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年 9 月份
請為 2019 年 9 月 1 日至 10 月 15 日全球的營會及事工禱告
日期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地點
美國-芝加哥

事工
恩愛夫婦營 MER1

語言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達拉斯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諾曼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休士頓西區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休士頓東區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紐澤西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北加州 San Jose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北加州 Sunnyvale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鳳凰城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美國-波特蘭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加拿大-曼尼托巴省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8 月 31 日-9 月 2 日

東馬-詩巫詩巫百週年紀念園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9 月 6 日-8 日

加拿大-亞省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9 月 6 日-8 日

美國-洛杉磯

MER3 -神國特會

國語

9 月 6-8 日

馬來西亞-柔佛巴魯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9 月 6-8 日

馬來西亞-柔佛巴魯

EMER1

國語

9 月 13 日-15 日

多倫多

恩愛夫婦營MER1

國語

9 月 13 日-15 日

印地安娜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9 月 13 日-15 日

北卡 - 羅萊納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9 月 14 日-16 日

日本-東京

第 3 屆 MER1

國語

9 月 20 日-22 日

達拉斯

MER3 -神國特會

國語

9 月 21 日

香港

家新人加油站

粵語

9 月 27 日-29 日

多倫多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9 月 27 日-29 日

多倫多

夫婦進深營 MER2

粵語

9 月 27 日-29 日

阿德莱德

MER 1 LCIT Training

國語

9 月 27 日-29 日

墨爾本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9 月 27 日-29 日

底特律

MER3 -神國特會

國語

日期
9 月 28 日-30 日

地點
珀斯

事工
恩愛夫婦營 MER1

語言
粵語

9 月 28 日

香港

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基福堂家新主日

粵語

9 月 29 日

香港

香港基督教聚會中心專題講座

粵語

10 月 4 日-6 日

底特律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10 月 4 日-6 日

多倫多

夫婦進深營 MER2

國語

10 月 5 - 7 日

阿德莱德

夫婦進深營 MER2

國語

10 月 5 日-7 日

布里斯本

夫婦進深營 MER2

粵語

10 月 5 日-7 日

布里斯本

夫婦進深營 MER2

國語

10 月 5 日-7 日

悉尼

恩愛夫婦營 MER1

粵語

10 月 5 日-7 日

悉尼

恩愛夫婦營 MER1

國語

10 月 10 日-12 日

嘉義

第 159 屆 MER1

國語

二零一九年九月份「家新」感恩代禱事項
感恩事項：

代禱事項：

I) 國際家新

I) 國際家新

1)

為邱會長 8 月在美國和台灣的服事一切順 1)

請為邱會長將於九月前往美國主領的三場

利感恩， 感謝神賜予會長強健的體力與

“神國特會”服事行程守望。禱告神賜予會長

充沛的靈力，並護佑會長出入平安。願神

平安的腳步及強健的身心靈，繼續帶領和激勵

使用會長在各地舉辦的神國特會，祝福在

當地家新同工及教會對婚姻與家庭事工的看

美國、台灣等地區的家新服事團隊及當地

重，並藉由『神國特會』來服侍眾教會、祝福

的華人教會及弟兄姐妹，成為神大大使用

主內肢體、興旺家庭福音！

的寶貴器皿。
2)

為即將在 10 月 11-14 日舉行的『第五屆

2)

為將於 10 月 11-14 日召開的『第五屆全球行

全球行政同工聯席會議』的籌備工作感

政同工聯席會議』守望，祈求神帶領同工們的

恩，感謝神的帶領。本屆會議將有 30 位

議題研討及決策，讓家新的事工繼續在全球各

全球各分會的行政同工參加，所有住宿、

地多有果效，成為全球眾華人婚姻與家庭的祝

餐飲、會議場所已準備就緒，並為大會預

福。

備了 2 位邀約的講員，願神使用和恩膏講
員，並有聖靈的能力運行在每一位參與

3) 為總會需招聘同工守望禱告，祈求神呼召有事

者，讓大家的靈命大受造就！繼續傳承神

奉心志的家新人投入家新總會，參與下列服事

託付予家新的使命與異象！

崗位：
I.

文字事工編輯

II. 外務處行政助理
Ⅱ) 加拿大家新

Ⅱ) 加拿大家新

1) 8 月 9-11 日的溫哥華粵語 MER1 順利舉行， 1) 在加拿大華福的帶領下，加拿大家新與溫哥華
帶領夫婦和營友同得祝福，感謝讚美主！

眾教會，及其他家庭婚姻機構一起，在籌備明
年3月份，在溫哥華舉辦的家庭事工策略研討

2) 藉著到教會教導、探望教牧同工，越來越多
教會認同家新事工，感謝主一直以來的祝
福。

會，藉此提高教會對家庭事工的看重，及促進
教會和機構之間的合作，求神賜福使用。
2) 請繼續為多倫多和溫哥華的兩個粵語教牧營禱
告，報名人數稍有增長，求主繼續施恩帶領，

3) 感謝主為家新預備了許多人才，加拿大家新
從帶領夫婦中，邀請數位教牧和專業輔導人

感動更多教牧同工夫婦報名，使這個營會成為
祝福教牧和教會的管道。。

員組成了“教導咨詢團隊”，可扶持和服事

3) 為聘請溫哥華部分時間粵語事工主任禱告，求神

帶領夫婦們在生命和恩賜上繼續成長，求主

親自揀選合適的人選，繼續推動溫哥華粵語事工

使用。

的發展。

Ⅲ) 澳洲家新

Ⅲ) 澳洲家新

1)

1) 求 神引導合適夫婦報名参加9月及10月份分

感謝 神保守 8 月份在墨爾本舉行的國語
教牧夫婦進深營 MER 2,共有 7 對教牧夫婦

別在墨爾本、珀斯、阿德莱德、布里斯本及悉

参加。願主保守各牧者夫妻關係與神的關

尼舉行的國、粵語夫婦進深營MER 2共三個,及

係能更向上和進深,建立靈裡與主三人共

恩愛夫婦營MER 1共四個及保守各帶領夫婦的

步的關係, 讓營後跟進小組給牧者夫婦互

預備。

相支持。

2) 求 神保守9月份在阿德莱德舉行的國語恩愛
夫婦營(MER 1)帶領夫妻訓練營, 共有3對夫婦
参加, 求主祝福各對夫婦, 賜下智慧在夫婦
營服事, 保守他們及家人安康, 能順利完成
三天的課程。
3) 求

神興起更多有感動的夫妻一同参與帶領

夫妻事工服侍。
4) 求

神幫助及繼續拓展青年夫妻事工和國語

事工。
5)

求

神帶領籌備明年澳洲家新三十週年的

紀念活動，並賜下智慧給籌備小組。
6) 求

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靈都強健，成為

別人的祝福。
7) 求

神保守各省同工的家庭、婚姻、健康及工

作，特別是身体有軟弱的同工。
8) 求

神恩賜辦公室同工有智慧和能力，在網站

新增網上奉獻功能、財務軟件更換等事項上可
以考慮周全，按時順利完成各項工作。

IV) 美國家新

IV) 美國家新

1)

1)

感謝讚美主! 八月 9-11 日鳳凰城舉
辦的國語 MER3 [神國特會]已經圓滿結

底特律舉辦的 MER3 [神國特會]禱告，求主

束。當中有超過 100 多名的 [好漢] 和

保守邱會長平安的脚步來到每一個會場，也

[木蘭] 赴會。感恩神，使用邱會長的信

帶領各地區團隊的推廣工作，讓講的和聽的

息不但讓弟兄姐妹們重新認定神造男造

都蒙受恩膏，主的名被高舉稱頌，榮耀歸主

女的角色，更激勵七位慕道朋友决志信

名。

主。願一切榮耀頌讚都歸三一真神!
2)

為分別在九月初和九月底在南加，達拉斯和

2)

為美國中部地區將要舉行的 [恩愛夫妻營]

讚美主! 為在全美各地的勞動節長週末

禱告。求主使用和祝福這些營會，讓來参加

(8/31-9/2) 所舉辦的 11 個[恩愛夫婦

的夫妻們的婚姻重新被建立，彼此重拾神起

營] 順利舉行和圓滿落幕感謝主。主的

初創造婚姻的美意。

名被高舉稱頌，夫妻關係被重建，生命
被更新，求主幫助他們在營後跟進上更
能落實去操練、
3)

郝總幹事為南加國粵語的同工分别在
8/17 和 8/24帶領一天的退修會感謝
主。主使用總幹事的信息激勵，鼓舞團
隊的合一，加強團隊的連結和凝聚力，
更創高峯。

V)臺灣家新
1)

為 8 月中旬邱會長來台主領神國特

臺灣家新

1) 請為日本第三屆MER1 (9月14-16日)禱告，此次

會、PMER2、牧者座談、主日證道及策

由總會差派台灣兩對夫婦前往支援，求主一路扶

略聯盟簽約一切順利並有明顯果效獻

持同行。求主也堅固已報名者，激勵受邀者赴此

上感恩，求主記念會長的辛勞，並保守

恩典盛宴。 (目前已報名7對，邀請中有6對) 。

會長身心靈都得健壯。求主能讓更多教

2) 請為10月兩場MER1禱告，目前10~12日嘉義場次

會與家新合作，一起與主同工來更新台

超過十對已確認舉辦，25~27日台北場次仍需仰

灣的婚姻家庭。『親愛的兄弟啊，我願你

望主加添對數。

凡事興盛，身體健壯，正如你的靈魂興盛
一樣。』(約三 1:2)

2)

V)

為八月 19~21 日 PMER2 順利完成，聖靈

3) 目前辦公室同工正規畫明年的事工計畫，求主加
添智慧與籌劃的能力。
4) 請繼續為同工中同時有幾位姊妹膝蓋、手臂不

也在營會中有奇妙的工作使這 20 對牧

適，幾位弟兄腰部不適，求神憐憫醫治，不至影

者夫婦有特別的感動與更新獻上感

響生活與服事。

恩，求主保守後續五個跟進小組能按時
聚會並帶出長期的果效。
『我要一心稱謝耶和華；我要傳揚你一切
奇妙的作為。』(詩 9:1)

Ⅵ) 香港家新

Ⅵ)香港家新

1)

1) 神國特會報名情況：

2)

為神學院舉辦恩愛夫婦營：
蒙神恩典，本會與伯特利神學院擬於 2020

10 月 26 日神國好漢及 10 月 27 日神國木蘭報名

年 1 月 17 日至 19 日舉行恩愛夫婦營，
「成

人數分別為 36 人及 44 人。求聖靈在這動盪不

就的是耶和華，造作、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

安、人際關係撕裂的世代，感動人心，珍惜機會，

華；…」(耶 33:2)，耶和華的名是應當稱頌

認識神為男人及女人所預備，蒙神喜悅的使命和

的！願聖靈感動眾已婚神學生參加，以致

人生方向。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變

這營會能成就。求主祝福這些未來傳道人

化，叫你們察驗何為神的善良、純全、可喜悅的旨意。」

的婚姻家庭，夫婦同心，彼此相愛，建立

(羅 12:2)

榮耀神，委身事主的家庭。

奉之中，體會婚姻這屬靈戰場的嚴峻，能抽身參

「至於我和我家，我們必定事奉耶和華。」

加神國特會的「教牧茶聚」，與邱清泰會長交流

(書 24:15 下)

教會與家新如何合作，促進信徒夫婦靈命復興，

夫婦營中信主新葡：

走上建立美好婚姻家庭的正路。「你或向左或向

感謝神的救贖，澳門教會、恩福堂及第 183

右，你必聽見後邊有聲音說：『這是正路，要行在其

屆 MER 1，共 3 位未信者公開願意接受主

間。』」(賽 30:21)

耶穌作為個人救主及生命的主宰！求主祝

此外，求主感召教會牧者在繁重的事

2) 九月份家新人加油站：

福和新葡在所屬教會有美好的屬靈栽培和

9 月 21 日舉行本年第三次聚會，內容有敬拜、

造就，成為為主結果子的門徒。

代禱、增進帶領營會技巧及見證分享，聚會主

「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

題：
「禱告中進入至聖所」
，幫助家新人更深地在

就是我的門徒了。」(約15:8)

祈禱中認識神和經歷神！求主激勵眾帶領夫
婦，一同肩負家新異象：以建立生命品格，活像

3)

於校園推廣正確戀愛及婚姻觀：

基督的家新人。聖靈感動大家願意花時間謙卑接

感謝神的安排，本會應一所中學邀請，主

受栽培牧養，進到父神面前！「因為我們兩下藉

領 12 月的一個宗教教育週，求主使用家新

著祂被一個聖靈所感，得以進到父面前。」 (弗 2:18)

幫助在破碎家庭中成長的年青人，體會神

3) 物識全職行政及牧養同工：

設立婚姻的美好，建立敬虔的下一代。

本會現時只有一位全職幹事負責辦公室運作及

「你一生一世必得安穩，有豐盛的救恩，並智

營會的實務工作。舉辦夫婦營會、主領家新主

慧和知識；你以敬畏耶和華為至寶。」(賽33:6)

日、講座、文字工作、資訊系統、行政及事務籌
備會議、聯繫教會、籌辦聚會、牧養關懷等，均
由有限的義工承擔。另一方面，近年應邀擔任講
員、教會自辦營會、與總會同心服事亦越加緊密。
因應長遠發展，我們需要一位全職行政同工，負
責行政、發展推廣和牧養；求信實的神為我們預
備又良善又忠心的僕人，回應召命，承擔建立婚
姻家庭的服事。

「也要堅守我們所承認的指望，不至搖動，因為
那應許我們的是信實的。」(來10:23)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Ⅶ)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1) 感謝神，於十月在北英倫舉辦之粤語恩愛

1) 於十月28-30日，將在北英倫舉辦粤語恩愛夫

夫婦營，神已供應新酒店，目前有五對夫婦報

婦營。求神預備更多參加者，並可以得到神

名參加。

的祝福。

Ⅷ)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Ⅷ) 東馬事工協調小組

1） 感恩最新一屆的MER 1有13對夫婦參加，

1） 請為東馬家新協調小組2020的事工及營會安

是這兩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祈望這樣的

排禱告。原定在今年9月進行的LCT 1和MER 2

現象能夠持續。

因人數不足必須取消。故求主特別保守在2020

2） 現有的跟進小組都按時進行。感恩所有的

年MER 2的推廣以及新LC的招募和培訓。

帶領夫婦、組長及組員都積極參與。

2) 為東馬家新協調小組能夠與各教會建立美好
的合作關係，透過MER的服事，鞏固家庭。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IX) 新加坡事工協調小組

1) 感恩新加坡團隊的生力軍充滿熱忱！

1） 請為新加坡家新的營會今年面臨的報名困境

2) 感恩新加坡第 26 屆 MER1 的學員夫婦完

禱告。往年的營會我們遭遇帶領夫婦人力不足

成了十次的跟進聚會。

的窘境，今年雖有足夠且具熱忱的實習帶領夫
婦加入服事，但卻面臨報名情況不甚理想。
2） 為英文的營會EMER1禱告，每次營會帶領夫婦
都霞整以待，依然面臨報名不足的情況。

X)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X) 阿根廷事工協調小組

1)

1)

感謝主雖然阿根廷區聯絡人因特殊原因從
六月起得離開阿根廷一年，但在神的帶領

作。

下，阿根廷聯絡小組的事工仍能持續進展。 2)

巴西的「家新」事工能持續拓展開。

3)
2)

能有更多家新人願意投入事工聯絡小組的工

感謝主已能順利決定了下半年的 MER1 日
期、地點與參與服事的同工們

。

今年十一月16至18日阿根廷的MER I 的各樣籌
備工作能順利開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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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家新新澤西(美東區)

阿根廷家新

聯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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