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差傳協會全球代禱月曆 2019 年 3 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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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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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羅地亞

國際領袖訓練室

請為兩個家中有幼小的東亞家庭禱告。感

我們本月將在奧斯米加攀石事工訓練我們的

謝主其中⼀個家庭上週在⼀城鎮平安誕下

領袖們去教導並與⽗⺟們互動，我們求主讓

⼀嬰孩。 另⼀對夫婦在⼀⽉份迎接了⼀

孩子們能聽到神的話，領袖們亦能藉此成

個新生嬰兒，現正等待為他們所收養的另

⻑。也請為國家領袖訓練室的暑期門徒訓練

⼀個年紀較⼤的孩⼦拿到美國護照，以便

能有完滿的招生禱告。

他們可以返回亞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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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SEND 北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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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加利亞

Gisli 和 Nora Jonsson

今天艾迪亞諾雪橇犬比賽正式開始。 請

我們將回國述職三週，與我們的⺟會、差

為卡斯科奎姆河上的⼀個檢查站麥格拉斯

會、禱告和財務支持者聯絡，請為我們禱

村的國際差傳協會宣教士禱告，因為他們

告。 我們想在村屋開始諮詢培訓和兒童培

在本週稍後時間將會接待大量訪客，其中

訓，這將需要大量的籌備工作和資金的支

包括世界上最佳的 700 名犬類競技員。

持。

烏克蘭

Dave Benz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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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班牙 Giles & Debbie Davis

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 – 請為 Greg 和

馬德里 – 請在今年整個春季和夏季都為⻄班

Patti Wilton 讚美上帝，他們經過 16 年

牙的門徒訓練之家的實習計劃禱告。屆時來

在 烏 克 蘭 的 服 事 即 將 退 休 。 Greg 和

自歐洲和美洲的參加者將聚在⼀起共同生

Patti 之前忠心在克列緬丘格聖經學院事

活、工作，敬拜、服事和成⻑。 願那最認識

奉，之後搬到伊萬諾-弗蘭科夫斯克，專

下⼀代年青人的主，呼召他們中間⼀些⼈出

注於神學教育和建立教會。 求主讓他們

來加入全職的全球宣教事奉。

能順利退出烏克蘭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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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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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Scott Ponzani

國際差傳協會日本總監 Paul Suzuki 將於

東京 - 感謝上帝給予我們創造力和才華，可

3 月 7 日至 12 日到香港。 請特別為 3 月

以創作音樂去榮耀祂。 請為 3 月 3 日至 9

10 日舉行的特別聚會禱告，屆時 Paul 將

日參加聯盟榮譽合奏的日本基督教學院的學

分享日本的需要。 也求主引領合適的人

生禱告。 求主幫助他們能把最佳表現發揮出

到國際差傳協會的展覽攤位，透過國際差

來，以致可以成為光照耀其它學校的學生。

傳協會找到可能參與的服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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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其頓

Sherri E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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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 Carl Kresge

斯科普里 - 為紀念國際婦女節，我們今天

請為我們在中亞的國家合作夥伴禱告，求主

舉行了⼀個以女性為對象的外展活動，請

讓他們對那在幾年前接手的門徒訓練課程盡

為我們禱告。求主使信徒們在邀請朋友時

心竭力，落實培訓和指導門徒。 目前他們已

大有膽量； 又祈禱那些來參加的人都會

經成立了⼀些小組，以幫助參加者彼此鼓勵

受到挑戰，願意更多了解基督的愛。

和互相負責。

菲律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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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Herb 和 Kim Burkett

TESOL - 請為今天在馬尼拉舉行的年度董

利沃夫 - 讚美主在⼀個新植堂的烏克蘭聖經

事會會議禱告。 由於有兩名教練即將退

教會內為我們預備了服事的機會。 求主賜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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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所以在未來將會有很多轉變。 求主

我們對婚姻與家庭的教導，並為已訂婚的夫

賜董事會有智慧邀請新成員加入，並為這

婦作的婚前輔導。 請為 Herb 禱告，他將與

事工製定未來的計劃，以致能繼續訓練更

領袖們⼀起同⼯，並會幫助⼀些預備成為會

多英語教師到其它國家服事。

友的信徒。

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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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 Carl Kresge

請為我們的同工能在幾個未聞福音的少數

請為我們在俄羅斯的最新團隊禱告，他們將

⺠族中看見人們願意接受福音禱告。 又

專注向兩個未聞福音的穆斯林族群工作。 他

特別為⼀位幾週前在山中信了主的人禱

們最近受到⼀些打擊，包括⼀位關鍵的同工

告。 由於這個人生活在荒野，有時很難

離開了；以及⼀位領隊要延遲歸來。目前有

找到他，求主幫助同工們能與當地信徒合

兩對富經驗的前歐亞大陸事工同工夫婦在今

作跟進。

年內都會留在那裡幫助。

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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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 S 和 M

苗栗市 - 讚美上帝在過去的⼀個學期我們

那些願意與我們⼀同合辦 TESOL 計劃的國家

在⼀些⼤學⽣中取得了突破，祈求主讓他

越來越少了， 有些門可能正在關閉。 求主

們能繼續來參加查經班。 求主帶領國際

賜智慧給我們課程的決策人，決定往何處開

差傳協會的同工到那些正在尋求真理的學

課，以及不去何處開課。

生那裡，祈求他們能建立友誼，以導致有
分享福音的機會。

17

克羅地亞
請為 Johann Go 禱告，他準備在本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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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亞
請為⼀隊七⼈的短宣隊禱告，他們將於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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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個月推動教會們參與青年門徒訓練，

18 日至 4 月 2 日到俄羅斯的華人中間訪

和⼀個名為「輪上的營會」(Camp on

宣。求神賜我們安全和好的天氣。 也求主使

Wheel)的獨特教會事工。求上帝幫助他

用團員所分享的信息去建立當地的華人教

能記住有關詞彙，以便能清楚地溝通。

會。

東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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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請為⼀隊七⼈的短宣隊禱告，他們將於 3

基輔 – 請為 Rick Perhai 禱告，他將在基輔

月 18 日至 4 月 2 日到俄羅斯的華人中間

神學院教授基督教倫理學，這是⼀門基礎聖

訪宣。求神賜我們安全和好的天氣。 也

經與實用神學整合的課程，對象是基輔神學

求主使用團員所分享的信息去建立當地的

院即將畢業的學士學生。 祈求神使用這課程

華人教會。

去鼓勵學生們更經常有效地應用聖經，解決
他們在生活和事工中遇到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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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

Gary和Mabel Me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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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公館 -公館教會和晚市商人教會已合併在

敖德薩 – ⼀隊國際差傳協會的團隊將出席在

路德會慕義教會名下。求上帝興起⼀位能

MMK 舉⾏的⼀個專為烏克蘭人而設的國際

講客家話的牧者來牧養這間新教會。 求

宣教會議，他們又會在其中服事，請為他們

主使教會會友們繼續在與主同⾏中成⻑。

禱告。 求上帝使用他們的言語和生命去激勵
烏克蘭人願意參與跨文化宣教的服事。 請特
別為那些與會的年青人禱告，求神讓他們能
感受到聖靈的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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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Jon和Elaine Winter

24

⻄班牙 Johnh 和 April McDuffee

東京 - 我們快要完成我們在日本的任期。

瓦雷卡斯擴展區（馬德里） - 求主開啟人們

請為 Miya，Nanami 和 Haru 能對福音

的心扉，能對我們在瓦雷卡斯擴展區所辦的

作出回應禱告。 我們即將轉移到亞洲中

外展活動作出回應。 求主興起很多新信徒，

心並搬到泰國，還有很多不捨的人要道

以致可以在馬德里這個地區建立⼀個教會。

別，求主叫我們能有個美好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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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辦事處 Michelle At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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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辦事處

Judy Severns

請為國際差傳協會與 Therefore Alliance

請求主為國際差傳協會的宣教士子女預備老

的合作禱告，這是⼀個由 TEAM、SAM、

師。許多學校都需要⼀些委⾝大使命、合資

SEND 和 Crossworld 幾個差會組成的新

格的教育工作者；他們也可以成為補習老

協會。 在美國，我們籌劃聯合舉行培訓

師，服事那些比較偏遠的家庭。

和集訓計劃，以優化和善用每個差會的強
項。請為國際差傳協會人事總監 Bruce
Cannon 禱告，他正幫助設計所有培訓事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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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合作 Barry Rempel

2

上帝正在從烏克蘭中興起很多宣教士要到
中亞的未得之⺠群體中服事。 上週，我

克羅地亞

Kurt 和 Christine Bekins

請為我們祈禱，我們仍在繼續探索建立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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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適地點和合作夥伴。 求主使我們在語言

在敖德薩⼀個大型宣教會議上演講，並就

學習上有突破。讚美上帝我們已有了⼀些新

國際差傳協會如何進⼀步促進培訓和差派

的動力，亦在講話的速度上有進步。Kurt 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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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教士進行了很多對話。求主為未來賜下

領了⼀次青年的聚會，亦會在本月份在教會

清晰的異象和富有成效的聯繫。

內講道。

泰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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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

Rick Perhai

求主給我們⼀個清晰的異象，知道怎樣去

請為我們正為俄語和烏克蘭語世界發展網上

為呵叻的新⼯作奠定⼀個堅固的根基，也

課 程 禱 告 。 請 為 基 輔 神 學 院 與

求主差遣更多工人願意到那裡事奉！現在

Biblemesh.com 的關係禱告，也求主供應

Eric 和 Jodee Obado 已搬到這個新地

我們這些發展上所需的資金和行政支持。也

區。

為神學院的領袖禱告，我們正想設立更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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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位，以培訓更多的牧職神學家。

東亞
讚美主，讓⼀個國際差傳協會的宣教⼠家庭
可以留在泰國⼀段時間去完成之前⼯場剩下
的工作。他們將到台灣探勘工場，求上帝賜
他們對當地的⼯作和⼈⺠有負擔，又指引他
們有同⼀的⼼意地去選擇住在哪里和在哪裡
事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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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D PHILIPPINES: Phone: 63 917 363 7156, SEND EUROPE : A.Friesen: hafriesen@sen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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