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教會將會在團契推動［生命查經］，為門徒訓練重要的一環。 

2. 與慕光書院在福音事工上的合作。 

3. 為恩福中心多層之裝修計劃及工程事宜。 

1. 葉福成：葉師母早前因肺積水進醫院，經過治療，感恩終於出院。仍需要定期到

醫院洗傷口，改了口服化療藥希望能減輕化療引起的反應及不便。 

2. 張顏穎心：媽媽患絕症，身體癱瘓，劇痛氣促，求主堅固信心減輕痛苦，家姐照

顧母親身/心/靈疲憊，求主給穎心傳道智慧心力照顧媽媽舒緩家姐。 

3. 甘唐麗萍：感謝主！慈慈弱視好轉，現已進步到 8 至 9 成；近視及散光雖然沒

有加深，但仍嚴重；求主繼續使用針灸穩定視力及有好轉 

4. 張謝瀟慧：哥哥在美國患癌，正接受治療；感謝主治療得到成效，精神容許時到

教會敬拜主；願主繼續施恩醫治他的身體和堅固他及家人的信心 

5. 黎家翹：感謝主！父親已接受水禮。為接著治療代禱，求主帶領、施恩堅定信心 

6. 李本利：感謝主！Winnie 的視覺重影有改善和進展，繼續仰望主完全的醫治 

7. 郭煒成：太太在服用膽固醇藥，一個月後再檢查，求主保守心血管功能健康 

8. 鄺碧凝：求主給她充足的恩典和智慧學習平衡照顧母親及健關部半職事奉的安排 

9. 周燕儀：舅舅已完成第一針化療，求主幫助舅舅能節制飲食，讓治療發揮最大效

用，亦減輕舅母照顧舅舅的壓力。 

10. 黃朱鳳美：爸爸感染肺炎，同時有心機栓塞及高血糖，1 月 27 日入院，身體很

弱，之前曾表示會信主，但未肯承認 

教會及事工代禱需要 

同工及、幹事代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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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工、幹事代禱需要 

姓名 代禱者：關係／姓名／需要／現況 

同工 葉福成 葉師母前一陣子因肺積水進了醫院，經過幾週的治療，感恩終於出院了。

仍需要定期到醫院洗傷口，剛又改了口服化療藥希望能減輕因傳統化療

引起的反應及不便。 

 張顏穎心 媽媽患腦科絕症，身體進入癱瘓狀態，經常劇痛及氣促，求主堅固她的

信心及減輕她的痛苦，家姐因長期照顧母親，身、心、靈也十分疲憊，

求主給穎心傳道智慧和心力照顧媽媽及舒緩家姐。 

 甘唐麗萍 感謝主！慈慈 24/11/15 驗眼，弱視有好轉，原本只有 1 至 3 成的視力，

現已進步到 8 至 9 成；近視及散光雖然沒有加深，但仍嚴重；求主繼續

使用針灸穩定視力及有好轉 

 張謝瀟慧 哥哥在美國患癌，正接受治療；感謝主使他的治療得到成效，精神容許

時他也會駕車跟家人一起到教會敬拜主；哥哥很敬畏及相信主，願主繼

續施恩醫治他的身體和堅固他及家人的信心 

 黎家翹 感謝主！父親在 16/1 接受水禮。請為世伯接著嘗試標靶及化療代禱，求主

帶領、施恩及堅定他的信心 

 李本利 感謝主！Winnie 的視覺重影有改善和進展，繼續仰望主完全的醫治 

 郭煒成 太太在服用膽固醇藥，一個月後再檢查，求主保守心血管功能健康 

 鄺碧凝 求主給她充足的恩典和智慧學習平衡照顧母親及在健關部半職事奉的安排 

 周燕儀 舅舅已完成第一針化療，求主幫助舅舅能節制飲食習慣，讓治療發揮最大

效用，又減輕舅母照顧舅舅的壓力。 

 黃朱鳳美 爸爸感染肺炎，同時有心機栓塞及高血糖，1 月 27 日入院，身體很弱，之

前曾表示會信主，但未肯承認 

傳助/ 

幹事 

May 

Cheung 
(家工部幹事) 

患有長期病腎小球炎，此病沒有西藥治理，腎功能指數偏低但平穩。求主

看顧她的身體，有合適的醫治，並賜健康的身心靈 

 

肢體特別代禱需要 

提摩太團 Melody 

 

 

 

 

Melody 近來精神奕奕，對於弟兄姊妹到訪探望非常雀躍，反應敏捷，對答

如流，她分享每天上午做物理治療，下午則做職業治療，有時也會感到疲

倦。惟雙腳仍是無力，求主透過適當的物理及職業治療能使雙腳強健起來。 

代禱：1)雙腳能夠伸直；2)父母信主。 

東華醫院 L 座 6 樓(獨立房間，沒有限制探訪人數) 

地址：上環普仁街 12 號 

晚間探病時間: 18:00-20:00            

醫院電話: 2589-8111 



2016 年 2 月恩福家･月禱會 

禱告事項 

  

嘉蘭 (東亞)  - 來函節錄 

2016 新年好！我從山城平安回港了，回家的感覺很好。 

適應： 

1. 家父 11 月底肺炎發燒入院，消炎後轉往康復醫院，初時觀察他多日臥床手腳無力，以為

物理治療後會有好轉，但後來醫生評估家父急速衰退，自理及活動能力只餘 10-20%，未

能坐立，吞嚥困難，難以家居照顧，宜住護理安老院。家父一直抗拒「老人院」，但以 92 

歲的高齢，大病一次能出院其實已值得感恩，經解釋後他願接納這安排，好友媽媽住的安

老院服務及環境都挺好，剛好有空位，家父現已相當適應，且身體沒有不適或疼痛，感恩

之餘我們明白他很需要家人的關心探望，我和哥哥姐姐商約每天最少一人去陪陪他，請記

念我們能盡心盡力照顧家父。 

2. 我在 1 月開始 CPE 的學習，需要重新適應學習生活，其實也在適應回港的生活。 

3. 請適應今年述職期間我的代禱信改為每季一封。我人已在港，很想見面分享，少用文字，

差會也支持我和好貧友見對面見證阿爸父在山城、在我身上的恩典。 

恩光： 

1. 回港前一晚，山城的好姊妹接待我住她家，睡前我們聊了很久，談到她生命中最大的傷痛

時我們相擁而泣。姊妹前面的路很艱難，我不能在她身邊，但承諾一定守望記念，並以微

信保持聯繫，今天早上我讀路 1:78-79 很得幫助安慰，隨即給她留言，在此也與你互勉：

「感謝主耶穌帶我們出黑暗入光明，祂必看顧到底！我們繼續同行，在祂的光中必得見

光，難處有出路，心中有平安」。 

2. 我也想到 SC，他已於 12 月洗禮，很值得感恩但他媽媽卻悶悶不樂。原來 12 月初從鄰城

回來後他倆便在鬧意見：SC 媽媽想他乞討賺錢，他自己認為該憑信心仰賴天父的供應。

求主光照 SC 及媽媽，也賜教會格外的愛心、智慧與他家同行！ 

3. 離開山城前我與 TT 吃飯道別，她出來工作已一年，剛開始挺順利，但最近遭遇很大挫折、

委屈(現已離職)，除了安慰她、幫她分析外，我鼓勵她信主。過去我也曾分享福音但她說

要考慮，當晚她卻馬上決志，感謝主！人的盡頭是神的開始，請記念 TT 渴慕真光，我和

她現靠 QQ 聯繫，同工 JX 和她關係也很好，會幫忙栽培跟進，求主使用！ 

如鹿(東亞)  - 來函節錄 

開學後我又要適應每天充實及「充塞」的生活，很夜才回到家的疲憊，深願我有智慧好好地

分配時間，並且不要迷失在忙碌之中。回來一段時間都思考自己的身份，暫時比較舒服的答

案是一半半，一半是港人，一半是當地人，心裡實在喜歡那地方，也想念當地的朋友。 

無盡感恩： 

1. 感恩鼻敏感有改善，能堅持每星期做運動，各樣適應也良好。 

創啟地區 



2. 感恩重返校園學習，感覺自己漂浮在知識的汪洋大海中，需要謙卑學習，又願能好好整

理以往的服侍經驗和現時的學習，更感謝同學熱情的幫助。 

3. 感恩各方好友常常記念，溫暖的接待和禮物。 

4. 感恩家人安康。 

懇請記念： 

1. 記得前年公司以「你們要記念被捆綁的人，好像與他們同受捆綁，也要記念遭苦害的人，

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內」(來 13:3) 提醒我們要常常記念受苦的肢體。整個 2015 年大家屢

屢聽到 IS 的暴行以及難民的慘況，這只是讓你有一刻恐懼和同情，還是提醒你要迫切地

記念當中正受迫害的歸主者以及冒險留下來的海外工人呢？(已經有些工人因此而犧牲

了，然而仍有工人聽到呼召準備出發去服侍難民，在後方的你又準備如何支援呢？) 

2. 請記念患淋巴癌的蓮爸，及各患病的 M 朋友得著醫治，經歷主的大能。 

3. 記念小紅、小忠和娜娜、玉米媽和小斌等歸主者的信心堅定，常渴慕主。 

4. 伙伴二校正在施工、申請辦學證、進行宣傳和招聘員工，願老爸綑綁一切那惡者的詭計，

也保守校長及他團隊有智慧和信心面對。 

5. 服務中心員工 K 姊妹的哥哥仍在找合適的工作，弟弟正嘗試自己較在行的行業，保守 K

姊妹更有愛心、耐心和信心面對家人的需要。 

6. 保守隊長的頭暈情況得著醫治，記念綠色夫婦和 T 姊妹在寒冬裡仍有健康的身體，保守

他們在本月中平安回來匯報。 

7. 家父最近感到心臟有點不適，身體也虛弱了，已在檢查。記念未接受禮物的二姐和妹夫，

願他們也得著豐盛生命。願住在宿舍的嚴重弱智的弟弟得著愛心照顧。 

依華 (東亞)  - 來函節錄 

1. 紀念述職期間可以從新得力，跟支持者、家人、朋友有美好的分享。 

2. 求父動員更多專業人士參加短期或長期的服事。 

3. 求父保守工廠的康復工作順利，團隊同心合作。 

 

Amy 及阿鮑一家 (日本，學傳)  - 來函節錄 

感恩： 

1. 感謝天父！神使用不同的聖誕節聚會向多人撒下福音種子。 

2. 在全國同工退修，讓同工們有美好的分享代禱，彼此守望的時間。 

3. 12 月 13 日池袋教會的聖誕慶祝活動結果有 85 人出席，一半以上是新朋友。 

代禱需要： 

日本整體： 

1. 年尾年頭是反省和新一年許願的時間。求聖靈在人心工作，給日本人在反省的過程中自到

自己的自私和祈求偶像賜福根本沒有果效，轉而尋找真神。 

2. 日本社會中，女性在工作上受到的待遇仍然很差，最近在新聞節目中，有人求助於追討欠

東南亞及本地 



薪的自願團體。她是單親媽媽，本身雖然擁有幼兒教育的資格，但月薪只有約港幣 6000

元。她轉行做餐飲業，期待有較好的收入，結果出糧時只出了約港幣 450 元。經過一年的

苦戰，終於追回欠薪。團體代言人表示，實際求助的人，只是冰山一角，求主憐憫受欺壓

的女性，更求主幫助日本教會能成為她們的幫助。 

事奉及機構方面： 

1. 阿鮑的事奉工作量會較前大幅加增，求主加力。 

2. 求神為加力和智慧讓我們能更多與未信的鄰居建立良好關係及建立新的關係，並向他們傳

福音。 

3. 總辦公室有不同的職位空缺，求主帶領合適的弟兄姊妹來事奉。 

4. Amy 在新的學期會修讀兩科，普世宣教及新約神學及歷史，已知會有大量功課，求主加力

和智慧學習及有好的時間管理。 

5. 繼續求神使用媽媽小組能帶領她們認識耶穌，求聖靈做感動的工作，叫她們願意接受神的

愛和跟隨主。 

6. 大學福音工作中，求主在各校園興起願意全然委身給主的基督徒,願意在校園中，教會中

被建立成為主的陪增門徒。各校園的同工都在苦戰中，也求主加力給他們。 

家庭方面： 

1. 求主幫助我們常存單純謙卑的心，倚靠神走事奉的路，常常聽到主的的聲音，並跟隨主的

步伐而行。 

2. 雯雯的好朋友已舉家返回美國，請繼續為雯雯能建立新的友誼祈禱。 

3. 天氣驟冷驟熱，請為我們能有健康的身體祈禱。Amy 和孩子都分別病倒，求主額外的保守。 

 

許沛賢牧師及許黃敏璇師母(德國斯圖加特)  - 來函節錄 

1. 感謝主帶領 12 月 6 日的會友大會順利完成!當中已選出明年的新執事，這幾位弟兄姊妹都

是有工作及家室及兒女的，但感謝主他們都是願意委身事奉主的人，求主在來年使用他

們成為全教會的祝福。 

2. 感謝主 12 月 20 日的聖誕主日佈道會，不單有很多新朋友參加，聖靈特別動工在每一位的

參加者，在呼召的時候有七位朋友決志信主，這是過去一直未試過有那麼多新朋友決志

信主，而且會後還可以聚集他們，為他們澄清和堅固信仰，相信是神垂聽了大會的代禱，

願主將榮耀歸於天父！ 

3. 感恩剛完成了新一屆執事的退修會，也安排了全年教會計劃，求主保守使用，建立弟兄

姊妹的生命，興旺福音。 

4. 請為敏璇母親的健康代禱，最近在電話中的溝通，發覺她記憶越來越衰退，身體也出現

不規則的疼痛，求主醫治她。 

5. 請為我們身體健康和精神禱告，求主加恩加力。(最近由於外展的福音工作在發展中， 及

教會和團契的事奉再加不少的輔導個案和紀律問題處理)身體健康和睡眠質素都在減弱

中，求主加力及醫治。 

歐洲工場 



楊啟誠長老 (德國卡爾斯魯厄) - 來函節錄 

1. 我們正在美國休假並需要做身體檢查，求主保守我們有健康的身體。 

2. 請為楊師母父親的健康祈禱，他住在醫院 7 個月了，不能自行進食及呼吸，當我們回德國

之前會前往探望，父親已信主，求主賜下平安及求主讓未信的兄弟姊妹早日得著救恩。 

樂思聰牧師一家 (英國，OMF) - 來函節錄 

代禱： 

1. 小僕能夠無後顧之憂地與教會建立夥伴關係和預計可以在三月至六月招募人手和提 供訓

練，以準備在七月至九月接觸新學年第一批留學生。 

2. 保守全家身心靈的健康：三個小孩假期後，要重新適應返學的生活模式。 

3. 保守新年度財政的供應。 

4. 盡快要預備好事工報告，包括：向教會介紹海歸事工及接觸學生的平台的內容。 

5. 小僕七月底前一定要通過駕駛考試，求主保守考試順利通過。 

柏寧恆牧師 (OMF, 英國) - 來函節錄 

1. R 弟兄一家將會回國，他在英國信主，積極參與查經班，信心堅固。求主保守他一家 回

國後的適應，找到合適教會，求主幫助我們繼續與他保持聯絡。 

2. 我將會在三月開普通話查經班，這查經班不能靠我自己一人承擔，求主賜下同工一起服侍。 

3. 求主帶領留學生事工的發展，盼望能夠與本地教會彼此配搭。 

Philip Yip (英國諾咸頓) - 來函節錄 

1. 請為 2015 年 12 月的浸禮及慶祝聖誕順利完成而感恩，但我因脚傷卻未能出席及施浸，改

由西人牧師代為施浸。 

2. 請為 2015 年 12 月 Kettering 堂慶祝聖誕順利完成而感恩，當天有許多當地華僑出席，會後

與一對夫婦傾談福音時，他們願意即時決志信主。 

3. 請為蘇穎智牧師五月底到本堂教授聖經神學課程而禱告，求主賜我們一個合適的營地。 

 

李天頌 (學傳) 

1. 為新一年事工祈禱，求主帶領，賜下同工、經濟等各方面的需要。 

2. 同工們經常來往不同的村莊，為他們路上的平安祈禱，保守各人有健康的身體。 

3. 保守在香港的父母有健康的身體。 
 

非洲工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