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求主引導恩福繼續推動門訓，讓各人更專注實踐門訓。 

2. 更有效落實一堂多址。 

3. 紀念許多團契同工不足，求主興起更多信徒導師、組長及 Helpers。 

4. 求主保守各同工長執，保守他們和他們的家人，每天生活都忠心跟隨天父，不論

在教會內外，其行為都活出基督的樣式。 

1. 葉福成：葉師母再開始接受化療，身體非常虛弱。求主減輕痛楚及剛強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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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現時暫停化療，身體情況穩定，但肝和肺的腫瘤大了有 6cm， 

5 月 4 日要抽組織化驗後才決定下一步，求主幫助舅父戒煙，並賜他節飲食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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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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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師母再開始接受化療，身體非常虛弱。求主減輕痛楚及剛強身心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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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父現時暫停化療，身體情況穩定，但肝和肺的腫瘤大了有 6cm，5 月 4 日要抽

組織化驗後才決定下一步，求主幫助舅父戒煙，並賜他節飲食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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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月差傳禱告事項  

以下是宣教士家書來函節錄，請勿上於網上發佈或電郵傳閱，謝謝！ 

 

創啟地區 

依華 (東亞) 

請紀念： 

1. 感恩在述職期間的分享非常順利，繼續紀念參與的人得到祝福，也能動員更多的人來參與。 

2. 感恩跟支持者、朋友和家人有美好的時間。 

3. 感恩有美好的退修和休息時間。 

4. 安頓了幾天後，這周開始正式工作，收到一個特別的任務，週四，週五要在康復課程現場當翻譯，

月底也要出差，求父保守和加力。 

5. 紀念以父為首位，在祂裡面安靜，要知道祂是主。(賽 30:15)。 

 

A (美麗都創啟事工) 

嚴寒的冬天終於捱過了！其實「捱過了」是言過其實，雖然最初有點擔心，畢竟人的適應力很強，看

看自己兒子連羽絨也不穿（因怕回校後拿著麻煩），只是一條頸巾，一對手套就走出下雪的街上去。

但低溫卻使 A 先前搬家時弄傷時的手腕和手指有點惡化，醒來不能伸直。後來發現應是搬家時拿重

東西太久太多，弄傷了手掌組織所致，而嚴重的兩隻手指不幸地之前已有點舊患。 

 

此外，我們在當地生活有很多地方還在適應中，特別是 A 在上年十一月底才離職，至一月才完成搬

遷兩個辦公室和一個家的工作，加上農曆新年回港與親友短聚，所以對 A 來說，只有兩個月的時間

在當地生活而已。 

 

感恩與禱告： 

1) 當地信仰空間著實是少了，並且是每況愈下，但我們有幾個深入合作的機會，在討論和計劃中，

請記念要有智慧作決定和安排，得蒙主的保守能平安作到工。 

2) 手腕傷有好轉但右手兩手指未見起色，剛得到專科的照顧，希望有進展。 

3) 曾輔導一位情緒低落同工，他現已有進步不少，已返工場。相信他反映當地年青一代同工成長中

面對的矛盾，而他們亦是我們正要服侍的一群，有待我們更深入的了解。 

4) 開始言語的訓練，希望找到理想的老師，但這是 A 的弱項，需要大家記念。 

5)  因搬家過程繁複和漫長並要安頓子女適應新生活，實未有足夠空間建立支持團隊，請記念在今年

暑假時能有望最終能完成。 

 



睦崙家 (東南亞) 

草根階層：賣藝者  

「流動賣藝者」在島國是一種十分普遍的職業，他們通常在狹窄的小巴內，或在擠塞的馬路上，向小

巴乘客或路過的私家車賣唱，以搏取一元幾角的打賞。由於「入行」容易及沒有年齡限制，故此有不

少幼童及「雙失」青年加入賣藝這個行業。  

 

在上星期駕車前往「蘆城」，到一位賣藝者的家中探訪，並向一群賣藝者教授簡單的英語會話。「睦」

將會繼續每週前往當地服侍。祈求「蘆城」的賣藝者能夠認識真道；大老闆保護伙伴機構的成員及「睦」

的平安。 

 

教學好滋味：  

因人手短缺，經伙伴老師的鼓勵，「家」嘗試教學的滋味，每逢週二教數學，週三教語文（書寫和閱

讀），週四和家長分享一週學生的學習進度，讓家長多關懷子女，一同參與教學。 祈求「家」與本地

老師和各家長有良好關係，來配合日後家訪。  

 

出隊分享好訊息：  

四月中旬，「家」再有機會參加為期三日的訓練，學習如何向 M 民分享好訊息、栽培及建立本土化的

家庭會所。除了「家」和一位女同事，參加者多是我們伙伴機構的後勤同工、會所領袖、商人、以及

遠道而來的校園團契大學生。訓練課程的第二天，學員需二人一隊到火車站、商場或公園向陌生人分

享好訊息。經本地隊友的鼓勵下，「家」能順暢地向一位對象分享好訊息。他是一位年長的蔬菜販，

日間休息，夜間作業。他抱開放的態度聆聽，可是心裡卻背負著沉重的原有宗教包袱，最後只說：「心

裡接受，但不敢開口決志」。感恩的他樂意接受我們伙伴機構的跟進。在整個過程中，「家」看到恩典

處處。願這位長者最終能夠排除萬難，接受 JS 的愛，不再活在沒有永生把握的惶恐生活中，一家蒙

福！  

 

 

 

 

 

 

 

 

 

 

 



本地及東南亞地區 

Amy 及阿鮑一家 (日本，學傳)  

4月是櫻花開放的季節，處處都有美麗的櫻花，感恩主創造美麗的一花一草。 

感恩： 

1. 日本學園傳道會順利完成40日禁食祈禱連鎖，盼望更多日本人悔改歸主。 

2. 東久留米教會復活節期間有兒童佈道工作約有60多小朋友參加。雯雯做司儀，熙熙負責照顧孩子，

為他們願意事奉感恩。 

3. 感恩Amy第一年已修讀了三科，有好的學習和反思。 

 

為日本祈禱： 

4月是日本人的新年度的開始，各行業都會招聘新人，請特別為剛畢業新入職的新一代祈禱。最近受

洗加入池袋教會的年輕姊妹表示，她本來覺得自己沒有罪，但出來工作之後真正看到人的罪，以致她

悔罪歸主。求主憐憫他們叫他們看見很多不公不正的事的同時，不會隨波逐流，卻能尋找遇見公義的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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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有機會向他們傳

福音。 

2. 日本學園正進入另一個轉接期，求主興起合適的人作帶領的工作。 

3. 池袋教會24日有傳福音訓練，求主裝備弟兄姊妹成為主的平安使者。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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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學福音工作已開始迎新活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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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增門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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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特別安慰我們孤單的心。 

2. 為雯雯暑假會參與兩星期的本地短宣，求主使用她和團隊有美好的見證，也求主供應祈禱及經濟

上的支持者。 

3. 為雯雯預備明年 1 月的公開試祈禱，能有好的預備和操練。 

 

 

 

 



亞珊 (中大，學園傳道) 

如果你細心留意，我每封分享信的第一個代禱事項總是「與神的關係」。這是我的信念：與神的關係

是我生命並事工的優先。「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

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作什麼。」與你分享最近在主裡豐富的領受與得著。 

從安靜禱告開始 

在前線服侍年青人的我，我形容自己「機動、行動力高、幹勁、服侍」，自我開始晚間神學進修後「左

腦分析、酷愛知識」更加明顯。感謝神，讓我這年在教會上靈命進深主日學，深刻的不單是導師以生

命影響生命的課堂教導，更是每星期日半小時操練安靜、等候主。起初我也十分不習慣，我根本靜不

下來，混亂的思緒充滿了我的心，但操練多了，心靜了下來，我遇見了主。 

我發現： 

 「很快事奉有時、慢下來休息也有時 

 進修有時、退修也有時 

 左腦知道主有時、右腦經歷主也有時」 

每星期日的靜禱，一點一滴，不知如何地，神親自更新吸引我！讓我不單是每星期日主日學才靜下來，

靜禱成為了我每天屬靈操練的一部份。心中漸漸有一份說不出的安穩、並對神的渴慕。 

 

2016 大齋期 

大齋期是指復活日前的四十天反省、默念，預備自己迎接復活節的時期。神感動我有一個行動：為主

的緣故，放下 Facebook 40 天，更多時間的專心禱告！對知識充滿好奇的我，十分喜歡從 FB 知道很

多資訊。記得禁戒 FB 才第三、四天，我竟然感到坐立不安、沒有安全感，不能專心工作！當晚靜禱

時，神光照我，讓我看見自己的景況：我常常依靠資料、依靠經驗、依靠自己；我的安全感建於知識

上，思考事工多於為事工禱告，沒有真實的信靠主。 

我是很重視「規矩」的人，很少行差踏錯，莫說是刻意犯罪得罪神。我今次卻很深體會自己實在得罪

神，感到很大的懊悔；同時間，我又體會神極大的愛、接納、寬恕、赦罪！ 

「這稱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禱告，尋求我的面，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必從天上垂聽，赦免他

們的罪，醫治他們的地。」 

 

在進深禱告操練中體會：1)神是要拿細耳人遠離屬世的宴樂(遠離清酒和濃酒)，放下合法的享樂，以

神為樂。學習「單單以神為樂」也成了我今次禱告的渴望。2)在限制中學習謙卑、放下自我，同時間，

又留意自己身體的需要，為了跑更遠的路，愛護聖靈的殿。3)事奉中，認定不再是「我」去喂飽會眾，

我只需要將五餅二魚獻上，神能將之成為很多人的祝福。事奉者不是靠「技巧」，而是用「生命」去

事奉主，呼求主去煉淨我的生命。4)平常會逃避衝突的我，因著與神親密的關係，竟有安全感和勇氣

去處理誤會。5) 體會上帝供應的豐富，祂是大而可畏的，認定唯有神是我的生命的主。6) 祂打破我

內在很多驕傲與框框，讓我經歷更多的自由釋放。7)進深的禱告中，對神並祂的國產生很大的渴慕…… 

 



沒有異象，民就放肆 

三月初，我與 40 多位不同國家同工，參與了一個會議，學習如何開展校園屬靈運動。最深刻的是：

機構在全球的 16%大學開展了事工，我們如何讓剩餘 84%校園的學生也有機會聽到福音呢？我們在

今次會議中學習以「探索校園、挑戰合適的關鍵學生(key volunteer)、教練引導(coaching)學生、倍

增學生與校園」去為主開展、得著校園。 

 

其中一個下午我們到了當地校園做「探索」，嘗試尋找關鍵學生。我們 4 位同工分為 2 個小隊，在短

短一個小時內，密集地接觸了超過 100 位學生，在這福音封閉的校園，我們竟然找到了一位基督徒

並一位正在自行看聖經的慕道者！這是一個奇妙的經歷，令我確信神在每校園預備屬祂的人，我們需

要把他們尋找出來，挑戰並造就他們去承擔校園使命！ 

我對事工有幾個反思： 

1) 面對校園開荒，沒有把握，卻提醒我們禱告依靠主，但我平常在已有成熟事工的校園服侍，我有

沒有每天尋求主的帶領？ 

2) 在有限的資源，進行廣泛撒種、揀選並推動受感動的學生(move with the movers) 。若我們花過

多時間在那 98 個人上，或許我們會錯失那 2 位可跟進的對象。 

3) 簡單的材料與工具會有助傳遞與倍增。相反，太複雜的材料會扼殺倍增！ 

4) 信主多年的我們，或會容易輕看「簡單」的材料。但撫心自問，究竟我們將多少真理實踐？或是

信仰只停留在頭腦呢？ 

5) 當我們說「學生帶領運動」(student-led movement)，作為同工的我能信任、授權學生嗎？ 

6) 一個早上，我有機會與全球領袖(Global leader)有一席話，神藉著他肯定了我的擺上，同時也解

答了我藏在心中幾年的疑問，挑戰我突破慣常的事工模式，並讓我看見帶領事工發展方向的遠象。 

「大學是一個年青人尋夢的地方，是一群未來社會領袖的聚集處，也是末世裡福音遍傳的一個重點工

場」 

 

感謝神開闊了我的眼光，叫我不單專注「中大事工」，也關注未有事工的 84%校園的需要！一方面在

中大校園做福音遍傳，另一方面，又有胸襟作推動差傳宣教。我需要與神連結，內化所學習的並靠著

主突破安舒區。 

 

 

 

 

 

 

 

 



代禱需要： 

前線服侍的我，很需要禱告的承托： 

1) 與神關係：感謝神修剪我的生命，願我每天也受聖靈的引導，從聖靈得著能力，生命每個層面也

降服主。 

2) 事工：感恩我在會議中有豐富的學習！求主幫助我可以將所學的東西「本色化」，祝福中大校園，

協助神國度的擴展！ 

3) 最近約見申請成為下年度「中大核心倍增門徒」的 55 位弟兄姊妹。雖然要花上時間與心力，但

每次約見弟兄姊妹，聽到他們的成長，為他們感謝主。求主給我們團體有智慧揀選合適的學生領

袖帶領校園福音運動。 

4) 進修：今個學期將修讀「宣教神學」，願我有好的裝備，被主使用！ 

 

 

 

 

 

 

 

 

 

 

 

 

 

 

 

 

 

 

 

 

 

 

 

 

 



歐洲 

 

楊啟誠長老 (德國卡爾斯魯厄) 

感謝各位的代禱。啟誠的治療良好。我們已訂五月一日機票，二號回到德國卡魯。願服侍恢復正常。

願教會在主的恩典下繼續成長！楊老師最近牙疼需要看牙醫，希望在回德國前醫治好。 

 

朱莉鳳 (德國卡爾斯魯厄) 

我真的來到德國長宣了。在香港準備時匆匆忙忙，來到這裏半個多月，也是匆匆忙忙，現在有點時間

寫信給你們了。出發前，比較擔心的是找不到住處，因為已知道這城市卡爾斯魯厄很難找到房源，一

是因為中國留學生越來越多，二是因為部份中東難民也在這城市居住，增加了住房供應的壓力。不過

出發前幾天，已有一位德國的姊妹把房子租給我，所以我很安心地出發了。看到房子後，更是歡喜，

因為房子陽光充足。只是，屋主竟然用白色地毯，更吩咐一定不可以弄污，真體現了德國人愛潔淨及

真的很潔淨的文化！ 可惜對我來說是一個文化衝擊，怎可能用白色的呀？！  

 

原以為有安身之所了，怎知三天後，姊妹突然來電說.辦法給我住址證明，以致我不能在德國辦登記

手續，得在一個月內搬去別處。聽到消息時，我剛好在外面冒著寒冷天氣及行雷閃電等車回家。那刻

的確很失望，我不想覺得自己很無助可憐，便什麼都不想回家便睡覺，第二天立即積極在流行的租房

網址上找地方。  

這裏找房子真的很困難，聽說有一個房子幾天內收到近一百個申請，有人找了兩個月也找不到。而且，

找房子甚至很危險，我遇到三個手法專業的網上騙子，差點被他們騙錢了，感恩有這裏的姊妹提點才

沒出事。 我找了一個星期，寄出近八十個申請，見了六個房東。房東都會很挑租客的，會問很多問

題，我每次見完房東後，都體會到一個德文差的宣教士，找房子實在一點優勢也 有。我覺得有點累

了，也很浪費時間，心裏不禁問是否可以找到呢? 然而，我很快明白，雖然在世人眼中我不是什麼，

甚至被輕看，但在神裏，我卻有十分尊貴的身份，更是被祂差派來德國服事，祂必看顧！聖靈帶領我

回想過去很多年，神都很信實供應和看顧我，有那麼多深刻的經歷，我實在無法懷疑神的信實，心裏

便充滿了平安和信心! 我想求的房子，是一個近市區的單位，空間也要大一點，因為我很想用這房子

事奉神，做栽培、輔導、查經呢。不少弟兄姊妹勸我要降低要求，找個小單位並與人合租會容易些。

然而，我真的不想呢，我像小孩子般對神說：「請 

應允僕人一個卑微的要求，賜我一個合適單位事奉，而且，我已經累了，希望賜給我一個單位，不用

我自己找的，是它自己走過來的！」 讚美神，兩天後，神真的回應這祈求！一個姊妹知道我的情況

後，立即向自己的租客查詢有沒有退租的打算，其實她認為租客都很穩定，應該不會突然退租的，怎

料，有一位租客要搬去別的地市，可立即退租，那姊妹也體會到這是天父奇妙的供應呢！我在第二天

立即把單位租下來了。感恩，這單位雖然有點小問題要修整一下，但它滿足了我之前的所有願望啊。

現在真的稍為安頓下來了，很開心。在過程裏，德國的肢體實在幫忙不少，有教會的支持真的很重要

和感恩。  



這幾星期為適應新生活挺奔波的，找房子、買生活用品、安裝網絡、辦登記手續、開銀行戶口、買保

險… 若沒有事奉，這生活的確有點苦悶。雖然都說剛進入工場的宣教士應先好好適應才事奉，但沒

有事奉我便失去很多樂趣了。其實，到達第一天，我已經要帶查經，之後講道及帶領祈禱會，現在我

正牧養一個青年組及一個姊妹組，也準備開始為一對弟兄姊妹婚前輔導及參與一個職青組。別擔心，

現在的事奉量其實比香港少，沒有太大壓迫呢。  

 

雖然剛來到便遇到困難，但這都是十分寶貴的經驗，使我更明白在這裡生活的種種，日後更知道怎樣

幫助人，更重要的是我與神的關係又更親近呢。 又因為那突然不能把房子租給我的姊妹十分內疚，

我在她那裡暫住的時候，她不收我房租呢。我完全.有怪責她，更在生活上互相關心，最後我們成為

了好姊妹。  

 

十分感謝你們的祈禱！主聽禱告。在德國生活，最能操練的是祈禱，我把生活每一個細節和事奉交托

給神，也盼望你們和我一起去經歷。下次多點分享德國的需要、文化和難民安排吧。  

請為以下需要祈禱:  

1) 現工作簽證只三個月，稍後會申請續簽，求順利； 

2) 希望找到合適的德語課程，並有智慧好好進修德文；  

3) 與弟兄姊妹建立關係，享受事奉樂趣； 

4) 青年團契現在很少新朋友，求神賜智慧與信心去接觸及吸引新朋友參加團契。  

 

Philip Yip (英國諾咸頓) 

1. 求主讓我們三個堂Northampton, Milton Keynes 和 Kettering堂的弟兄姊妹，積極裝備自已，

能同心合意興旺福音； 

2. 求主感動更多大學內的中國留學生，願意主動尋求真理； 

3. 求主使用五月份蘇牧師主講的聖經營，讓來自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都得到造就； 

4. 求主保守我們的健康和駕駛出入的平安，我們經常要駕駛一個多小時才可到達Kettering堂及探訪

當地華僑。 

 

耀來及麗娟一家 (英國，OM) 

1. 感謝神，初步與海外華人宣教機構協商宣教士訓練計畫，求主繼續恩領 。 

2. T 語新生命教會信徒積極參與事奉；慈善商店儘快找到合適舖位開業。 

3.  癌症月會增加為癌友祈禱及福音信息時段，求主吸引更多未信朋友歸向祂。 

4. 男仕查經／門訓小組：鍾生和黃生早日明白救恩；古生和陳生接受門徒訓練。 

 

 

 



樂思聰牧師一家 (英國利物浦，OMF) 

事工方面： 

小僕一家剛去完一個禮拜的聖經營(英國信徒舉辦，約有三千人，當中國際留學生有八十人，來自中

國的約佔八成)。由於住不是住在營地，除了帶中國留學生慕道者(共二十人)查經外，我要負責接送，

每天來回營地六次以上，簡直係體能挑戰。 

 

感恩： 

1. 我們栽培的小羊 J 在這聖經營中很有得著。求主幫助她繼續在主內成長。 

2. 我多瞭解中國留學生慕道者對信仰追求的障礙。(在一個完全沒有任何信仰背景知識㡳下成長的無

神論者，來到英國才首次接觸基督教，要他們在三個月至一年在英學習期間，由從無神的世界觀

變為有神的世界觀，再從有神觀到一神觀，至三一神觀，至以基督為主的生活模式，多困難的路！) 

 

代禱： 

1. 求主給小僕更多智慧，恩典和耐性，藉著神的話、聖靈的引導和在恩福服侍所得的經驗和知識能

夠找出一個更有效的系統幫助這些中國留學生得著這份禮物。 

2. 因此，今年英國訪宣安排有新的嘗試(小僕好戰兢)。請特別為此事禱告。其中我最擔心這次短宣隊

會很累(體能和心力)，基本上是每天朝九晚八，馬不停蹄地與一班 90 後的毫無信仰背景，精力充

沛的後生仔，共一週的生命同行。 

  目標是透過生命影響生命來使他們自發地對信仰有追求的心，其實難度比出三福和做栽培極高，尤

其只有一週時間。若弄得不好，他們感覺有被強迫信教，就不好了。(這是他們在國內基督徒的印

象：迫人信主，迫人捐款。)  

 

家庭方面： 

此外，每逢小朋友放假，我同太太的事工就係全職照顧三個小朋友。我們就會累透。 

感恩的是他們三個在學校的生活總算安頓下來。尤其大囡道蕴終於感覺結交了一位朋友。至於二囝道

曦，感恩他越來越能用言語表達自己感受。由於他本性衝動，創意精力十足，求主引導他安全及健康

地將這些精力發洩出來。小囡道恩方面，她身上的濕疹使她非常不舒服，晚上睡不好，影響情緒。求

主醫治。 

太太 Peggy, 感恩驗血和超聲波報告正常，醫生建議作一個更詳細婦科檢查，等排期。 

 

個人方面： 

除了與太太一起安排九月份迎新活動外 ，小僕正忙於預備五月份兩場差傳信息和兩堂倫理學講課。

此外，5 月 11 日將會考駕照路試。以上一切都使小僕心情頗緊張和戰兢！ 

唯一叫我得安慰和得力是沿途有祢(神的話)、妳(太太無條件的愛)、你(禱告和鼓勵)。 

求主加力賜平安，供應所需，一切祂的旨意得以成就。 



許沛賢牧師師母 (德國斯圖加特)  

1. 感謝主 26/4 在我們家帶領了一位慕道朋友在大學校園福音組決志信主！由沛賢與三福隊弟兄姊

妹詳細分享福音。感恩他信主非常願意追求長進，今週己進行到初信栽培第二課。   

2. 雖最近借用場地的教會常出現一些借用的場地困難，以致我們常要更改主日崇拜時間，但感謝主

沒有影響弟兄姊妹敬拜神的心。今週已回復正常，為有場地崇拜主感恩！ 

3. 為 5 月 13-16 日全教會退修會代禱，求主感動每一位弟兄姊妹都願意放下自己的計劃參加，也賜

下信息給沛賢敏璇，讓弟兄姊妹在靈裏成長，更盼望今次也有慕道朋友參加。特別今年是成長年，

讓大家在愛中成長。 

4. 為 5 月 1 日至 7 月 10 日的受洗班禱告，目前有 11 位初信弟兄姊妹上課，求主使他們真心實意跟

從主，並使用沛賢的教導，為弟兄姊妹在信仰上打好基礎，使他們一生跟隨主。 

5. 記念 9 月 30 日至 10 月 3 日的南德福音營，與七間南部教會合作，求主賜福這次的福音營籌備工

作及沛賢敏璇在當中負責的專題，求主使用， 有不同城市的慕道友參加。並記念斯圖的校園的福

音工，讓我們有智慧跟進新生，使他們有機會聽聞福音。 

6. 為敏璇母親最近驗眼檢查有好的結果感恩!為她記憶越來越健忘禱告，求主醫治她。 

7. 為沛賢敏璇身體禱告，近日發覺隨著年齡增長，精神和集中力減退，求主施恩加力，並記念眾多

的婚前輔導，七月初有四對弟兄姊妹結婚，感恩已完成有關的婚前輔導，正為他們籌備婚禮，他

們國內的家長都會來德國，求主使用我們成為家長認識福音的橋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