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九月會友大會之安排 

2. 新一屆執事的選舉及人事安排 

3. 教會安排之短宣及文化交流活動 

4. 本地之暑期青少年事工及跟進 

5. 東九及安福之堂校合作事工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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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預備了每星期一次家務助理到家協助，減輕阿嫂照顧哥哥

及孩子的壓力 

2. 周燕儀：舅父的化驗報告已出，在肝的腫瘤是惡性的，正在接受化療。求主幫助

舅父戒煙，並賜他節制飲食的心，又減輕舅母照顧舅父的壓力，並保守舅父和家

人早日信主 

3. 黃粵龍：爸爸患前列腺癌末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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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為居住美國的阿哥、阿嫂的信主禱告 

4. 梅余秀嶽 : 五嫂(余何杏輝牧師師母)患癌症，在家療養，最近發現有肺積水 

5. 梁詩樂 : 父親已接受切除膽囊手術，現在家休養，求主保守他身體能盡快康復，

也繼續堅固他對主的信心 

6. 秦姜國芳 : 媽媽下周入院做手術安裝心臟起搏器，求主保守老人家經歷主的平

安 

教會及事工代禱需要 

同工及、幹事代禱需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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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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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預備了每星期一次家務助理到家協助，減輕阿嫂照顧哥哥及孩子

的壓力 

 周燕儀 舅父的化驗報告已出，在肝的腫瘤是惡性的，正在接受化療。求主幫助舅父戒

煙，並賜他節制飲食的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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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患前列腺癌末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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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為居

住美國的阿哥、阿嫂的信主禱告 

 梅余秀嶽 五嫂(余何杏輝牧師師母)患癌症，在家療養，最近發現有肺積水 

 梁詩樂 父親已接受切除膽囊手術，現在家休養，求主保守他身體能盡快康復，也繼續

堅固他對主的信心 

 秦姜國芳 媽媽下周入院做手術安裝心臟起搏器，求主保守老人家經歷主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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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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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華 (東亞) 

會會走路的孩孩子……慢慢長大 

康復中心（簡簡稱：HC）從試驗計畫改進為全面的服務已經快要兩年了，過去兩個多月開展了很多

新的服務，服務蒸蒸日上！有有一位同事形容它就好像一個會走路的孩子……慢慢長大，感恩！！！ 

經過多月月努力籌備、溝通，中心得得到一家國際公司提供一個兼職的過渡就業崗位給會員（康復者），

成為他們踏出社會的第一步！  

會員表達感受：「謝謝公司給我的關心和幫助，在那裡工作感覺很溫暖，好希望一直有工作，因為有

工作很開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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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長的波折 

在 HC 的成長過程中，這階段面對的困難是建立一個同心協力的團隊。職員團隊一直不穩定，最近 Li

為了照顧孩子辭了工作，感恩在五月已經聘請了新職員也是沒有精神科經驗的，需要培訓。 

述職回來後，知悉有兩位職員矛盾嚴重，提出辭職，感恩調解和合理的工作調動後，大家還願意繼續

工作。同時也發現職員間的信任不足，以至誤會等等，這些可能是一個團隊成長的必經階段。此外，

培訓和和傳遞團隊精神這個概念效果不理想，職員們可以分工，把自己的工作完成，但是，沒有合作，

別人的情況不關心或者相互的溝通也欠缺，這個現象對精神康復工作不利。這是文化？人的本性？可

能兩者皆是。  

求父賜恩典和和智慧建立一個同心協力的團隊。 

 

剛出生的孩子......需要餵養 

在去年 11 月開幕的康復中心（簡稱：ZG）運作了半年，職員們還在摸索的階段，需要把以往的工

作革新，加入適合的康復理念，極其需要醫院增加資源和配合。感恩院長支持團隊參加香港的康復培

訓，我也被邀協助香港的培訓，求父幫助我可以跟他們建立更好的工作關係，香港的培訓可以有美好

的效果；繼續求父賜同心的人一起推動項目。  

 

 

 

 

 

 

 

 

 

 

 

 



媽媽在父親的搖籃裡度過兩個多月了 

自從媽媽在四月底發現有膽管堵塞和膽管癌後，情況不是很穩定，有發炎、寒戰和高燒的現象，引流

的管子有堵塞需要在換管子等問題，前後四次入院，消瘦了很多，過程當然不容易，我和家人心情也

不免緊張和焦慮，但是，我腦子裡有一個形象—媽媽在父親的搖籃裡，父親的的恩手一直保保守媽

媽…… 

- 四次的入院均由不同的子女陪陪同媽媽。 

- 子女、孫子女、曾孫子女（包括居住在海外的）都有機會到醫院探望媽媽。  

- 媽媽晚上可以安睡，比以前睡得更好。 

- 媽媽大部分時間沒有感到特別不舒服。 

- 媽媽對父親的依靠：媽媽常說說：「父親幫助我，帶領我，你們放心！」 

- 家人、弟弟兄姊妹、朋友們持續的支持、探訪和記念。 

我天天到父親前，緊緊抓住父的應許，求智慧去回應媽媽的需要；求父親給媽媽恩典可以在家休養，

平安度過這人生的階段，請切切記念！ 

 

邀請您記念以下的事情： 

1. 感恩 HC 康復中心各項新工作的開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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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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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培訓可以有美好

的效果；繼續求父賜同心的人一起推動項目。 

3. 述職後，探望了 Han 和 Li，她們都忙碌照顧孩子，記念她們的信心成長和孩子的教養。 

4. 記念Hong 的工作壓力，能凡事交託，Hong 媽媽的信心。 

5. 感恩 Ann 和 Jen 渴慕父親的話語，已經開始跟她們每週學習了。 

6. 感恩有許多天使照顧媽媽，繼續求父親保守媽媽的身體，希望她慢慢恢復體力，可以舒服地波過

人生末後的階段，也能享受與家人的相處。 

7. 求父親給予智慧去回應媽媽的需要；賜機會讓我可以預備媽媽如何面對這人生的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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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鹿 (東亞)  

新學校仍沒申請到辦學證，因為是在偏遠的縣城，官員更隨己意辦事，想要油水。已經多次交檔，每

次都提出各種修改，校長也覺得很勞累，無奈，請切切掛念。 

 

睦崙家 (東南亞)  

開齋節： 

開齋節是全球 M 民慶祝齋戒月結束的節日；在齋戒月最後一天，日落之後，島國 M 民紛紛擊鼓作樂，

不停地燃放炮仗和煙花，以迎接翌日的開齋節。在開齋節首天的清晨，M 民紛紛穿上整齊的節日衣

裳，聯群結隊地前往附近的寺院禮拜，感謝真主使他們信仰堅定。M 民認為自己經過一整月的齋戒

禁欲，作成了克己的功夫，通過了耐力的考驗，得到了屬靈的勝利。開齋節也是一家團聚的節日，維

持約一個星期，在這期間家家戶戶都會穿上新衣互相拜訪、彼此問候、共享歡宴，彼此送贈禮物。求

大能者開啟他們的心，不單以守齋戒為滿足，而是信靠那位戰勝死亡和罪惡的真主。 

 

 



看不見的恩手：  

雖然開齋節是一個歡愉的日子，但由於有不少家庭急需金錢過節，故此在這節期前後，是盜竊最猖獗

的日子。臨近開齋節的半個月，我們需要前往東岸一星期，出席公司的週年會議，可是當會議完結返

抵家園時，卻發覺鐵閘的門鎖給撬壞了。我們猜想可能是有盜賊試圖撬開門鎖入屋爆竊，但最終卻無

功而退。感謝大能者的保守，讓我們沒有財物的損失，假若私人電腦或敏感的資料被盜取，恐怕我們

寢食難安！感謝那看不見的恩手，時刻默默地保護我們！ 

 

家庭會所： 

睦在兩個月前跟隨本地工人，出席家庭會所的聚會，學習如何培育 M 民。這家庭會所的會友和慕道

者多是草根階層，當中既有中年失業漢，也有三餐不計的年輕的母親，他們常常主動接觸睦，盼睦能

施以援手。由於市郊缺乏就業機會，不少居民亦缺乏謀生技能，故此睦常感到苦惱，不知如何能夠幫

助他們自力更新。盼望睦有智慧地與會眾相處；會友和慕道者有純正的動機追求真理；貧困者能自力

更生。 

 

逆境自強的母親：  

撒詩雅同學是全班成績最佳的，她有一位弟弟，可是雙親皆是心臟病患者；母親患心漏病，父親心臟

腫脹，常在當雜工時暈倒，需送院救治。因家境清貧，他們未能及早就醫。最近，撒詩雅母親得到娘

家的經濟扶助，終於可以到首都的國家專科醫院看醫生，被安排在今年 11月中進行心臟手術。為了

酬足這筆手術費，平日當家庭主婦的她，須在短短數月內，四處尋找散工，因此經常不能接送女兒返

學和放學，而且她的臉色越來越蒼白，臉容也越來越愁緒，並因身體過度勞累而病倒。她常跟家傾訴，

為了一對年幼子女，無論如何，也會支撐下去。家希望在８月份能夠探訪撒詩雅的母親，求大能者給

予機會，能夠單獨地與她見面及分享訊息；祈求她能夠酬足手術費及她的心臟手術成功。 

 

Goris and Marc (東南亞)  

謝謝你們常常惦念及關心我們的需要。 

Marc今年有不同旅程，包括亞洲、中亞、歐美等，求主保守所有旅程的平安及身體健康。Goris兼

顧全職工作及讀書，生活也較忙，感恩在香港有機會進修，但工作上常感染感冒，人較易累及需較長

時間康復。求主保守有健康的身心靈，在人際關係及說話上有智慧，亦請為我一家信主禱告。" 

 

 

 

 

 

 

 

 

 

 

 

 

 



本地及東南亞地區 

 

Amy 及阿鮑一家 (日本，學傳)  

7月漸漸炎熱的天氣令我想起詩篇第一篇，在詩中詩人打了一個比喻。當我們喜悅上帝的話語時，就

像一棵樹栽在溪水旁，按時候結果子。樹木大多是秋天結果子的，特別在中東地區的夏天十分乾旱酷

熱，它要抵受得住才有結出果子的一天。當我們常把我們的眼目、信心投放於神的話語，祂的律法、

祂的作為，我們也可以抵受得住不同的困境，也在神的時間裡結出好的果子。祝福你能常常因神的話

語歡喜，也沒有間斷地把信心放在主裡，願你經歷上帝帶領你走過艱辛的道路，更能結出屬天的果子。 

 

感恩： 

1. 感謝神！6月從香港來的短宣隊能對日本這個工場有更深的認識，對日本人的福音工作更有負擔，

其中有一兩位弟兄姊妹也考慮會回來當短期宣教工作。 

2. 感謝主！雯雯於 6 月 11-25日參與本地短宣，神讓他們能有機會向高校生們傳福音，雯雯也大大

經歷神的愛和祂的作為。 

 

為日本祈禱： 

這個星期有新聞報導一位品學兼優的 16歲男學生無故殺害一位 42歲的女仕。雖然這類報導大家可

能已經見怪不怪，但背後種種原因（可能是被忽略、沒有感受到被愛；無論學校成積有多好，家長沒

有表達肯定；同輩的排擠或壓力等）都令人感到人徧離了上帝創造人本來的人生價值而帶來的傷痛和

破壞。求主差遣人去尋找心中傷痛的人，讓他們得到醫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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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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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繼續為大學福音工作祈禱，各地區有不同的夏令營及短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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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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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y 有足底筋膜炎，求主醫治。另外，Amy 和阿鮑都感到疲乏，求主額外加力。 

3. 為孩子們在暑假中，有充實和輕鬆的生活祈禱，求主保守他們有不同層面的學習和體驗。 

 

 

 

 

 



歐洲 

 

樂思聰牧師一家 (OMF，英國利物浦) 

剛收到從香港來的電話，小僕外家四嬸大女兒（信主、有情緒病、曾返恩福和接受栽培）剛跳樓身亡。

她丈夫四叔是我在他患癌離世前帶他信主，然後在眾親友為他預備的告別晚宴前小僕為他行灑水禮，

他夫婦二人在眾親人作見證。 

我曾分享此美事，這事對小僕意義重大，因為神答允了小僕的禱告：能在眾親人面前傳福音報喜訊。 

 

許沛賢牧師及許黃敏璇師母 (德國斯圖加特)  

1. 7月 9日三對新人的婚禮同一天在兩個城市斯圖和卡魯舉行，感謝主三個婚禮同一天也順利進行和

完成，並且在當中認識了三對從中國來的家長，其中有大部份是未信主的家長，牧師師母有機會

為主作見證傳福音。有一對家長我們還約了下週去牧師師母家中用飯，希望有機會向他們傳福音。 

 

2. 早前接到 City Chapel 牧師通知，屋主將會在 2018 年頭收回斯圖教會借用舉行崇拜的地方，求主

感動業主收回這決定，因為目前這地點是斯圖的市中心，如果要找回這樣的交通，實在是很難了。 

 

3. 感謝主！水禮班在上主日已經完成，牧師師母將要分頭約預備受洗的十位弟兄姊妹問心事，求主

預備弟兄姊妹有一顆順服的心，願意全心全意作主的門徒。 

 

4. 最近歐洲恐怖份子的襲擊，令到死亡和受傷的人數每日的數字都在加增，現在已去到有 84 人死亡

及受傷很多，求主記念。 

 

耀來及麗娟一家 (OM，英國倫敦)  

最近英國有兩次重要投票：五月選舉結果，工黨薩迪克汗成為首位穆斯林倫敦市長；六月投票結果英

國脫歐，後果無人能料。兩次投票均影響深遠，然而一切在神掌管之中，深信祂有最好安排。 

 

忍耐等候 

上月，耀來與到訪的潘牧師前往北倫敦T語社區巡視時，獲中介公司通知：我們看中的73號店舖，業

主同意與伙伴教會簽租約。慈善商店計畫自去年初開始與伙伴教會洽商，牧師即時回應竟是：「這正

是我的夢想！」信託委員、執事會和會友大會也先後通過推行。暑期回港述職，我們錯過了一間相當

理想的商舖。後來找到的不是地方太小，就是租金太貴。十一月偶然發現73號，業主與教會信託委

員已談好條件，可惜當時的租客正進行非法轉租，又及時交租，業主不能即時收回店舖。我們於三月

透過另一中介落訂租一間實用面積較小但租金減半的商舖，可是業主度假回來郤拒絕簽約。五月中，

73 號再度在物業市場出現，耀來趕緊通知業主非法轉租實況。感謝神，業主終於採取法律行動，限

定他們於短期內交回店舖，並按先前的條件與我們簽約。執筆時，業主仍在進行法律程序收回商舖。

如無意外，我們將於七月底正式開業，透過社區牧隣及外展服務，幫助T語回民及未信朋友認識救恩。 

 

 

 

 

 



播種澆灌 

露露是祖國大學經濟老師，軟組織癌擴散到肝和肺，多次化療後又再復發。經過一年的探訪，她才接

受我們的關心沒有附帶條件，並為以往的不滿道歉。最近她傳來短訊：「呼求耶穌就不痛麼？」麗娟

回覆：「不單是身體不痛，是身心靈放鬆減痛能睡。此乃多人的經歷！」祈求聖靈光照露露，讓她親

自經歷主耶穌的同在，開放心靈接受救恩，成為神的兒女。 

 

安黛八年前患甲狀腺癌，三年前患乳癌，去年擴散入骨，拒絕西法治療，靠中藥、打座、冥想、氣功

等療法。她家中有各樣經書：聖經、佛經、道德經、古蘭經……麗娟與她一起查考馬可福音四章耶穌

平靜風浪，並引導她邀請主進入她的生命中。 

請記念她的屬命成長，求神釋放她脫離各樣的綑綁，認定耶穌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 

 

初步收成 

差會訓練中心對面的小公園，過往有邊青、醉漢及毒販流連，一般人不敢走近。兩年前有志願機構在

公園內設立田圃，讓區內市民及團體參與種植。公園煥然一新，我們見證了居民自發的力量如何轉化

社區。終於成功申請了此公園兩塊小田圃，我們不用再長期輪候市政府的自耕地。小田圃種植了白菜、

菜心、芥菜、菠菜、紅菜頭、韭蔥等。我們初次收割二十分一，已足夠一家人兩餐食用，還可用來款

待兩位愛好有機菜蔬的香港姊妹呢！ 

「你們行善，不可喪志；若不灰心，到了時候就要收成。」加6:9 

 

感恩代禱 

1. 栽培成長─古生已完成卡介苗癌症療程，夜尿減少，效果顯著，正接受耀來《成長八課》栽培。 

2. 慈善商店─仍待業主循法律途徑收回商舖，正式簽約及裝修後，期望七月底開始營業。 

3. 初信癌友─莉莉化療後腳腫、安黛綑綁釋放、阿浩天家確據、夏蝶(錫克教背景)經歷救恩。 

4. 暑期活動─思達會考完畢，參加市政府挑戰自我營和全國數學營；思正前往祖國短宣教英文。 

 

栢寧恆牧師 (英國，OMF)  

1. 感恩！在 6 月份在英國順利舉辦了海歸退修會，共有 22 位信徒參與。當信徒回國後他們需要實踐

生涯計劃，求主幫助他們回國後勝過種種的挑戰及求主幫助他們與導師保持聯繫。 

2. R帶領他的朋友到教會崇拜，求主在他們的心動工，繼續追求主。 

3. 我們一家回美國述職，求主帶領我到教會分享異象，讓更多人認識海歸事工及願意為這事工祈禱。 

 

李天頌 (非洲，學園傳道會)  

1. 感恩！加拿大政府已通過對非洲食水項目的資助，在 4月已經開始這個計劃，求主幫助我們，除

了提供清潔食水給社區，訓練醫護人員照顧初生嬰兒及孕婦之外，更希望將福音傳遞出去。 

2. 由 7月開始，我的崗位是Water for Life 事工主管，很高興有這個機會服侍，接下來的幾個月，

將會集中處理籌款項目及策略性的事工計劃，求主賜下智慧和能力，幫助我適應在新崗位的服侍。 

3. 在四月份我很興奮可以參加一個慈善活動，為Water for life 籌款。這個項目在溫哥華舉行，有興

趣烹飪的人士可以邀請朋友到他家作客及用膳。烹飪正是我最喜愛的興趣，也可以為我的機構籌

款，讓更多人認識這事工，是十分有意義的事情。我合共舉辦了兩次晚餐，由構思到實行用了四

個多月的時間，希望日後有機會到不同的城市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