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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份全球家新感恩及代祷事项 

请为本月至下个月 15 日前，全球即将举办的营会及事工代祷。 求主加添力量给每一个地区的团队及每一对带领

夫妇，也预备、保守所有前来参加营会的夫妇们的心。 求主亲自带领、膏抹并且祝福每一个聚会，一切颂赞荣

耀归于我们至高的神！  

《营会及事工代祷》 

祷告是动员支取一切能力──人力、物力、财力、灵力──的唯一途径！ 

祷告也是家新一切事工的唯一生命线！ 

日期 营会事工 地点 语言 

1 月 4-7 日 同工静修营 温哥华 国语 

1 月 25-27 日 恩爱夫妇营 MERI 显达 / 香港 粤语 

2 月 3 日 家新元宵暨楊牧榮休晚宴 香港 粤语 

2 月 3-5 日 第 18 届带领夫妇训练 LCT I 高雄 / 台湾 国语 

2 月 1 3-1 5 日 恩爱夫妇营 MERI 意大利 国语 

2 月 17-19 日 神国特会 奥斯汀 / 美国 国语 

2 月 22-24 日 带领夫妇训练 LCT I 凯地 / 美国 国语 

2 月 24-26 日 神国特会 凯地 / 美国 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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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月份全球家新感恩及代祷事项 

《各地分会感恩及代祷事项》 

国际家新 CFFC HEADQUARTERS 

感恩事项： 

1) 感恩「夫妇营见证集 2」已经印刷完成，并陆续送达各地分会及事工协调小组。  

2) 感恩「国际家新」2022 年「年终代祷信」已完成印刷， 并已陆续寄送到奉献者的手中。  

 

代祷事项： 

 

1) 「国际家新」办公室主任李意君 （Angela Li） 姊妹已于去年底因为家庭、健康、以及个人原因请

辞。 痛失良才，殊为可惜！ 愿主亲自祝福 Angela 姊妹的身心健康与前路！ 因为 Angela 姊妹的离

职，原本进行中的各项事工被迫拖延，「国际家新」急需一位办公室行政同工，请代祷并自荐或推

荐！  

2) 「国际家新」人事急聘 —— 有鉴于过去近两年来因为疫情的冲击，全球各地「家新」实体营会被迫取

消，活动无法进行，导致分会及总部的经费供应上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 「国际家新」深切体认拟定

财务规划、资金开发的一个新的方向势在必行。 家新总部决定诚征一名拥有非营利机构资金管理规划

经验的「财务发展规画部主任」Fund Development Director，帮助国际家新在本地和全球制定和实

施有效的筹款策略。 请为神能亲自预备适合的弟兄姐妹加入「国际家新」团队代祷。 也请各地分会特

别是北美地区踊跃推荐合适的人选。  

3) 请为「国际家新」2022 年「年终代祷信」代祷。 盼望各地的家新人能够继续支持家新事工，让我们

能在疫情冲击后，化负为正，有更多的资源能够成为各地分会推动事工的后盾。  

4) 请继续为「国际家新」去年（2022）年底起动的各项事工代祷── 包括文字事工，「跟进小组手册 

2」、30 周年纪念特刊、事工规章及行政备忘录新修订、及 MER I 第六版学员手册、带领夫妇手册、

PPT、影音视频制作的第二阶段安排等。 愿神亲自带领每一项事工，丰富供应各样人力与财力的需

要。  

5) 请继续为邱会长的身体健康代祷。 根据去年底全球分会提出的事工计划，会长将于今年支持至少 7 个

国家 12 个城市的「家新」事工！ 求神继续赐给邱会长强壮的体魄和充沛的灵力，2023 年能够更有精

神体力支持全球各地的营会与活动，成为各地「家新」团队最有力的支持与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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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会感恩及代祷事项》 
顺序以地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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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事项： 

1) 感谢神过去一年的供应及帅领，藉着家新各项活动，祝福不少家庭。 又感恩各省同工们在过去一年各

自繁忙的工作、事奉与家庭岗位上尽忠又与我们一同服事，现接近年度终结，感恩各人有机会在主里

安歇重整，重新得力，为主再争战，愿主祝福各省同工。  

2) 感谢神保守澳洲家新分会于 11 月中的董事会顺利举行，选出新一届的执行董事， 愿神使用各董事的

恩赐在 2023 年继续为主作工，荣耀主名。  

3) 感谢神工供应义工协助辨公室数据整理及海报的设计，求主使用他们的恩赐在来年在家新继续为主作

工。 

代祷事项： 

1) 求神保守正在进行的夫妇营“网上报名” 的软件系统设计项目的进展，能尽快完成，可以使用，方便

报名参加夫妇营。 

2) 求神赐智慧给各董事及各省核心同工计划 2023 年各省的营会及各聚会活动，安排适合各省华人教会

的需要。 

3) 求神供应合适营地推行营会，疫情过后各省营地成本飙升，澳洲各地面临寻找新的合适营地的困难。 

4) 求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灵都强健，成为别人的祝福。 保守各省同工的家庭、婚姻、健康及工作，

特别是感染了新冠状病的同工家庭，求主医治，早日康复。 

5) 求神恩赐办公室同工有智慧和能力， 去使用家新的新数据库软件，能够配合其他系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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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会感恩及代祷事项》 

阿根廷家新 ARGENTINA 

感恩事项： 

1) 加拿大分会同工愿意为神国摆上，全力支持拉丁美洲家新事工，求主记念，加倍地祝福！ 

代祷事项： 

1) 求圣灵继续做奇妙的善工，为阿根廷明年 2 月 19 - 21 日 MER I 的营会预备 3 对带领夫妇、12 对以上

学员夫妇及合主心意的场地。  

2) 为加拿大差派的 2 对带领夫妇祷告，求神亲自预备在阿根廷的差传事工，让当地的教会及有需求的婚

姻家庭得到帮助，家新同工属灵生命被造就。 

 

加拿大家新 CANADA 

感恩事项： 

1) 2022 年加拿大共完成了 7 个国、粤语 MER I，有 30 对带领夫妇参与，服事了 69 对学员夫妇，参与

者都身体健康，夫妻关系蒙祝福，感谢赞美主。  

2) 感谢主，经与各地同工商讨确定，2023 年将举办 26 个营会和 4 个 LCT 训练，是加拿大历史上第二多

的年份，其中包括 3 个本地教牧营和 1 个巴拿马教牧营，求主赐福使用，也预备更多有心志有生命的

夫妇加入团队，一起祝福华人的婚姻家庭。  

3) 为过去一年神在加拿大分会的丰富祝福感恩，营会顺利重启，带领夫妇团队同心协力，积极参与，两

年多的疫情并没有浇灭同工们对神国对婚姻家庭的热情，一些曾经冷淡的同工也再次回归团队，愿一

切荣耀归给神！ 

代祷事项： 

1) 求主赐福 1 月初温哥华国语团队的静修营，求主使用讲员的信息，坚固同工们的生命，建立团队。 

2) 经总会邀请，加拿大将差派两对资深国语带领夫妇支持 2 月中的阿根廷国语 MER1，求主保守所有参

与者的平安，使用营会祝福阿根廷的众教会。  

3) 为了预备明年的营会，各地正开展 LCIT 的备课训练，帮助 LCIT 预备好课程，在教导上更上一层楼，

求主使用众 LC 们的付出，成为新同工们的祝福，也使用此训练，让老新同工能师友同行，一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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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会感恩及代祷事项》 

香港家新 HONG KONG 

感恩事项： 

1) 感谢主！ 第 194 届 MER I 营会顺利圆满结束。 祝福了 15 对学员，4 对带领夫妇的热心服事。 相信

每一对学员的婚姻都已蒙父神的更新与赐福，愿一切荣耀归与我们的主！  

2) 感谢主！ 营会后的跟进小组逐一恢复实体进行，组员之间的关系，能让夫妇们从而建立彼此互动、守

望、扶持... 等，延续营会中所建立美好夫妻的关系。  

代祷事项： 

1) 马鞍峰香港教会已确认于 1 月开办 MER I 营会，求主照着祂丰盛的应许赐福这场营会，为所有参与者

在营会中经历神，得着生命祝福，建立美好的婚姻关系。  

2) 我们敬爱的家新前任会长杨家杰牧师将于 2023 年 1 月荣休，愿神亲自记念您的劳苦，以百倍报答给

您！ 并祝福杨牧师一家，在往后的日子，你们继续被主所用，在不同的地方去荣耀见证神。 

3) 筹划 2023 年的营会期间，盼能有更多的牧者能够参与或帮忙推动「家新」事工，成为长远合作伙伴

教会。 并多鼓励教会的弟兄姊妹参与 MER I 营会，愿意学习满有基督之爱的恩爱夫妻生活。  

 

东马来西亚事工协调小组 EAST MALAYSIA 

感恩事项： 

1) 感恩耶和华的保守，和供应，让我们能够平安度过 2022 年。 为所进行的营会、同工直间美好的配

搭、学员夫妇的领受和改变，向耶和华献上感谢。 

代祷事项： 

1) 为所筹划 2023 的 MER I、MER II 及 LCT I 等营会和聚会祷告。 期望有更多的教会和牧者能够参或帮

忙推动和鼓励，让更多的弟兄姐妹能透过这些营会或聚会同得生命的好处。  

2) 求耶和华坚固营会后的跟进小组组员之间的关系、以及彼此间的互动。 祷告求主让夫妇们能够彼此守

望、扶持、共同建立美好的家庭，荣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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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会感恩及代祷事项》 

 

英国事工协调小组 UK 

感恩事项： 

1) 感谢神， 12 月 10 日的英国家新董事会线上会议顺利举行。  

 

代祷事项： 

1) 请为 2023 年计划在英国和欧洲举辧的粤语及国语恩爱夫妇营、教牧恩爱夫妇营代祷。 求神预备酒

店、导师和参加者。  

2) 请为英国家新希望聘任半职行政助理代祷。 求神预备适当人选。 

 

 

台湾家新 TAIWAN 

代祷事项： 

1) 二月的 LCT I 已经可以举办，目前有五对表达参加的意愿。 求主继续感动渴慕在婚姻家庭事工方面服

事主的夫妇，愿意勇敢踏出信心的脚步，加入家新带领夫妇团队。 

2) 二、三月各有一场教牧夫妇营 PMER I，目前尚有少数名额，求主的灵感动受邀的夫妇，愿意采取行动

报名参加。 

3) 求主祝褔 2023 年所有的事工计划，满有主的同在与祝福，无论是人力、物力、财力，都丰丰富富地

赏赐下来。 

 

 

感恩事项： 

1) 感谢主，12 月 MER II 顺利完成，所有参与的夫妇都有很丰富的得着，将一切荣耀颂赞都归与神，也

愿神赐福后续的祷伴与跟进聚会，每一次都充满主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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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会感恩及代祷事项》 

美国家新 USA 

感恩事项： 

1) 感谢赞美主！ 因着祂充足的供应与保守， 2022 年恢复 30 个实体营会。 使所有 MER I， MER II and 

LCT，度假营都能顺利举行及完满的达成。 共有 43 人决志信主 感谢神的恩典， 耶和华以勒！ 

2) 感谢全美各地的带领夫妇及同工们全心的摆上，也同心合意服侍华人婚姻家庭事工的使命。 也因着全力

以赴，使多人再次回顾自己不足的地方而加以改进，并得到正面的肯定，更加激励同工为神做合神心意

的事，并灵命更新。  

3) 感恩 Wei 及会长受邀在 12/9 至圣地亚哥参加当地的带领团队聚会，并完成当地的 Coordinator 的交接

工作。 对他们的团队精神和传承工作印象深刻。  

4) 感恩美国家新北加州国语度假营疫情后在 11/23-27 恢复实体营会，共有 499 人参加，感谢主！ 有 16

人在营会中决志信主。 

5) 2022 年最后一个 MER I 在芝加哥顺利完成，在营会中有 1 人决志信主。 芝加哥全体同工得以再次见证

神的荣耀。  

6) 感谢主从年初到岁末都保守我们每一个营会。 也期盼 2023 年的到来与主同行为婚姻家庭事工而努力。  

代祷事项： 

1) 继续祷告在新的一年，疫情得到完全控制，目前计划有将近 50 个营会，盼望都能如期顺利举行。  

2) 求神保守美国各地同工的家庭、婚姻及身体的康健。 特别是身体有病痛或心灵软弱的， 求神医治和保

守。  

3) 请为 1/1 洛杉矶国语团队大团聚和 Coordinator 的交接工作代祷，盼望加深同工彼此间的关系，保守

合一，交和接的 Coordinator 都得到从神来的祝福。  

4) 为美国北加州国语度假营团队1/14核心同工新年团拜及Coordinator交接代祷，保守团队的合一，祝福

承接的Alan和Cinny夫妇，感谢Richer和筱梅将近30年在家新忠心耿耿的事奉和多年的团队带领，求神

亲自纪念。  

5) 求神特别纪念和祝福美国家新北加州国语度假营和粤语度假营这两个特别的团队。 

 

顺序以地区首字母以及排版需要排列（Arranged in alphabetical order and based on layout needs.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