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差傳協會全球代禱月曆 2019 年 2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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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辦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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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差委會

國 際 差 傳 協 會 國 際 總 監 Warren

讚美上帝，謝曾詠儀姊姊開始擔任副總幹事，而

Janzen 在為期五個月的安息假期內將

新的宣教拓展主任關韻笙姊妹亦已上任。求上帝

會致力研究和寫作。在他休假期間，

賜下智慧和屬靈的洞察力，讓她們與議會成員和

Barry Rempel 會擔任署理總監，在這

眾同⼯⼀起榮耀上帝的名，動員他⼈參與宣教，

幾個月裡領導國際差傳協會，讓

並為宣教士們提供關顧。

Warren 可以放心休假，以致得著更新
及滿有果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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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4

泰國

二月又稱為白月，是藏傳佛教徒靈界

讚美主，超過 800 多名男⼦來到⼀個偏遠的叢

活動非常顯著的⼀個月份。在這個經

林營地尋求治療他們的毒癮！由於沒有足夠的宿

常為人帶來壓迫的黑暗月份中，求神

舍，他們大多數人都要睡在地上的墊子上。求主

鼓勵我們的布里亞特團隊，堅固他們

讓人願意供應睡袋給他們，以保護他們免受寒冷

的靈命，又保護他們。特別為 Lief 和

和 昆 蟲 的 傷 害 。 捐 獻 請 到 ：

Jami祈禱，他們將在今天舉辦⼀個超

https://www.send.org/give/projects/shandrug-rehabilitation

級碗派對，以便他們可以與村⺠建立
友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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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
我們有⼀些在亞洲⼀個對安全非常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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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王玉梅

客家事工-- 在農曆新年期間，我們將在公館的

感的國家內的宣教士，仍然不確定他

夜市擺設攤位，求上帝賜福和鼓勵我們的團隊。

們能夠在現在的地點服事多久。祈求

求主將許多人帶到攤位，讓我們可以與他們建立

上帝賜下智慧、平安和勇氣，讓他們

友誼，為以後的事工鋪路。

能夠面對每天的生活，又能為將來作
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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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

Gerald 和 Emi Ha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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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Paul & Carol Suzuki

Gerald 獲選為⻄班牙國際差傳協會的

請為我們的朋友Misato禱告，她的兒子在學校

區域總監。求聖靈賜下智慧和引導，

受到欺凌。願她會因這困難而向主呼求並信靠

使我們能成為主的忠心僕人好好的去

祂。又讓她能為她的家庭從聖靈支取力量、愛心

帶領團隊。

和健全的心靈。

美國辦事處

Michelle At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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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Dave & Sharon Benzel

請為 TEAM、SAM 和 Crossworld 差

基輔 –請為 Dave 禱告，他將在基輔的以斯拉學

會的合作事工禱告，他們正制定⼀個

院教授《釋經學》，並會在本週在當地教會宣講

聯合集訓計劃。也請為我們的動員團

《靈命重生》的課題。求主管理並用正確的真道

隊禱告，他們正在跟進那些在聖誕假

充滿他的心，並賜他技巧去教授《釋經學》。

期間在烏爾班納 和 十架宣教大會上表
示有心參與宣教的年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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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SOL
求主讓菲律賓 TESOL 見習老師能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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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今天為 Lisa Sorley 在⽇本踏入另⼀年的⽣活讚

月 11 日至 22 日期間有良好的實習。

美主，並求上帝在沖繩基督教國際學校中使用她

通常這是菲律賓團隊在⼀年中比較困

成為光，照耀班上 14 名國際學生，他們許多人

難找到英語課程讓見習老師實習教學

從未在任何地方聽過耶穌的名字。又求主在流感

的時間。請為 Sam 和 Melody Kuka

季節保守她在日本基督教學校有健康和力量去事

禱告，他們負責安排老師的實習事

奉。

宜；也為泰國 TESOL 中心⼀位⾏政同
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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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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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散居事工

請為 1 月份完成準宣教士集訓的四位

日本人福音事工—請為 Richard Nakamura 禱

同工禱告，他們仍在建立更多宣教夥

告，他將在 2 月 14 日至 16 日在華盛頓州柯克

伴，並為他們的宣教行程作準備。特

蘭的北岸社區教會舉行的《為基督贏得日本人》

別為其中⼀位稍為接近踏出⼯場的準

國際福音會議上當主持。請為日本人得著復興禱

宣教⼠禱告，他仍要完成與另⼀夥伴

告。

差會的合約才可正式離職，亦要進⼀
步建立更多宣教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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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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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 美國

求聖靈引導和預備機會讓 Z 家庭和 MS

請在 2 月 16 日至 25 日期間為國際差傳協會的

可以向春村的 Y 族人宣揚基督，並知

傳媒團隊以及泰國的兩位動員同工禱告。他們計

道如何滿足他們物質上的需要。求上

劃將⼀些宣教故事製作成影片，用以招募新的宣

帝賜下友誼給所有生活在俄羅斯、烏

教士，並為以珊及撣族人中間的事工籌募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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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蘭和中亞偏遠地區的歐亞宣教士子

請禱告求神賜平安的旅程，又求主讓他們所拍攝

女。

的故事能觸動未來宣教士及捐款者的心。

⻄班牙

Gerald＆Emi Hau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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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南亞穆斯林

瓜達拉哈拉 -- 為瓜達拉哈拉教會領導

請為 2 月 18 日至 22 日在四個不同的社區設立

層的交接禱告。Pablo 已在二月份的

的醫療和牙科診所禱告。這對社區中很多人來說

教會會友大會中被提名當選為教會的

往往是第⼀次有機會看病。祈求神吸引許多人來

第⼀位⻑老。又有另外兩名弟兄被邀

接受醫療護理，又讓他們可以從團隊同工身上看

請成為臨時領導團隊的成員。

到耶穌的愛，從而願意與他們建立持續的友誼。

羅馬尼亞

Nathan & Britta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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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rrett

全球合作事工
Barry Rempel 將於 2 月 19 日至 21 日參加⼀個

今天六位女士聚集在拉斯特的咖啡

⻄班牙裔教會/宣教領袖的重要聚會。主要目標

館，開始為期六個月去探討如何在自

是顯著增強國際差傳協會與這群教會的合作。當

己的家中圍繞餐桌進行傳福音和門訓

Barry 去接觸這些領袖時，求上帝引導他，又賜

的對話。我們的目標是要邀請未信的

他有屬靈的洞察力。

人進入我們的家庭，與他們進行同樣
的屬靈對話，從而發展我們的福音事
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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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北部
請為來自瑞士的 Daniel Buehler 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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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梁戴甘

嘉義 - 讚美上帝供應我第二任期的宣教經費，讓

告，他是⼀位才華橫溢的藝術家、園

我可以回到台灣服事。求主為我預備居所和同

藝師和攝影師，他現在加拿大⻄北區

工，讓我可以跟進那些從前認識主的人，並可接

北極圈以外⼀個名為麥克弗森的小社

觸到更多學生。

區生活和工作。祈求神使用他和他的
小教會在這寒冷和黑暗的冬季裡展現
基督之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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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散居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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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辦事處

Judy Severns

亞特蘭大 – 去年 12 月我們在亞特蘭大

請為 2 月 24 日至 3 月 1 日在匈牙利舉行的

的團隊成立了⼀個女⼦俱樂部，去向

SHARE 家庭教育會議禱告，是次會議是專為來

10 至 17 歲的女難⺠傳福音。求上帝

自歐洲、歐亞大陸和中亞的宣教士而舉辦的。求

賜福這個每月兩次的聚會。我們對難

上帝使用我從賓州凱恩大學帶來的教育團隊，能

⺠的另⼀個主要工作是對懷孕的婦

有效地滿足所有與會家庭的需求。

女。請為兩個正在為不孕而掙扎的媽
媽禱告，亦為所有待產的媽媽能安全
分娩祈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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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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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今天開始了本年度原住⺠新生命音樂

請為 2 月 25 日至 3 月 1 日舉行的以珊族事工聯

會，我們將混合土著的音樂奏出福音

合訓練和退修會禱告。屆時許多在以珊族中間工

和讚美的⾳樂。⻑老們會用阿德娜阿

作的宣教 機構同 工都 會參加是 次訓練 。Larry

薩巴斯卡語唱出《奇異恩典》；孩子

Salisbury 將會是其中⼀個⼤會主持⼈和教師，

們會用亞拉斯加中部的尤皮克語唱出

請為他禱告。

《我會飛走》。祈求主使亞拉斯加的
本土年青人受到啟發，願將這⼀傳統
傳承給後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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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

Gisli 和 Nora Jonsson

2

讚美主，你們所代禱的那位孤兒在過
去的聖誕節表現很好；但是那患有狼

東亞差委會
請為預備 3 月被差到日本的何婉媚和李慧嵐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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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為她們出發前的最後準備和與家人親友的告

瘡症的⺟親在聖誕節期間則幾乎死於

別禱告。同時有⼀位剛剛⼤學畢業的學⽣

病毒感染。請也為 Gisli 禱告，他要輔

Joyce Lai，她計劃用六個月到馬其頓短期宣

導幾對婚姻有問題的夫婦，求主賜下

教，求上帝供應她的需要。求主在她面前帥領

亮光和力量。

她。 求主在中亞⼈⺠中帶來靈性的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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