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各團契和部門撰寫年度計劃 

2. 12 月聖誕佈道會及不同團契報佳音安排 

3. 主日時間新安排 

4. Build 青崇拜新開展 

5. 30 週年堂慶籌備 

6. 重建恩福情 

1. 甘唐麗萍：感恩，在 11 月 4 日已順利生產，母子平安 

2. 張謝瀟慧：哥哥在美國患癌，轉了口服標靶藥，求主施恩減輕副作用，堅固他及

家人的信心 

3. 周燕儀：舅父於 10 月 23 日凌晨 2 時許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 

4. 黃粵龍 : 爸爸患前列腺癌末期，考慮是否轉荷爾蒙藥幫助控制癌指數。求主給智

慧、減輕媽媽的壓力、又保守爸爸、媽媽的身心靈，讓他們早日經歷福音的大能。

也為居住美國的阿哥、阿嫂的信主禱告 

5. 招景和 : 太太已從美回港，但因旅程繁忙和長時間照顧媽媽，回來後身體一直不

適，求主醫治。感恩太太在美時有機會向她 90 多歲的媽媽傳福音，媽媽沒有抗

拒，求聖靈繼續在她心裏動工 

6. 伍謝秀芳 : 丈夫視力退化程度比前嚴重，求主減慢其退化速度，亦求主讓他心律

不整的狀況得以舒緩 

7. 姜國芳 : 妹妹 8/11 入院，9/11 做手術切除肌瘤，因肌瘤體積較大，不能用微

創方式，求主保守及看顧 

同工及、幹事代禱需要 

 
 
 

 

 

 

 

 

 

 

 
 
 
 
 
 

 

教會及事工代禱需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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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唐麗萍 感恩，在 11 月 4 日已順利生產，母子平安 

 張謝瀟慧 哥哥在美國患癌，轉了口服標靶藥，求主施恩減輕副作用，堅固他及家人的信

心 

 周燕儀 舅父於 10 月 23 日凌晨 2 時許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 

 黃粵龍 爸爸患前列腺癌末期，考慮是否轉荷爾蒙藥幫助控制癌指數。求主給智慧、減

輕媽媽的壓力、又保守爸爸、媽媽的身心靈，讓他們早日經歷福音的大能。也

為居住美國的阿哥、阿嫂的信主禱告 

 招景和 太太已從美回港，但因旅程繁忙和長時間照顧媽媽，回來後身體一直不適，求

主醫治。感恩太太在美時有機會向她 90 多歲的媽媽傳福音，媽媽沒有抗拒，

求聖靈繼續在她心裏動工 

 伍謝秀芳 丈夫視力退化程度比前嚴重，求主減慢其退化速度，亦求主讓他心律不整的狀 

況得以舒緩 

 姜國芳 妹妹 8/11 入院，9/11 做手術切除肌瘤，因肌瘤體積較大，不能用微創方式， 

求主保守及看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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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差傳禱告事項  

以下是宣教士家書來函節錄，請勿於網上發佈或電郵傳閱，謝謝！ 

 

創啟地區 

 

如鹿 (東亞) 

九月份，又開學啦！從馬不停蹄的暑假，又重回更加馬不停蹄的學習裡。人們繼續問我讀得怎樣？讓

我每次都再確認，很感恩、很喜樂，也很有得著，更重要是願這些裝備能使我成為更合用的器皿。開

學一個月，感覺比上兩個學季都更掌握學習的節奏，但仍然需要更有智慧應付功課。 

含羞草： 

「姐，你上次教我做的面霜還能做嗎？我覺得那個比買回來的更適合我。」 

去年專門為她試做的面霜一直對她的過敏皮膚有幫助，很是感恩。然而開學忙透了，自用的都沒時間

做，但想到是對她有幫助，就騰出時間，喜樂地為她做。又適逢有隊友這段時間回來一趟，順道幫忙

帶回去給她。含羞草和草爸都聽過好消息，都有保留，沒接受，草媽則怕有麻煩而很抗拒，請記念我

們和含羞草家庭繼續有信任的關係，願他們心裡的障礙都能除去，早日得著上好的福份。 

無盡感恩： 

1. 感恩學院裡有資深和委身的木羊人和老師教導，傳授知識和生命的功課。 

2. 感恩 B/S 每個月都繼續參與差全小組，願意彼此點燃差全的心。 

3. 感恩家人都安康。 

懇請記念： 

1. 曾在大學時接受禮物的小花現時不單信心軟弱，對婚姻也覺得很無力，記念她願意再一次開放，

讓主介入她的生命。 

2. 記念伙伴二校辦證仍然遇到很大困難，由於是在偏遠鄉縣，官員更加隨己意辦事。 

3. 11 月初，伙伴一校和二校有幾位老師來老家受訓一周，願他們能適應南方氣候和環境，有得著，

也享受行程。 

4. 家父的血壓穩定，但有幾天血壓比較低，下個月再去心臟科覆診，記念他有平安。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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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亞) 

在主裏向你問安！  

中秋本是我國年中的一個重大節日，想起中秋佳節，自然也想起「人月兩圓」的佳話，難怪中國人往

往視中秋節為一個重要家聚的「檔期」。我曾經聽說過，就我們中國人而言，一家人在節日團聚的重

要性，中秋節也許就僅次於年終的「團年飯」吧！  

今年中秋，教會的三位牧者卻放棄與妻兒渡節的機會，老遠跑來探望。我們心裏面，一方面感到不配、

另一方面卻又感受到天父關顧的溫馨。三位牧者親身的探望，不但給我們鼓勵，也直接地鼓勵了我們

所服事當地的弟兄姊妹。 在此，再次感謝天父賞賜一個難忘的中秋節！ 

 

中秋節後個多星期，還未到十月，天父再次激勵我們。  

我在八月認識了一位今年新入讀的學生（他的名字叫 Fa），天父讓我與他有繼續見面的機會。經過了

幾次見面和兩輪的福音討論，他欣然接受邀請，在我和另一位基督徒同學面前低頭向主耶穌禱告，認

罪信主。讚美聖靈的感動！ 



請感恩： 

(一) 天父讓我們有傳福音的機會。感恩新同學 Fa 在九月尾決志。  

(二) 天父讓我們有推動別人去傳福音的機會。查經小組的一位成員(Lu)表示有負擔向他的一位同學

(Da)傳福音。  

請代求：  

(一) 目前的居留簽證還有四個月就到期，現在已著手探索申請新簽證的途徑。  

(二) Danny 羅患「五十肩」痛症，多少影響了一些正常的活動。  

 

依華 (東亞) 

夢想實現 

大約三周前，我收到一條短信，上面寫著：“我要告訴你一個好消息，我結婚了！一路走來，謝謝你

的關心，讓我覺得自己很棒，很優秀，我不會忘記“前面的路還長，我想我會勇敢走下去。”這是一

個康復會員“阿林”發過來的喜訊，我極其興奮，心裡替他非常感恩。” 

他的康復之路……阿林是一位精神病的康復者，發病的時候只有 17 歲，現在已經 26 歲了，他在 2013

年參加了我們 HC 康復中心的服務後，看到康復的希望，慢慢建立工作的習慣，學習電腦操作，恢復

對工作的信心，後來，回到老家找工作。他在一個學術會議分享他的心路歷程，他說：“這條路並非

一帆風順，我深刻感受到當今社會對精神病人的不理解，尤其在與他人交往的過程中，存在一些交流

的障礙，因為生病的成覺只有自己知道，所以，這需要更多人的理解和幫助，幫助精神病患者的日常

生活，工作，學習，甚至步入婚姻的殿堂，和其他陽光的年輕人一樣，結婚生子，過上幸福的生活，

而如今，社會都在提倡夢想，我想我的夢想就是這樣。”所以，當我收到他的喜訊的時候，我馬上想

到他的夢想實現了！ 

 

走在阿林康復道路上…… 

除了康復幫助了阿林實現夢想，阿林的媽媽一直陪伴他。“兒子生了病言讓我們曾經特別痛苦，成覺

遇到這樣的事情很不幸，很無奈。但痛苦難過又有什麼用呢，痛苦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痛定思痛過後

唯一的辦法就是全力以赴的給他醫治。幾年來，求醫路上酸甜苦練成受很多……來到康復中心充滿了

希望，就像抓到了救命稻草。我也時不時的去向中心的職員瞭解情況，諮詢我們家長應該怎麼配合，

經常與兒子交談，瞭解情況，交心談心，共同分析討論認識事物，說明他明辨是是非，現在兒子能獨

立生活，積極參加各項活動，自己一個人也能去看病拿藥和心理諮詢了，與以前相比有了很大的轉變，

收穫很大。” 

阿林的媽媽因著孩子的病辭退了工作，專心照顧孩子，她跟大部分家屬一樣，不知道怎樣協助孩子康

復，也不認識精神病，有時候過分地保護和專注，讓孩子們承受壓力和剝奪了他們成長的機會，所以，

他們付出很多，可是適得其反，這個問題在本地非常普遍。阿林的媽媽接觸了康復中心後，學習適當

的方法來與孩子同行，慢慢放手，給阿林空間成長，她也開始自己的小生意，有自己的生活了。 

 

走進家庭，關係更深…… 

正因為本地的獨特情況，家屬的培訓特別重要，所以，我們在日間的服務定期開辦家屬開放日。在九

月，中心新增了家庭心理教育小組，面對精神病，讓家屬和患病的人士，我是其中負責帶領的起學習

怎樣，大部分患病的人士已經犯病 7-8 年了，他們才首次瞭解這個疾病，可見這裡的服務真是極其缺

乏！ 

 



願更多家庭得著幫助和幸福，也得從上而來的平安和盼望。 

 

邀請您記念以下的事情： 

1. 繼續記念找到更多有愛心的僱主，讓更多會員可以融入社會，過有意義的生活；求父賜恩典和智

慧去建立一個同心協力的團隊，記念政府擴大經費支援，讓其他地區的人士可以參加我們的服務。 

2. 記念 HC 開展的家庭心理教育小組，願更多的家庭得著幫助和幸福，也得到從上而來的平安和盼

望！ 

3. 記念 ZG 康復中心的發展，求父幫助我可以跟他們建立更好的工作關係，感恩香港的培訓有美好

的效果，紀念有好的發展；繼續求父賜同心的人一起推動專案。 

4. Han 和 Li，她們都忙碌照顧孩子，紀念她們的信心成長和孩子的教養。 

5. 記念 Hong 的工作壓力，能凡事交托，Hong 媽媽的信心。 

6. 感恩 Ann 和 Jen 渴慕父親的話語，已經閉始跟她們每週學習了。 

7. 媽媽已主懷安息，我在 19 號晚上回港趕到醫院，可以跟媽媽見面，然後，媽媽安詳回天家了。感

恩大部分家人可以一起送別，以後在天家重聚。 

8. 記念我在父裡安靜的時間列為優先，身心靈的健康，緊緊抓住父的應許。 

 

 

本地及東南亞地區 

 

Amy 及阿鮑一家 (日本，學傳) 

感恩： 

1. 感謝神！Amy 在最近的反省中，發現自己有拯救者/宣教士症候群（病名是 Amy 自己作出來的）。

在工場事奉長了，若不儆醒，就很容易就會覺自己是比當地人好一點。不用多，只是多一點。當我向

本地人提供任何形式的幫助時，若對方沒有表示我所預期的反應，甚至出言拒絕受助，都會令我感到

不是味兒。隨著日子的過去，慢慢便會對這些人產生一些心理上的反應。心裡向這些人發牢騷。其實

問題是在於自己沒有好好為別人設想，只是想用自己覺得合適的方式幫他們。感恩有這樣的醒覺，求

主繼續幫助我們謙卑事奉。 

2. 一天在孩子的學校裡，有位來自中國未信主的媽媽走到我面前，主動問我可否讓她參與我帶的查

經小組。感恩當天是因有事要往學校處理才會遇上她。 

3. 祈禱部的同工被邀請出席日本學園新領導團隊的計劃會議，並且會一同花一個上午以敬拜和禱告

作為會議的開始。 

 

為日本祈禱： 

1. 最近當阿鮑幫忙核對一些事工的代禱事項的英文翻譯時發現，「一致」這個詞語常常出現在其中。

當然為大家同心而禱告是好的，耶穌受難前也特別為門徒同心而禱告。但在我個人經驗裡我發覺同心

和公平在日本往往意會着大家做出相同的行為而缺少了對個別情況作出的彈性處理。當然身為有份擔

當行政工作的人，我會明白若要常常特別處理事件，會令行政工作額外煩覆了。求主幫助日本的教會

和機構，在保持公平公正之餘，會願意花心力處理一些個別的需要。日本社會也如是，過往聽說在災

區有因送來的物資不夠一人一份而拒絕發放物資給災民的情況出現。 

2. 10 月 8 日熊本阿蘇火山再次爆發，相信火山灰對早前地震受影響的地區是雪上加霜。求主保守當

地教會和各個救援組織有心有力繼續協助災民。特別是教會在有限的資源下不致耗盡。 



事奉及機構方面： 

1. 求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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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主興起合適的人選作帶領的工作。特別為東京的同工願意把同

心禱告放在事工的優先，可恆常聚集祈禱。 

3. 今年年尾辦公室有同工會述職，求天父帶領一位主內同道以部份時間參與幫忙。 

4. 請特別為未信主的日本人：大久保太太；中國人：照宇太太、Umi 太太、昹梅太太能透過查考聖

經及媽媽小組認識和悔改歸向神。為初信主的慧燕太太能在信仰上扎根，願意跟隨主耶穌，作主門徒

禱告。 

 

5. 為大學福音工作祈禱：東京事工有 12 位從美國來的一年短期同工加入隊工。求主加力給他們適應

日本的生活及事奉，求主使用他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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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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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洲 

栢寧恆牧師 (OMF，英國) 

1. 在美國述職期間，神讓我知道在英國成立普通話小組的必要性，以便接觸 4000 多位中國學生，

亦好讓慕道朋友及初信者日後回國後更容易適應。求主帶領我們向著這個方向踏出第一步。  

2. 我 有 機 會 在 網 頁 上 撰 寫 文 章 ， 若 你 們 有 時 間 可 瀏 覽 一 下 ：

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asource-quarterlies/a-call-to-partnership-i

n-chinese-returnee-ministry  幫助你對我們的事工有更多的了解，為我們禱告和支持我們。  

3. 我母親在 10 月 2 日安息主懷，多謝各位的關心和慰問。請為我父親祈禱，他需要面對很多轉變。 

4. 早前與 W 弟兄見面，他正為著舉家回國的事而苦惱，因他已經完成碩士課程。我鼓勵他用信心仰

望主的帶領及為他祈禱。早前收到他的訊息，寫道“告訴你有教授受我成為博士生，謝謝你為我祈禱”

請為著 W 及他的家庭祈禱，求主藉著這幾年留英的生活，建立他對神的信心，好好裝備他日後回國。 

 

Philip Yip (英國 Northampton) 

1. 為學生事工祈禱，正面對很多挑戰和困難。 

2. 有一個基督徒學生想參加我們的查經班，接受裝備，請為他們的學習祈禱。  

3. 為 12 月 25 日受浸的肢體祈禱。  

 

世界 

Ivy & Matthew (EMI)  

1. 在 7 月已經返回美國芝加哥，感謝 Matthew 父母的接待。 

2. Matthew 於明天初在 EMI Global office 擔任 Communication Director，上任前需要籌募經費，

求主充足的供應。 

3. 請紀念一家在美國生活的適應，縱然生活中有很多變數及不確定，能靠主一一面對。4. 在上任前，

要籌募經費，現已有 35%支持，求主供應。 

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asource-quarterlies/a-call-to-partnership-in-chinese-returnee-ministry
http://www.chinasource.org/resource-library/chinasource-quarterlies/a-call-to-partnership-in-chinese-returnee-ministr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