要。
求圣灵感动人心，坚固事奉心志，作殷勤的仆
人；也帮助事工小组能更明白带领夫妇的需

成为更多婚姻家庭的祝福。
「愿颂赞归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
神！祂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着耶
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
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彼前1:3)
2)

新设立副会长岗位
感谢神亲自呼召本会资深带领夫妇
潘柏年弟兄起来承担副会长的职
责，协助刘伟强牧师推行会务，以
及建立具承传潜力、属灵生命成熟
的团队。 求主带领看顾香港分会
成为一枝有活力、愿意承担的接棒
团队，同心仰望神，刚强壮胆、信
心坚固、矢志委身主的召命。
「凡仰望耶和华的人，你们都要壮
胆，坚固你们的心！」(诗31:24)

3)

家新人加油站新里程
感谢圣灵的引导，家新人加油站一
直要兼顾属灵生命培育、提升带领
营会技巧，以及凝聚团队精神，往
往在时间分配上承受很大拉力。有
见及此，我们决定2021年的加油站
分为两个独立聚会：
a. 属灵生命培育：专注生命品格
培育，成为活像基督的家新
人；内容为本会《2021年属灵
生命培育计划》
b. 带领营会技巧：专注家新人之
联系、互相代祷、提升带领营
会能力、操练MER 1的存款、清
垃圾、MER 2的三脚凳等
求主使用上述聚会，陶造家新
人成为渴慕神、有基督形象、
蒙神使用的器皿，彰显基督的

要，并给予适时适切的支持。
「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
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
不失脚。」 (彼后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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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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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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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徘徊不去、人心不安
因着新冠肺炎病毒肆虐、感染个案数字反复不
定，再加上政治争拗、经济冲击、失业率颷升
等，对家庭造成极大压力，离婚率、再婚率高
企，家庭凝聚力解体！婚姻家庭之信念遭受极
大冲击。家新承担建立幸福婚姻家庭的使命更
形重要。
求主在这世代中巩固婚姻家庭中的爱，帮助夫
妻愿意坚守对婚姻的承诺，面对感情冷却或冲
突的关系，仍能愿意寻求帮助，仰望基督救恩，
藉参加夫妇营或接受辅导，修补关系、巩固婚
姻。
更求主亲自激励人心，转向基督施恩座前得到
医治，关系得以复和。
愿主大大使用各夫妇营会及跟进小组，建立与
神和好，与配偶和好、与人和好爱的关系，成
为荣耀神的家庭。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约壹4:19)「既

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藉这十字架使两下归
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弗2:16)

荣耀。
「照着我所切慕、所盼望的，没
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
胆，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
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腓1:20)

VII)

东马事工协调小组

1) 感恩疫情有好转的现象，且疫苗也陆
续运抵，让前线人员及高危群众接
种。

V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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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定在5&6月的营会将延后，让
学员们能够比较安心报名参加。求主赐智慧
给各地的筹备团队，让他们能够做出妥善的
安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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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月 27 日安排的
网上研讨会，有来自各地的壹百五十
个家庭参加，多人得到帮助，并有新
朋友决志信主。
2) 感谢神，在疫情封城期间，我们仍继

1) 请为英国政府的解封计划代祷，好使市民的
生活能慢慢回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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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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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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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困境中持续推展家新的事工。

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X) 新加坡事工协调小组

1)

1)

祈求全能的父，保守在疫情下的新常
态，无论在生活和工作，以及各项营会
活动的配合适应调整开路。

2)

恳求恩主为2021年全球家新各地以及在
新加坡举办的营会，赐下恩典如期开
办，也预备更多有需要的夫妇参加营
会，帮助我们带领夫妇和和学员夫妇一
起领受神的祝福。

疫情期间重新开办的第一场营会，感
谢主！在四对带领夫妇的陪伴下，营
会在新加坡顺利完成。

2)

感谢主！因着疫情对行动的诸多限
制，我们在营会的进行中也能相应调
整，营会课程的果效依然能保持。

3)

因在新加坡本地举办，我们安排四对
带领夫妇陪伴，不但让学员夫妇得到
更多的协助，也让我们的带领夫妇增
加学习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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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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伦多办公室
总干事
甄健威 Jimmy Zhen
加东国语事工主任
胡君才 Joe Hu
行政助理
熊春 Grace Xiong
加拿大家新
温哥华办公室
加西事工主任
钱莹 Jenny Qian
会计同工
陈王国珍 Jane Chen
加拿大家新爱民顿
联络人
郑斌 李素萍
Bin & Susan Zheng
加拿大家新卡加里
(国语)
联络人
蒋发明 袁燕军
Vincent & Maggie
Jiang
加拿大家新卡加里
(粤语)
联络人
何乃强 潘惠华
Joshua & Helen Ho
加拿大家新温尼辟
联络人
黄帮城 马慧
Lyndon & Jennie Huang
加拿大家新渥太华
联络人
王志浩 李丽
Chuck & Iris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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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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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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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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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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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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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络人
温家乐 曹晓雯
Caleb & Dorothy W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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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i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