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全教會 E100 讀經計劃順利。 

2. 多個團契缺乏同工。 

3. 慕光書院事工招募。 

4. 求賜同工執事及各專責委員會成員健康智慧。 

5. 為在考 DSE 的青少，減少焦慮 

1. 葉福成：師母繼續使用口服化療藥，近日也回到教會崇拜及跟牧師一同教主日

學。求主藉化療藥維持師母的身體狀況、減輕副作用，又每天給她足夠體力面對

生活 

2. 甘唐麗萍：感謝主！剛過去 25/2 驗眼中，慈慈近視及弱視度數不變，現有 6 成

的視力，求主醫治及繼續使用針灸，發揮最好的果效 

3. 張謝瀟慧：哥哥在美國患癌，正接受治療，願主繼續施恩醫治他的身體和堅固他

及家人的信心。又求主預備家務助理減輕阿嫂照顧哥哥及孩子的壓力 

4. 周燕儀：舅父接受化療之後，情況穩定，但癌指數升高，4 月 5 日照 CT Scan

確定藥物是否有效，求主保守檢查報告，求主幫助舅父戒煙，又減輕舅母照顧舅

父的壓力，並保守舅父和家人早日信主 

5. 黃粵龍：爸爸前列腺癌末期，現在正服用荷爾蒙藥控制指數，也同時食中藥，求

主醫治爸爸及控制爸爸的前列腺癌細胞指數，並保守爸爸、媽媽早日信主 

教會及事工代禱需要 

同工及、幹事代禱需要 

4 月份恩福家･月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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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師母繼續使用口服化療藥，近日也回到教會崇拜及跟葉牧師一同教主日

學。求主藉化療藥維持師母的身體狀況、減輕副作用，又每天給她足夠體

力面對生活 

 甘唐麗萍 感謝主！剛過去 25/2 驗眼中，慈慈近視及弱視度數不變，現有 6 成的視力，

求主醫治及繼續使用針灸，發揮最好的果效 

 張謝瀟慧 哥哥在美國患癌，正接受治療，願主繼續施恩醫治他的身體和堅固他及家

人的信心。又求主預備家務助理減輕阿嫂照顧哥哥及孩子的壓力 

 周燕儀 舅父接受化療之後，情況穩定，但癌指數升高，4 月 5 日照 CT Scan 確定

藥物是否有效，求主保守檢查報告，求主幫助舅父戒煙，又減輕舅母照顧

舅父的壓力，並保守舅父和家人早日信主 

 黃粵龍 爸爸前列腺癌末期，現在正服用荷爾蒙藥控制指數，也同時食中藥，求主

醫治爸爸及控制爸爸的前列腺癌細胞指數，並保守爸爸、媽媽早日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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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恩福家･月禱會 

禱告事項 

 

創啟地區 
嘉蘭 (東亞)  
山城消息： 

我的同工JX、L夫婦也在鼓勵本地信徒跟隨主耶穌的腳踨行，JX主力關心栽培初信的民工學生，如YY 

& TT；L 夫婦關顧病人。過去我曾提過心感虧欠，沒有很好栽培LV一家(腎衰竭男生及他父母)，他

們在2013年底信主，因工作時間不穩定沒有聚會，讀經禱告也少。感謝主L 現時隔周帶他們查經，爸

爸一度掙扎戒煙，L從醫療角度曉以大義後，他終於下定決心戒煙，剛過去的復活節有參加聚會。LV 

即將18歲，需要換腎，請記念腎源(爸爸擬捐腎)及手術費用，又記念他們一家靈命成長、有穩定的教

會生活。 

1) 感恩現在通訊方便，我和同工能保持聯絡，也可透過電話、微信、QQ 關心這家庭及其他「心上

的人」：SC現在老家與孩子團聚，4 月底再去鄰城做手術；拉撒路原定明年初做泌尿手術，負責

的教授3 月初剛好有個檔期，已提前為他做尿道手術，媽媽指他術後仍有失禁，也擔心出現併發

症、感染，請為他守望；醫生說直腸功能問題非手術能解決，盼望隨著拉撒路發育成長，身體機

能改善，求主賜下格外恩典。 

2) 本地教會3位姊妹一直關心SS母女。SS媽媽在超市工作，春節前特別忙，姊妹曾接待SS住宿，她從

小獨留在家學懂煮飯，在姊妹家也樂意幫忙，十分乖巧，可惜現時學業成績仍不理想，小學即將

畢業，考不好便可能要回老家(SS的戶口在老家農村，在城裡讀書除非成績好，否則要交大筆借讀

費)，求主開路。 

 

我的近況： 

為期15週的臨床牧關教育學習接近尾聲，剛開始我很不適應高強度的反省、討論、文字匯報，常要開

夜車。感恩付出心力時間確值得，課程內容豐富充實，透過不斷的反省、小組互動、督導指點，能認

清自己牧關上的優缺點，雖然不是一時之間能改進弱點，能察覺並有清晰目標進發實在感恩。  

1) 今年教會的差會晚會在17-19/5舉行，主題是「豈可停步?」，誠邀你出席，地點：長沙灣道789號

恩福中心二樓；時間：晚上7:30-9:00，我將在19/5(四)晚分享見證，請記念我的準備。 

2) 家父獲政府派位，4 月中將轉去更靠近我家的護養院，環境設施都很好，感謝主！家母現時重新

參加長者團契新人組，每星期四早上10時我會陪她去恩福中心二樓，我也在團契幫忙。若你家的

長者未有團契生活，歡迎與我聯絡，我可陪伴關心。 

懇請記念： 

1. SC再做手術、LV 換腎安排、拉撒路泌尿功能改善、SS的學業；四家人的靈命成長，信心堅定； 

2. 教會差傳年會的籌備，19/5 我的見證分享，求主使用； 

3. 家母更多認識親近主；家父在護養院的適應及照顧。 

 

 

 

 

 



如鹿 (東亞)  
在進修的過程中透過很多閱讀和思考，讓我對教義和歷史認識多了，因而也多一些角度思考信仰。實

在太享受這段學習了，感謝老爸。 

 

 

才家姐： 

又給我一個驚喜，她這個月會結婚。她去年高中畢業，做保險經紀，剛起步，做得蠻有衝勁的，但幹

了兩個月就因要回家照顧生病的爺爺而辭工了。可能是家人的安排吧，趁她待在家幾個月，就順勢幫

她安排婚事。她的未婚夫跟她是同一個鄉鎮的，小學畢業，在外省打工的，所以才家姐說婚後也不知

道夫家會讓她跟丈夫一起打工，還是留在家裡照料奶奶和夫家。她倆見過 4 次面，她覺得他踏實，他

喜歡她單純。這裡的 M 民女生書唸不上，夠十五六歲就嫁人，唸得上的就看她們能唸到什麼程度，

畢業不久家人很快就安排她們嫁人。由對親家到成婚通常是兩個月內的事，所以才家姐的情況也是這

裡的典型例子。估計她也會很典型地不出一兩年便會生孩子，由妻子再變成媽媽。雖然在頭腦上我明

白這是他們的閃婚文化，但每次收到他們的閃婚婚訊我仍是被嚇一跳，始終在我們看來婚姻乃人生大

事，豈能倉卒決定呢。很遺憾不能出席她的婚禮，希望如她所說，我七月回去時能跟她見面，也認識

她的夫家，繼續這份友誼，也願她們夫妻相愛，才家姐與奶奶和夫家相處融洽。 

 

小忠弟兄： 

隊友春節回來匯報時，收到小忠弟兄的消息，上次我們送他的兒童版天書被他表哥發現了，他很機智

地回答是朋友的書，只是借來看看。這就是歸主者的困難，不能表達身份，很難參加我們的聚會，想

擁有一本天書也不容易。反過來仍要認同自己是 M 民，繼續 M 民的禮拜和生活方式。既孤單，又懼

怕，更是難以堅定信心。求主保守這次事件不致讓小忠的親人起疑心，也保守小忠的信心不動搖，隊

友們有智慧處理。 

 

無盡感恩： 

1. 感恩學習豐富，享受學習。 

2. 感恩與家人好好相聚。 

3. 感恩有對夫婦有感動多關心我爸，會家期車他去探望我弟弟。 

4. 感恩伙伴二校如期在三月試辦，已聘得老師和支援人員，正在努力招生。有一批 M 民學生有興趣，

但正在觀望學校的廚房是否合乎他們的清真要求，請切切記念。 

 

懇請記念： 

1. 記念小紅、蓮爸爸、小忠和娜娜、玉米媽和小斌等歸主者的信心堅定，常渴慕主。 

2. 隊友們春節前資助了蓮爸爸一點醫葯費，他去了醫院一趟，買了一些偏方回家服，因醫院的治療費

用太貴，他不打算再去醫院。聽著很無奈，願主施恩憐憫，醫治他，讓他能為主作見證。 

3. 伙伴一校春節後有多個老師辭退，直白點說就是假期後不辭而別，隨時突然不請辭就不幹是這裡的

普遍現象，管理層常要為此費心，也對學校和學生造成影響。請記念能盡快聘得合適老師，也紀念

學校團隊的視氣。 

4. 弟弟幾星期前在宿舍跌倒，右膝蓋裂骨，需以腳套固定 6 星期，希望能自然癒合。 

5. 家父的血壓和心臟都穩定。記念未接受禮物的二姐和妹夫，願他們也得著豐盛生命。 



Danny & Sally (東南亞)  
我沒有寫日記的習慣。不過在主裏有新的學習、有新的祝福，當天時間若許可的話，會嘗試把經歷寫

下來，好樣自己不會忘記主的恩典。 

 

在1月初約了一位學生S在下午3:30 我家見面，計劃做一些栽培的工夫。今天午飯後，天就下起雨來。

雨下了一陣子就停，天空晴朗起來。 

 

可是到了下午三時半左右，雨又再次灑下來。因為當天我要出外辦一點事，所以當時來不及等候，我

就冒著雨騎摩托車趕緊回家。路走到一半，我接了 S 的短訊，他把會面的時間延遲至 4 點鐘。我即

時改變了行車的速度，安全地返回家裏，但人卻是已經「由頭濕到落腳」…… 

 

大概到了 4:30 左右，雨卻仍是下個不停，S 再次傳來短訊，說他要等雨停了才過來。 

一直等待到5:15 左右，Sally 開始準備晚餐招待S。這時候，我看街上還是繼續下著雨，心裏想：也許

我應該上S的宿舍去見他，這樣他就不必走在街上，被雨水弄濕。  

 

心是這樣想，不願意的感覺卻悠然而生。因為剛才趕緊回來已經做了一次「落湯雞」，如今又再「出

動」，我必定會再「濕」多一次！ 然而主的靈使我下了要上去S 那裡的決心，因為效法主耶穌的生

活，比做多一次「落湯雞」重要得多！  

 

一路走到S的宿舍，卻不得其門而入。我站在他宿舍門口，撑著傘在雨中等候了大概10分鐘左右，才

遇到S剛與一位他的朋友返回宿舍。我與他打過招呼、談了一、兩分鐘，感到他當時不便長談，便與

他告別，獨自回家。  

 

回家的一段行人路全部都是「露天式」，路也比較狹窄。我雖有雨傘，卻擋不住路過車輛濺到我身上

的水。雨雖不大，風勢卻帶著雨點由前後左右夾攻，我自然又再享受了多一次「落湯雞」的滋味！剎

那之間，我感到有不愉快和抱怨的意念在我的心外叩門。然而感謝父神的恩典和保守，走在回家路上，

我的靈被主耶穌的慈愛和平安充滿。我相信，這是因為弟兄姊妹為我們不斷代禱的結果。  

 

我感謝神讓我在今天下午有三個學習：  

(1) 我到了S的宿舍，不曉得他已外出，又無法電聯上他。是等還是不等？要等多久呢？我心裏正在糾

結，就看見S與他的友人在馬路對面走過來。我感謝父神只讓我等候10分鐘，就可以能夠與S見面，

就算只談了一、兩分鐘的時間也是難得，總比沒有跟他遇上好！  

 

(2) 回家的時候，起初是風雨襲人，神卻將雨勢逐漸收細，路就好走得多了。我感謝父神，如斯小事，

祂都親自打點看顧。  

 

(3) 走到接近住所的街頭，擦身而過的是一位以手推車來賣食品的小販。他穿著雨衣，等在路邊，依

然勤勉的工作；看來在雨中工作，對他來說都是慣常的小事一樁。感謝父神藉著這位小販的榜樣，

提醒我在追求主與服事人方面，要謹守紀律與殷勤。  

 

 



另一篇日記： 

3月初每週一次的學生查經班聚會。大家學習應用十歩查經法，這一次是學用第七步。 照慣例，同學

與我們輪流分享查考經文的結果。輪到S分享時，他一點都不馬虎，英文版 (NIV)聖經和他的母語聖

經，連同他的查經筆記一字排開；他一面核對經文，一路讀出他的考查結果。  

 

六時半左右散會，之後大伙兒都動身要走，我看見S有點像要留下的意向，我連忙邀請他留下來與我

們一起吃晚飯。我與他一同走到街口的一檔熟食，「打包」了粉麵就回家與他一同用膳。他似乎是有

備而來，問題一個接一個，都與他自己日常實踐基督徒的生活有關。我趁此良機，也問他一句，為什

麼由他在一年前，從總是不準備就來參加查經班的狀況；到現在最近的幾個月，有了這麼明顯的進步？ 

他抬起頭想了一會，似乎仍然未曾完全明白 (我想他是完全明白我的問題；卻未完全明白他自己的改

變)。接著，他輕輕的説：「也許，是神的話觸動了我的心吧……」 

 

飯後我們繼續閒談，又為他關心的事情一起禱告。在送別他走往大街的一段路上，與S一路談著，我

感受到他由內心湧流出來那一份愉快和徜徉的心情。跟他在街口話別，我就獨自回家。我的視線離開

了陰暗的小巷，我恍忽瞥見主耶穌的榮耀、聖靈啟發人心的美妙、和神自己話語的權能！ 我今天豈

不幸運？！可以再次見證父神的手，按祂美意祝福每一個被祂自己救贖的人。 

 

我們的近況：  

1) 感謝你們的代求，我們申請了多個月的「延長學生簽證」，終於在上月初接獲確實批准的消息，

這簽證的意義，就是Danny必須以全時間學生的身分，在目前這所語言學校就讀，直至明年二月

為止，因此，我們可以在這裡繼續居留到明年初。  

 

2) 你們為我們代求已久，有關我們服事地㸃與服事對象的問題，亦有定案。我們經過了一年的探索

和禱告、又與上司和同工深入的交通，確定了我們應該繼續留在這個城市。我們目前服事的對象

和方式，暫時都未有重大改變。再次感謝你們的記念。  

 

請感恩： 

1. 我們可以再次在家款待A姊妹我她的丈夫。感謝父神讓我徴得她丈夫同意，奉主耶穌基督的名字

與他們一起謝飯祈禱；  

2. Sally在兩月前羅患嚴重腰背痛，坐卧不安。父神藉醫療專業弟兄姊妹給意見，又寄來腰封、椅墊，

加上藥物的幫助，暫時症狀受控，可以維持正常活動。 

請代求： 

1. 嘗試與 A 姊妹的丈夫再次會面，祈求父神賜智慧找出再度會面的方式、保守和他培養關係的進

展；  

2. 今年七月初我們打算回港覆診與取藥，亦乘此機會與各同工和弟兄姊妹短聚。目前仍然找尋由 7

月初至中我們倆人可以在港居住的地方。  

 

 

 

 

 



本地及東南亞地區 
Amy 及阿鮑一家 (日本，學傳)  
感恩： 

1. 阿鮑參與 Coaching Trainer 訓練，當中有十分好的學習和反省。 

2. 池袋教會 2 月 14 日情人節福音講座約有 20 多人參加。 

為日本祈禱： 

1. 今年是 311 東北大地震 5 週年，感恩因宣教士和基督徒默默地耕耘做震災及關懷的工作，及至建

立教會，能讓更人認識主耶穌。 

2. 請繼續為仍住在臨時房屋的居民，特別是那些因福島核電廠事故受影響的居民。他們終於接受現

實是無法反回到受污染的區域居住，祈禱他們能找到生命之主回到真正的家鄉。 

事奉及機構方面：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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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並向他們傳福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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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池袋教會在復活節將會有一位姊妹受洗。求主堅固她的心。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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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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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常聽到主的聲音，並跟隨  主的步伐而

行。 

2. Amy 要在 3 月尾、4 月頭交兩大一小的功課，求主額外加智慧及好的時間管理。 

3. 天氣驟冷驟熱，請為我們能有健康的身體祈禱。 

 

Ivy & Matthew (印度，eMi2) 
1) 為到我們一家將要回到美國生活，各種的安排和適應祈禱。 

2) 為Ivy順利取得簽證祈禱。 

 

亞珊 (中大，學園傳道) 
為香港年青人禱告：最近看見不少年青人輕生，我感到沉重、難過、痛心。在機構，我們也動員了

24 小時祈禱網 ，同工一同認領，不止息地為香港年青人禱告！求主憐憫！求主教我們禱告： 

1. 求神憐憫安慰死者家人朋友。 

2. 求神讓學生看見生命價值、有盼望，止住這自殺的風氣。 

3. 為學生禱告，願意在有需要時主動尋求幫助和有小天使在旁支持他們。 

4. 祝福學生，也記念在校園前線服侍的老師、輔導員和傳道同工。 

 

 

 

 

 



歐洲 
耀來及麗娟一家 (OM, 英國)  
慈善商店 – 感謝神！已經找到合適的舖位，租金及地方很理想，預計於 4 月開始營業，願主帶領一

切的籌備，求主使用這個地方，成為一個福音平台。 

 

柏寧恆牧師 (英國，OMF)  
1) 從同工中得知早前栽培的弟兄R &J回國後出席查經班，我感到很欣慰，過去對他們的栽培並不是

徒然，請繼續為他們祈禱，求主幫他們不放棄，找到合適的團契。 

2) 最近在認識西方文化課程中認識了6位理科博士生，他們都是未信者，求主帶領他們4   月再次來

到課程中學習。 

3) 已經咳嗽感冒了兩個多星期，請為我的健康祈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