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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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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禱告是動員支取一切能力──人力、物力、財力、靈力──的唯一途徑！ 

禱告也是「家新」一切事工的唯一生命線！ 

日期 營會事工 地點 語言 

1 月 4-7 日 同工靜修營 溫哥華 國語 

1 月 25-27 日 恩愛夫婦營 MER I 顯達 / 香港 粵語 

2 月 3 日 家新元宵暨楊牧榮休晚宴 香港 粵語 

2 月 3-5 日 第 18 屆帶領夫婦訓練 LCT I 高雄 / 台灣 國語 

2 月 13-15 日 恩愛夫婦營 MER I 意大利 國語 

2 月 17-19 日 神國特會 奧斯汀 / 美國 國語 

2 月 22-24 日 帶領夫婦訓練 LCT I 凱地 / 美國 國語 

2 月 24-26 日 神國特會 凱地 / 美國 國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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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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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夫婦營見證集 2」已經印刷完成，並陸續送達各地分會及事工協調小組。 

2) 感恩「國際家新」2022 年「年終代禱信」已完成印刷, 並已陸續寄送到奉獻者的手中。 

 

代禱事項： 

 

1) 「國際家新」辦公室主任李意君 (Angela Li) 姊妹已於去年底因為家庭、健康、以及個人原因請辭。痛

失良才，殊為可惜！願主親自祝福 Angela 姊妹的身心健康與前路！因為 Angela 姊妹的離職，原本進

行中的各項事工被迫拖延，「國際家新」急需一位辦公室行政同工，請代禱並自薦或推薦！ 

2) 「國際家新」人事急聘 —— 有鑑於過去近兩年來因為疫情的衝擊，全球各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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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營利機構資金管理規劃

經驗的「財務發展規畫部主任」Fund Development Directo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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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家新」團隊代禱。也請各地分會特

別是北美地區踴躍推薦合適的人選。 

3) 請為「國際家新」2022 年「年終代禱信」代禱。盼望各地的家新人能夠繼續支持「家新」事工，讓我

們能在疫情衝擊後，化負為正，有更多的資源能夠成為各地分會推動事工的後盾。 

4) 請繼續為「國際家新」去年(2022)年底起動的各項事工代禱 ── 包括文字事工，「跟進小組手冊 

2」、30 週年紀念特刊、事工規章及行政備忘錄新修訂、及 MER I 第六版學員手冊、帶領夫婦手冊、

PPT、影音視頻製作的第二階段安排等。願神親自帶領每一項事工，豐富供應各樣人力與財力的需要。 

5) 請繼續為邱會長的身體健康代禱。根據去年底全球分會提出的事工計劃，會長將於今年支援至少 7 個

國家 12 個城市的「家新」事工！求神繼續賜給邱會長強壯的體魄和充沛的靈力，2023 年能夠更有精

神體力支援全球各地的營會與活動，成為各地「家新」團隊最有力的支持與祝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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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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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神過去一年的供應及帥領，藉著「家新」各項活動，祝福不少家庭。又感恩各省同工們在過去一

年各自繁忙的工作、事奉與家庭崗位上盡忠又與我們一同服事，現接近年度終結，感恩各人有機會在

主裡安歇重整，重新得力，為主再爭戰，願主祝福各省同工。 

2) 感謝神保守澳洲家新分會於 11 月中的董事會順利舉行, 選出新一屆的執行董事, 願神使用各董事的恩賜

在 2023 年繼續為主作工，榮耀主名。 

3) 感謝神工供應義工協助辨公室數據整理及海報的設計，求主使用他們的恩賜在來年在家新繼續為主作

工。 

代禱事項： 

1) 求神保守正在進行的夫婦營“網上報名“ 的軟件系統設計項目的進展，能儘快完成，可以使用，方便

報名參加夫婦營。 

2) 求神賜智慧給各董事及各省核心同工計劃 2023 年各省的營會及各聚會活動，安排適合各省華人教會

的需要。 

3) 求神供應合適營地推行營會，疫情過後各省營地成本飆升，澳洲各地面臨尋找新的合適營地的困難。 

4) 求神保守各同工及董事身心靈都強健，成為別人的祝福。保守各省同工的家庭、婚姻、健康及工作，

特別是感染了新冠狀病的同工家庭，求主醫治，早日康復。 

5) 求神恩賜辦公室同工有智慧和能力, 去使用家新的新數據庫軟件，能夠配合其他系統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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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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分會同工願意為神國擺上，全力支持拉丁美洲家新事工，求主記念，加倍地祝福！ 

代禱事項： 

1) 求聖靈繼續做奇妙的善工，為阿根廷明年 2 月 19 – 21 日 MER I 的營會預備 3 對帶領夫婦、12 對以

上學員夫婦及合主心意的場地。 

2) 為加拿大差派的 2 對帶領夫婦禱告，求神親自預備在阿根廷的差傳事工，讓當地的教會及有需求的婚

姻家庭得到幫助，「家新」同工屬靈生命被造就。 

 

加拿大家新 CANADA 

感恩事項： 

1) 2022 年加拿大共完成了 7 個國、粵語 MER I，有 30 對帶領夫婦參與，服事了 69 對學員夫婦，參與

者都身體健康，夫妻關係蒙祝福，感謝讚美主。 

2) 感謝主，經與各地同工商討確定，2023 年將舉辦 26 個營會和 4 個 LCT 訓練，是加拿大歷史上第二多

的年份，其中包括 3 個本地教牧營和 1 個巴拿馬教牧營，求主賜福使用，也預備更多有心志有生命的

夫婦加入團隊，一起祝福華人的婚姻家庭。 

3) 為過去一年神在加拿大分會的豐富祝福感恩，營會順利重啟，帶領夫婦團隊同心協力，積極參與，兩

年多的疫情並沒有澆滅同工們對神國對婚姻家庭的熱情，一些曾經冷淡的同工也再次回歸團隊，願一

切榮耀歸給神！ 

代禱事項： 

1) 求主賜福 1 月初溫哥華國語團隊的靜修營，求主使用講員的信息，堅固同工們的生命，建立團隊。 

2) 經總會邀請，加拿大將差派兩對資深國語帶領夫婦支援 2 月中的阿根廷國語 MER1，求主保守所有參

與者的平安，使用營會祝福阿根廷的眾教會。 

3) 為了預備明年的營會，各地正開展 LCIT 的備課訓練，幫助 LCIT 預備好課程，在教導上更上一層樓，

求主使用眾 LC 們的付出，成為新同工們的祝福，也使用此訓練，讓老新同工能師友同行，一起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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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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主！第 194 屆 MER I 營會順利圓滿結束。祝福了 15 對學員，4 對帶領夫婦的熱心服事。相信每

一對學員的婚姻都已蒙父神的更新與賜福，願一切榮耀歸與我們的主！ 

2) 感謝主！營會後的跟進小組逐一恢復實體進行，組員之間的關係，能讓夫婦們從而建立彼此互動、守

望、扶持…等，延續營會中所建立美好夫妻的關係。 

代禱事項： 

1) 馬鞍峰香港教會已確認於 1 月開辦 MER I 營會，求主照著祂豐盛的應許賜福這場營會，為所有參與者

在營會中經歷神，得著生命祝福，建立美好的婚姻關係。 

2) 我們敬愛的家新前任會長楊家傑牧師將於 2023 年 1 月榮休，願神親自記念您的勞苦，以百倍報答給

您！並祝福楊牧師一家，在往後的日子，你們繼續被主所用，在不同的地方去榮耀見證神。 

3) 籌劃 2023 年的營會期間，盼能有更多的牧者能夠參與或幫忙推動「家新」事工，成為長遠合作伙伴

教會。並多鼓勵教會的弟兄姊妹參與 MER I 營會，願意學習滿有基督之愛的恩愛夫妻生活。 

 

東馬來西亞事工協調小組 EAST MALAYSIA 

感恩事項： 

1) 感恩耶和華的保守，和供應，讓我們能夠平安度過 2022 年。 為所進行的營會、同工直間美好的配

搭、學員夫婦的領受和改變，向耶和華獻上感謝。 

代禱事項： 

1) 為所籌劃 2023 的 MER I、MER II 及 LCT I 等營會和聚會禱告。 期望有更多的教會和牧者能夠參或幫

忙推動和鼓勵，讓更多的弟兄姐妹能透過這些營會或聚會同得生命的好處。 

2) 求耶和華堅固營會後的跟進小組組員之間的關係、以及彼此間的互動。 禱告求主讓夫婦們能夠彼此守

望、扶持、共同建立美好的家庭，榮神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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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分會感恩及代禱事項》 

 

英國事工協調小組 UK 

感恩事項： 

1) 感謝神, 12 月 10 日的英國家新董事會線上會議順利擧行。 

 

代禱事項： 

1) 請為 2023 年計劃在英國和歐洲舉辧的粤語及國語恩愛夫婦營、教牧恩愛夫婦營代禱。 求神預備酒

店、導師和參加者。 

2) 請為英國家新希望聘任半職行政助理代禱。求神預備適當人選。 

 

 

台灣家新 TAIWAN 

代禱事項： 

1) 二月的 LCT I 已經可以舉辦，目前有五對表達參加的意願。求主繼續感動渴慕在婚姻家庭事工方面服

事主的夫婦，願意勇敢踏出信心的腳步，加入家新帶領夫婦團隊。 

2) 二、三月各有一場教牧夫婦營 PMER I，目前尚有少數名額，求主的靈感動受邀的夫婦，願意採取行動

報名參加。 

3) 求主祝褔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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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事項： 

1) 感謝主，12 月 MER II 順利完成，所有參與的夫婦都有很豐富的得著，將一切榮耀頌讚都歸與神，也

願神賜福後續的禱伴與跟進聚會，每一次都充滿主的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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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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著祂充足的供應與保守, 2022 年恢復 30 個實體營會。使所有 MER I, MER II and LCT，

度假營都能順利舉行及完滿的達成。共有 43 人決志信主 感謝神的恩典, 耶和華以勒! 

2) 感謝全美各地的帶領夫婦及同工們全心的擺上，也同心合意服侍華人婚姻家庭事工的使命。也因著全力

以赴，使多人再次回顧自己不足的地方而加以改進，並得到正面的肯定，更加激勵同工為神做合神心意

的事，並靈命更新。 

3) 感恩 Wei 及會長受邀在 12/9 至聖地亞哥參加當地的帶領團隊聚會，並完成當地的 Coordinator 的交

接工作。對他們的團隊精神和傳承工作印象深刻。 

4) 感恩美國家新北加州國語度假營疫情後在 11/23-27 恢復實體營會，共有 499 人參加，感謝主！有 16

人在營會中決志信主。 

5) 2022 年最後一個 MER I 在芝加哥順利完成，在營會中有 1 人決志信主。芝加哥全體同工得以再次見證

神的榮耀。 

6) 感謝主從年初到歲末都保守我們每一個營會。也期盼 2023 年的到來與主同行為婚姻家庭事工而努力。 

代禱事項： 

1) 繼續禱告在新的一年，疫情得到完全控制，目前計畫有將近 50 個營會，盼望都能如期順利舉行。 

2) 求神保守美國各地同工的家庭、婚姻及身體的康健。特別是身體有病痛或心靈軟弱的, 求神醫治和保

守。 

3) 請為 1/1 洛杉磯國語團隊大團聚和 Coordinator 的交接工作代禱，盼望加深同工彼此間的關係，保守

合一，交和接的 Coordinator 都得到從神來的祝福。 

4) 為美國北加州國語度假營團隊1/14核心同工新年團拜及Coordinator交接代禱，保守團隊的合一，祝福

承接的Alan和Cinny夫婦，感謝Richer和筱梅將近30年在家新忠心耿耿的事奉和多年的團隊帶領，求神

親自紀念。 

5) 求神特別紀念和祝福美國家新北加州國語度假營和粵語度假營這兩個特別的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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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