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 年 12 月份全球「家新」感恩及代禱事項
請為本月至下個月 15 日前，全球即將舉辦的營會及事工代禱。求主加添力量給每一個地區的團隊及每一對帶領
夫婦，也預備、保守所有前來參加營會的夫婦們的心。求主親自帶領、膏抹並且祝福每一個聚會，一切頌讚榮耀
歸於我們至高的神！

《營會及事工代禱》
日期

營會事工

地點

語言

12 月 11 日

國語團隊 – 聖誕節慶祝

加拿大

國語

12 月 11 日

粵語團隊 – 聖誕節慶祝

加拿大

粵語

12 月 12 日

德生長老教會婚姻講座

高雄 / 台灣

國語

12 月 25-27 日

191、192 屆 MER1

顯達 / 香港

粵語

12 月 25-27 日

播道會恩福堂自辦 MER1

悅品 / 香港

粵語

LC 重聚日

待定 / 香港

粵語

第 175 屆恩愛夫婦營
MER1

新竹/ 台灣

國語

1月8日
1 月 14-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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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12 月份全球「家新」感恩及代禱事項
《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國際家新

CFFC HEADQUARTERS

感恩事項：

1) 感謝邱清萍牧師為全球家新人還有更多願意更深愛主，愛人的弟兄姊妹預備的兩堂屬靈盛宴.
2021「心靈的關顧與操練」線上培訓課程順利於上周五 11/12 日在網上視訊會議圓滿落幕。感
謝全球弟兄姊妹的踴躍參與，本次課有超過 300 人報名參加, 給予「家新訓練學院」極大的鼓
勵. 兩堂課程由邱牧師帶領學員安靜等候神, 操練呼吸式的禱告，透過課程的講解, 我們更清楚如
何檢視內心的各種欲望，了解我們是否落入失序的愛裡而引致「依附」，進一步了解如何與神
同行，找到真我，得到愛主，愛人的真自由！
2) 感謝主！最後兩個分別為 43 箱和 120 箱從香港寄來的海運終於順利抵達洛杉磯國際家新辦公室。感謝
香港同工的辛勞，感恩神一路看顧船運及報關的過程。在神凡事都能！國際家新在美國加州靠主恩典重
新起步了！
3) 國際家新 2021 年第六次的董事會於 11 月 11 日美西時間在線上順利舉行。本次會議進行多項重要討論
並做成決議，包括完成國際家新總部返美後最新「人事規章」、「家新園基金」之管理與規劃、國際家
新與北美中華福音神學院計畫合作之方向與作法、總部 2022 年的人事架構部署、以及增設股票奉獻的
管道。我們為董事們對家新同工們的體恤以及對家新事工的盡心盡力，由衷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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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禱事項：
1) 年終將近，國際家新正準備發送 2021 年的「年終代禱信及事工報告」，請為印刷及郵寄的過程代
禱，並求神豐富供應各項所需的支出，包括國際郵費並安排可信賴的印刷及郵寄服務公司幫助我們迅
速有效地寄送所有的代禱信。更禱告神能感動更多家新人能收到今年的代禱信後，了解在疫情衝擊下
全球家新事工受到的創傷，而願意更逼切為家新代禱，以及更多的奉獻支持，好讓家新 2022 年推動
事工沒有後顧之憂。
2) 有鑑於過去近兩年來因為疫情的衝擊，全球各地各項「家新」實體營會被迫取消，活動無法進行，導
致分會及總部的經費供應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打擊。「國際家新」深切體認擬定財務規劃、資金開發的
一個新的方向勢在必行。家新總部決定誠徵一名擁有針對非營利機構資金管理規劃經驗的「資金開發
部主任」，幫助國際家新在本地和全球制定和實施有效的籌款策略。請為神能親自預備適合的弟兄姐
妹加入總部行政團隊代禱。

3) 總部撤離香港返美後所有前總部辦公室的教材、物資及文件都已經正式抵達洛杉磯。請為總部辦公室
同工們代禱，能儘快在年底前順利整理各項物品包括分類、盤點、紀錄以及存檔。過程繁瑣，求主賜
下智慧與耐心，讓同工們一邊整理，一邊數算 31 年來神給家新豐盛的恩典； 也能藉此更加熟悉家新
的歷史與使命。

4) 討論多年的 Master Database Project，「國際家新」總部有了初步的方向。我們嘗試使用的資料管
理庫系統 Populi.co，希望可以達到「國際家新」總部與全球各分會的需要，提供各地分會及事工協調
小組更有效率、更便捷的資料分享及儲存系統。目前總部正積極收集各分會及地方協調小組過去 2-3
年的「家新人」Database 資料進行 Master Database 資料庫的測試。我們了解各地團隊整理儲存其
學員資料的方法不盡相同，求主賜下合一，讓各分會能盡力配合，盡可能提供容易整合的資料。也為
IT 黎少楠弟兄代禱，有從神而來的智慧與 Populi.co 配合，進行順利且有果效的系統測試。

3

《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順序以地區首字母以及排版需要排列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and based on layout needs.)

澳洲家新

AUSTRALIA

感恩事項：
1) 感謝神帶領黃東標弟兄成為澳洲家新新任總幹事，加入家新辦公室團隊，帶領全國同工一起籌劃及推
行澳洲家新各項事工及辦公室的運作。黄弟兄夫婦多年來積極投入家新事奉，他在社會有多年工作及
大型團隊管理經驗，在他所參加的教會中是核心成員，熱心事奉。

代禱事項：
1) 求神賜智慧給各董事及同工籌劃明年在各省舉行的恩愛夫婦營、夫婦進深營及各項聚會活動。在新型
冠狀病毒疫情影響下求 神祝福各項活動，並在經濟上供應。願所有安排都合乎神的旨意，榮耀神的
名。
2) 原本在布里斯本舉行的恩愛夫婦營(MER 1)帶領夫婦訓練班因疫情而取消。求神保守已經報名的四對夫
婦的心志，待確定日期後便可以接受訓練，為神作工。並求 神興起更多有感動的夫妻一同参與帶領夫
妻事工的服侍。
3) 求神帶領負責數據庫軟件更新同工團隊有智慧更新及完善數據庫，使新數據庫系統和其他工作系統可
以數據共享。
4) 求神保守全球新型冠狀病毒疫苗安排接種順利及有效，特別看顧墨爾本能控制新一波變種疫情，能儘
快回復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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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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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阿根廷家新 ARGENTINA
感恩事項：
1) 感謝王牧師多年為阿根廷家新事工的擺上與服事，求主繼續祝福王牧師的教會服侍，領受上帝更多的
恩典。又感謝主，為李文琦弟兄夫婦願意接任阿根廷家新事工感恩，亦感謝加拿大分會對阿根廷事工
的關心與全力支持。
代禱事項：
1) 求主賜力量予今後在南美洲和加拿大兩地奔跑的李文琦弟兄夫婦，又求主賜下屬天的智慧予李弟兄，
好叫已接近停擺的阿根廷事工靠著神的恩典再次興起；並求神預備合適的同工加入，一起建立當地、
以及南美其他國家的團隊。

加拿大家新 CANADA
感恩事項：
1) 感謝讚美主，11 月份的加拿大董事會歡迎四位新董事加入，並通過了明年的預算及事工計劃，縱然疫
情反復，我們仍然憑信往前。
2) 感謝主，11 月份的教牧延伸學習小組共有 18 對教牧夫婦參與，10 對帶領夫婦服事，教學相長，榮耀
歸主。

3) 11 月 23 日甄牧師夫婦應教會邀請分享了 “摯愛親友歸主錦囊” 講座，以親身經歷分享神在過去二十
年間，整個家族超過二十人歸主的奇妙恩典，愿能成為眾人的鼓勵和祝福。跟著三周，三對粵語帶領
夫婦將教導婚姻家庭主題，求主賜福使用。
代禱事項：
1) 12 月 11 日將有國、粵語團隊的網上聖誕節慶祝，兩個籌備委員會的同工們積極預備，相信會帶給團
隊一個美好的相聚。求神賜福聚會，使各地同工彼此認識更多。
2) 分會藉著問卷調查收到了大部分同工對重開營會的想法，基本上大家是希望在安全的情況下，按部就
班的開展營會，求神賜智慧給我們更好的安排明年事工。
3) 11 月 27 日兩對亞省國語帶領夫婦分享“夫婦攜手度疫情”講座，求主賜福，幫助弟兄姐妹們提升婚
姻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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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香港家新

HONG KONG

感恩事項：
1) 感恩事工委員小組團隊仍積極籌備計劃，求主旨意成就。
2) 11 月 20 日退修日，感謝主照著祂豐盛的應許賜福眾夫婦們，並得著與主靈裡共行。

代禱事項：
1) 12 月份恩愛夫婦營報名仍在努力中。求神保守已報名參加營會的夫婦們，能夠保持熱心。而那些仍在
考慮的，能夠在 2022 年報名。
2) 求神繼續開路，2022 年開始之五年計劃（2022-2026）
。
3) 求神興起帶領夫婦同工，加入服事團隊，預備參與營會的帶領。

東馬來西亞事工協調小組

EAST MALAYSIA

感恩事項：
1) 感恩主恩夠用，團隊里的同工聯繫都良好，闔家都平安。
代禱事項：
1) 為所策劃 2022 年的營會禱告（4 屆 MER-1，1 屆 MER-2，及 1 屆 LCT-1）。求神保守已報名參加營
會的夫婦們，能夠保持熱心。而那些仍在考慮的，能夠積極報名。
2) 求神繼續開路，讓我們能夠在各教會分享夫妻營的事工，預備 2022 年的營會。
3) 求神興起新的同工，加入服事的團隊，預備參與營會的帶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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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SINGAPORE
感恩事項：
1) 感謝神，2022 年事工規劃草案完成後，經過同工的分工合作，並逐步細化工作內容，期盼 2022 年事
工順利推動。

代禱事項：

1) 為同工帶領夫婦在投入籌備家新事工的服事，也求主加添力量，以面對日常繁重的工作挑戰。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UK
感恩事項：
1) 10 月底的粤語恩愛夫婦營，感謝神祝福了十二對參加夫婦，並開始了跟進工作。
代禱事項：
1) 請為明年 2 月(國語)及 6 月(粤語)，計劃在英國，舉辧的恩愛夫婦營代禱。
2) 請為明年 4 月計劃舉辧的帶領夫婦訓練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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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台灣家新 TAIWAN
感恩事項：
1) 11 月 MER2 已經順利完成，雖然只有 9 對參加，但聖靈大大做工，使大部分夫婦的關係得著醫治與更
新，願主的恩典憐憫常與他們同在並賜福後續的禱伴與跟進。
2) 感謝主，1 月 LCT 已達開辦對數，訓練場地的尋找及同工的徵召也都順利。
3) 感謝主，明年 3、4 月的教牧夫婦營 PMER1 都已報名額滿。
代禱事項：
1) 求主恩待我們 12/12 在高雄德生長老教會的婚姻講座與 MER1 營會的推動有果效。
2) 1/14-16 的 MER1 為教會包營場次，求主祝福教會整體的推動能順利成功，凡受邀的夫婦都有一顆謙
卑受教的心，使報名的對數能達至少 12 對。
3) 明年 1/21-23 的 MER1-LCT 目前已有 5 對確認報名，求主感動目前仍在禱告尋求的夫婦，願意勇敢
踏出信心的腳步，加入家新帶領夫婦團隊。

4) 求主祝褔明年所有的事工計畫，滿有主的同在與祝福，無論是人力、物力、財力，都豐豐富富地賞賜
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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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美國家新 USA
感恩事項：
1) 感謝讚美主! 美國家新在今年疫情影響之下，仍然成功舉辦了二次實體的 MER 及一次的 LCT 營會，
並且數次網上的重溫課程，祝福了許多的華人婚姻家庭。
2) 感謝神!雖然大環境在疫情之下仍不明朗，但各行各業已經慢慢地復甦。 求神賜下平安的意念，讓人們
免於恐懼，早日回復正常運作。
代禱事項：
1) 美國家新聖地牙哥團隊同工—蕙蘭姊妹，因身體軟弱，放下世上的勞苦，安息主懷。求神安慰她的先
生與兒子，並為他們辦理一切後事代禱，在傷痛中經歷主的同在。
2) 求神保守美國家新各地區帶領夫婦同工們，身心靈健壯，並計畫開展明年的實體夫婦營的各樣事工。

3) 美國家新已經發出感恩信函. 求神供應與預備一切所需。

順序以地區首字母以及排版需要排列 (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and based on layout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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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際 家 新 辦 公 室 - 洛杉磯
會長
邱清泰 Peter Chiu

會長行政助理
兼辦公室主任
李意君 Angela Li

會計財務
唐華英 Grace Tong

IT主任
黎少楠 Brian Lai

辦公室行政助理
林佩詩 Eva Lam
嚴鈺盈 Claire Yim

澳洲家新辦公室 – 悉尼

澳洲家新 - 墨爾本

澳洲家新 - 柏斯

會長
蔡榮興 Wing Hing Choi

聯絡人
湯華燊 許仲華
San & Louisa Thang

聯絡人
唐右民 黃石珠
Jimmy & Shek Chu Tong

澳洲家新 - 布裡斯本

澳洲家新 - 阿德萊德

聯絡人
王建國 舒淑芬
David & Judy Wang

聯絡人
譚祖德 譚光萍
Peter & Agnes Tam

加拿大家新 - 多倫多辦公室

加拿大家新 – 愛民頓

加拿大家新 - 溫尼辟

總幹事
甄健威 Jimmy Zhen

聯絡人
鄭斌 李素萍
Bin & Susan Zheng

聯絡人
黃幫城 馬慧
Lyndon & Jennie Huang

加拿大家新 - 滿地可

加拿大家新 - 渥太華

聯絡人
立國 楊淑櫻
Denh Koac & Lucie Quach

聯絡人
王志浩 李麗
Chuck & Iris Wang

總幹事
黃東標 Bill Huang
辦公室主任
王寧 Ning Wang
行政同工
林黃巴蘭 Josephine Lam
潘林麗濤 Nicole Poon
謝張偉玲 Florence Tse

加東國語事工主任
胡君才 Joe Hu
行政助理
熊春 Grace Xiong

加拿大家新 - 溫哥華辦公室

加拿大家新 – 卡加里 (國語)

加拿大家新 – 新卡加里 (粵語)

加西事工主任
錢瑩 Jenny Qian

聯絡人
蔣發明 袁燕軍
Vincent & Maggie Jiang

聯絡人
何乃強 潘惠華
Joshua & Helen Ho

會計同工
陳王國珍 Jane Chen

香港家新

阿根廷家新

東馬家新 - 沙勞越、沙巴

會長
劉偉強 Lau Wai Keung

聯絡人
李文琦 王曉春

聯絡人
許鈞凱 江惠惠
King Kai & Hui Hui Hii

總幹事
唐財方 Raymond Tong
義務總幹事 (內務部)
潘李佩詩 Josephine Poon
行政主任
馮錦萍 Carina Fung

新加坡家新
聯絡人
陳進南 陳思霖
Eddy & Cinn Chen

臺灣家新辦公室

臺灣家新 - 北區辦事處

臺灣家新 - 臺灣南區

理事長
呂意達 I-Ta Lu

辦事處主任
許瓊華 Chiung-Hua Hsu

聯絡人
呂意達 劉萍
I-Ta & Penny Lu

英國家新

法國事工

德國事工

董事會主席
聯絡人
林裕慶 Vincent Lim

聯絡人
梁仁惇 牧師
Rev. Leung, Yan Dun

聯絡人
楊曉東
Xiao Dong Yang

執行長
馬榮隆 Tony Ma
行政助理
匡惠萍 Julie Ma

北歐挪威家新
聯絡人
鄭日耀 梁美红
Yat Yiu & Mei Hung Cheng

美西區
美國家新辦公室

美國家新 - 北加州 (國語)

美國家新 - 北加州 (國語渡假營)

聯絡人
林主民 熊頌聲
Ming Lin & Carol Hsiung

聯絡人
景澄宇 陶筱梅
Richard & Grace Ching

美國家新 - 北加州 (粵語)

美國家新 - 北加州 (粵語渡假營)

聯絡人
溫家樂 曹曉雯
Caleb & Dorothy Wan

聯絡人
龍子朝 何惠珍
Alfred & Jenny Lung

美國家新 - 洛杉磯

美國家新 - 聖地牙哥 (國語)

美國家新 - 南加州 (粵語)

聯絡人
陽道華 周文華
Eric & Joyce Yang

聯絡人
余賜隆 陳梅芳
Slong & Mei Fang Yu

聯絡人
梅玉麒 張幸琪
Edward & Katy Mui

董事會主席
劉鴻彬 Jonathan Lau
總幹事
郝偉業 Wei Hao
行政同工兼秘書
梁潔瑩 Stephanie Tran
會計同工
朱玉琴 Joy Tsai
辦公室行政助理
趙曉麗 Shirley Chao

美國家新 - 鳳凰城

美國家新 - 夏威夷

美國家新 - 鹽湖城

聯絡人
劉書華 戴萍
Peter & Ping Liu

聯絡人
林華山 于偉
Hillson & Julia Lin

聯絡人
趙炳宏 陳麟貞
Gary & Frankie Chiu

美中區
美國家新 - 芝加哥

美國家新 - 底特律

美國家新 - 俄亥俄

聯絡人
王勇強 戴成
Yongqiang & Cheng Wang

聯絡人
趙秉剛 謝若倩
Ping-Kang & Spring Chao

聯絡人
王灝 李懿恬
Dennis & Timmy Ong

美國家新 - 波特蘭 (國語)

美國家新 - 印第安那

美國家新 - 堪薩斯州

聯絡人
劉書豪 許巧兒
Jeremy & Carly Liu

聯絡人
劉本富 汪義萍
Buong Hoo & Ngie Ping Lau

聯絡人
張學輝 高潔妮
Mike & Jenny Cheung

美國家新 - 達拉斯

美國家新 - 奧斯丁

聯絡人
元法文 黃心怡
Fa-Wen & Hsin-Yi Yuan

聯絡人
汪良忠 舒林梅
Larry & Linmei Wang

美中區
美國家新 - 休士頓東區

美國家新 - 休士頓西區

美國家新 - 休士頓 (粵語)

聯絡人
王文祺 歐秀麗
Henry & Sharon Wang

聯絡人
李曉東 邵曉梅
Eric & Tracy Li

聯絡人
李漢民 廖婉美
Non-Man & Yuen-May Lee

美國家新 - 路易斯安那

美國家新 - 奧克拉荷馬

美國家新 - 奧克拉荷馬羅曼市

聯絡人
劉雲啟 袁秀娟
Yuanqi & Suzan Liu

聯絡人
程保治 洪乃淑
Jeff & Naishu Cheng

聯絡人
余學超 楊力枚
Xuechao & Limei Yu

美東區
美國家新 - 新澤西

美國家新 - 波士頓

美國家新 - 波士頓 (粵語)

聯絡人
楊秉剛 許菁芬
Philip & Fenny Yang

聯絡人
鄭重平 程中玨
C. P. & Joyce Cheng

聯絡人
黃健文 林桂蘭
Nelson & Teresa Wong

美國家新 - 辛辛那提

美國家新 - 奧瑪哈

美國家新 - 賓州

聯絡人
黃陽才 高愛軍
Joseph & Ai jun Huang

聯絡人
高智浩 楊燕姬
Chin-hao & Yen-chi Kao

聯絡人
伍經緯 馬於菊
Jingwei & Yuju Wu

美國家新 - 維吉尼亞

美國家新 - 馬里蘭

美國家新 - 田納西州曼菲斯市

聯絡人
李曉東 黃河
Peter & Helen Li

聯絡人
黃晶康 劉冉冉
Jack & Laura Huang

聯絡人
常運朝 劉華
Yunchao & Hua Chang

美國家新 - 佛羅里達

美國家新 - 北卡 - 羅萊納

美國家新 - 北卡 - 夏洛特

聯絡人
黃健騰 旋麗紅
Dennis & Yvonne Wong

聯絡人
李怡昌 邱靜嫻
Eric & Renee Li

聯絡人
張斌 張曉燕
Ben & Tina Zhang

美國家新 - 亞特蘭大
聯絡人
張世傑 高淑華
James & Shu-Wha Ch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