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新一屆同工執事會的同心協作 

2.  新一屆各專責小組/範疇/部門的成員安排及隊工合作 

3.  有效推廣培育門徒到同工、執事、組長各層面 

4.  馬鞍山堂堂址需要 

5. 重尋重建恩福情 

 
 
 

 

 

 

 

 

 

 

 

 

 

 

 

 

 

 

 

 

 

 

 

 

 

 

 

 

 
 

教會及事工代禱需要 

10 月份恩福家･月禱會 



 

 
 
 
 
 

1. Donna 5 歲的女兒慈慈祈禱，最近一次眼科覆診，感恩她的

近視暫沒有加深，散光有加深少許；但一位醫生懷疑她患上“色素病變＂（RP），

另一位醫生也確定她是患上此病（我丈夫也有此病，現視力只有 2-3 成）；由於

這病暫時無法可醫治，而且會讓慈慈視力逐漸收窄及減退至瞎眼。求主賜智慧給

我與丈夫，懂得如何教導她靠主面對前面的人生路，並賜恩給她面對這病情不單

經歷主的恩典，也求主減慢她退化的視力。為 Donna 身體，現懷孕 8 個月，求

主保守 BB 身心靈健康，及日期滿足順產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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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舅父的肝腫瘤治療效用不大，已停止一切治療。最近接受了幾次電療，

幫助減輕痛楚。感恩舅父在 8 月 29 日信主並接受了水禮。求主堅固他的信心，

安排栽培成長的機會，又減輕他身體的痛楚，及保守其他家人早日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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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余秀嶽 :五嫂(余何杏輝牧師師母)於 9 月 7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求主

顧念家人，特別是五哥的心情，賜下適切的安慰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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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母沒有抗

拒，求聖靈繼續在她心裏動工 

7. 王梁恕明 : 9 月 19 日右眼做手術，求主記念康復過程，讓視力可及早恢復 

8. 羅培勛 : 請為我們 11 月頭搬家代禱，尚未找到教會附近合適的住處 

9. 莫思敏 :爸爸在 9 月 24 日突然中風，並離世，求主安慰家中各人及處理後事一

切順利 

同工及、幹事代禱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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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為 Donna5 歲的女兒慈慈祈禱，最近一次眼科覆診，感恩她的近視暫沒有加

深，散光有加深少許；但一位醫生懷疑她患上“色素病變＂（RP），另一位醫

生也確定她是患上此病（我丈夫也有此病，現視力只有 2-3 成）；由於這病暫

時無法可醫治，而且會讓慈慈視力逐漸收窄及減退至瞎眼。求主賜智慧給我與

丈夫，懂得如何教導她靠主面對前面的人生路，並賜恩給她面對這病情不單經

歷主的恩典，也求主減慢她退化的視力。 

為 Donna 身體，現懷孕 8 個月，求主保守 BB 身心靈健康，及日期滿足順產出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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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舅父的肝腫瘤治療效用不大，已停止一切治療。最近接受了幾次電療，幫助減

輕痛楚。感恩舅父在 8 月 29 日信主並接受了水禮。求主堅固他的信心，安排

栽培成長的機會，又減輕他身體的痛楚，及保守其他家人早日信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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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余秀嶽 五嫂(余何杏輝牧師師母)於 9 月 7 日安息主懷。求主安慰家人。求主顧念家人，

特別是五哥的心情，賜下適切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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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母沒有抗拒，

求聖靈繼續在她心裏動工 

 王梁恕明 9 月 19 日右眼做手術，求主記念康復過程，讓視力可及早恢復 

 羅培勛 請為我們 11 月頭搬家代禱，尚未找到教會附近合適的住處 

 莫思敏 爸爸在 9 月 24 日突然中風，並離世，求主安慰家中各人及處理後事一切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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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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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嘉蘭 (東亞) 

「光陰似箭，日月如梭」雖被用得濫，但實在很貼切，從2007年8月1日發出第一封代禱信開始，眨

眼已足9年，時間過的真快。我每次執筆的心情都不一樣，有心理學家說人類最基本的情緒為喜、怒、

哀、懼，現在的我大概6分喜、2分哀、2分懼。 

喜哀懼： 

經過與教會及差會商討及禱告後，我已申請留港2年，暫不回工場，心情挺複雜。「喜」是父母安在，

我有機會留港陪伴他們、分擔兄姐的責任；「哀」是捨不得山城的同工、朋友、心上的人；「懼」是對

未來的服侍心存戰兢：主若願意，我將會在教會長者團契全職服侍。過去半年我陪家母返長者團契，

也參與探訪、關顧及查經服侍。能與同工團隊搭配事奉是我的福氣，知道團契需要傳道助理，這是美

好的服侍機會，自己對關顧牧養長者也有負擔，故已申請並通過面試，求主繼續保守行政程序、身體

檢查順利。教會服侍與扶貧宣教一樣面對各種屬靈爭戰，挑戰考驗不會少。記得我去山城前，阿爸父

曾以詩篇2:11 提醒我，服侍祂畏懼戰兢與歡呼喜樂是並存的，當日的立志今天仍適用：忠心順服，

毋負所托。 

心上的人 (門1:12)： 

曾有好貧人說讀我的信像追連續劇，會想看看ABCDE……的故事如何發展。由我牽掛的第一位朋友G

開始，到最困難最嚴重的SC，我自己也在期待他們生命故事的發展，求主譜寫榮耀祂的篇章。 

2009年G患癌症，感謝主保守她身體復原得很好，她的教會生活曾經很不穩定，G承認自己主觀易偏

激愛批評，去年她說終於找到屬靈的家，開始積極投入，但我偶然從牧者口中聽到，G在教會曾挑起

一些事端，是「問題人物」。 

SC剛又做了手術，同工L夫婦說這次他的傷口較多，要為他每天清洗換藥。L太是很細心的護士，有

她悉心照顧是SC的福氣。神又恩待SC在教會得到屬靈餵養，他的小兒子本學期還來了山城，免費入

讀教會辦的學校(很小規模，類似在家教育home schooling，強調基督教教育)。 

我預計明年會很忙，排不出時間探望G、SC、TT、拉撒路及山城好友，決定10月中回去一週，請記

念我的行程安排，和「心上的人」有美好相交。 

 

 

 

 

 



感恩惜恩： 

家父現住護養院，院友都是身體甚差的長者(坐輪椅或臥床)，頻繁出入醫院是常態。家父半年來急症

入院2次，已不算多，但挺突然，就如最近一次：28號晚還好好的，但29號早上高燒心跳血壓突升高，

送院後發現是尿道炎，注射抗生素後便控制住，只住院2天，更感恩是家父自己沒感疼痛不適。經此

一役，我們兄妹已作心理準備，隨時有下次，且也許愈來愈密。其實明天如何我們都不知道，活著每

一天都是恩典，求主教你我懂得愛惜光陰、珍惜眼前人。 

因為暫停宣教服侍，宣教代禱信也會停寫，這是最後一封，過去9年服侍全是恩典，感恩有你同行，

後會有期啊。求恩主厚厚報答你的愛心，敬祝 平安喜樂！ 

 

睦崙家 (東南亞) 

家庭會所： 

在鄉鎮，大部份居民皆是木民，故此對「家庭會所」非常抗拒。在兩個月前，『睦』所參與的「家庭

會所」，因被街坊投訴而被迫遷離。由於社群不接納家庭會所，加上會友多來自貧窮家庭，經濟負擔

能力有限，故此絕不容易找到既安全、又有足夠空間的地方「落腳」。權宜之計，「家庭會所」暫時一

分為二，分散在兩個家庭裡聚會。盼大能者保護他們，能夠在安全的環境下聚會，好讓會友得著到適

切的教導；也盼望他們能夠盡快找到理想的地方，可以固定聚會。 

 

B 城幼兒事工： 

新學年在七月中開始了，由於口碑良好，所以今個學年的收生率比往年超過一倍，須分開兩班教學。

然而開學不久，便有義工老師請辭，現正急於聘請註冊教師，禱告能盡快找到有愛心的教師。 

今學年的單親家庭比往年多，當中有一位是智障小男孩，他名叫『發拿』，爸爸在他尚未出世便拋棄

了他們，在家由年老的外婆及辛勤工作的母親照顧。他們一家既得不到政府的援助，也常遭鄰居的白

眼；在校園裡，這母親還遭到其他家長排斥。最近『發拿』的母親失業了，因此她們需自製小食，每

天由年老的外婆在村內四處販賣，盼望能賺得一家的糊口。求看顧孤兒寡婦的大能者看顧他們，像看

顧路德及拿娥米一樣！ 

 

彩虹園地： 

「彩虹園地」是我們伙伴機構所設立的兒童事工，事工目的是栽培已接受真理的木民子女，也可藉此

接觸尚未認識真理的兒童。上個月我們家庭開始參與 CR 鎮的「彩虹園地 」，觀察本地同工如何透過

講述聖書故事，教導孩童明白真理。此會所每兩週聚一次；十月份開始，『睦』將與本地同工合作，

輪流講述聖書故事，求大能者賜給『睦』語言恩賜，讓他能流暢地講述聖書故事。 

 

『莉素』的丈夫最近接受了真理，並且行了水禮，然而卻不敢告訴『莉素』。在同工的邀請下，『莉素』

帶著兩位女兒一同參加「彩虹園地」，一起認識真理。祈求大能者引領『莉素』及的兩個女兒，開她

們的心眼，並賜給她們歸信的勇氣，全家歸信 JS。 

 

 



CP 鎮兒童事工 鎮兒童事工: 

『睦』和家最近接受了一項新任務，就是每星期兩次，到 CP 鎮協助本地同工， 提供幼兒教學及初

小補習服務，並藉此接觸孩童們的家長。由於這事工已開始了一年，深受村民歡迎，最近還成立婦女

茶聚，每月聚會一次，輕鬆地探討人生。祈求這事工獲得足夠的資源發展；聚會時得到祂的保護。 

 

 

本地及東南亞地區 
 

阿珊 (中大，學傳) 

8月是里約奧運會，我看了很多場體育比賽，最深刻是幾場女子排球比賽，超緊張，超好睇！排球講

求「團隊合作」，有人負責防守、有人負責殺波、有人負責放置球的位置等，沒有誰人比較重要，目

標只有一個：就是爭取團隊的勝利。在神國度的事工也是如此，各人的恩賜不同，事奉的位置也不同。

事奉了好一段時間，我發現我未必是那個能「大力扣殺」的隊友，但我是一位不錯「升球手」，負責

升起球到適當位置製造攻勢，讓隊友打去得分！目標只有一個：就是渴望看見神國度的擴張。 

 

今年度，除了傳福音與門徒造就的「恆常事工」外，我們也思考如何協助中大校園的福音遍傳，有不

同新的嘗試： 

中大International student事工：十多年前，我們已開展了「普通話來港生」事工，但因為語言的

障礙，弟兄姊妹比較少主動接觸「非普通話」的國際交流生。今年一班大學四年級的學生領袖們每月

花時間去與交流生傳福音。在9月一個晚上出隊，我們就接觸了來自南韓、德國、意大利、瑞士、英

國、奧地利、法國、荷蘭、加拿大的交流生！ 

我們發現一般交流生也是願意去討論與分享信仰看法，但卻沒太大興趣去認識、接受主。求主給我們

依靠聖靈有智慧與言語（英文）去將人帶到神面前。 

 

中大遍傳事工：若在20,000人的中大，只有學傳50位組長及150位組員去傳福音，「校園的福音遍傳」

仍是遙不可及。感恩中大有不同的學系及宿舍基督徒細胞小組(例如：地理學系細胞小組，法律系細

胞小組)一般來說，細胞小組的形式是凝聚基督徒去彼此鼓勵。 

今年有一位學傳核心門徒，她沒有帶領每星期的「大學一年級的門徒小組」，卻每星期花時間去接觸

不同細胞小組領袖，去了解一下各細胞小組的情況，盼望與他們分享得著校園的異象，鼓勵他們除了

內聚基督徒，也可以思考一下如何祝福系內的未信者，將福音傳開。這是一個新策略，新嘗試！感恩

神在當中工作，有細胞小組領袖在未談到校園異象時，他已主動問可以他如何帶領弟兄姊妹向學系中

的同學傳福音。God is moving，我們只是配合祂的步伐！ 

 

 

 

 

 



由中大到聯校的網絡事工：上年我主要在中大帶領creative media team，用創意 

在網絡作見證。今年7月，我與中大creative media team的領袖與其他校園的弟兄姊妹分享「如何在

網絡見證」的工作坊，招募了10位來自不同校園的弟兄姊妹，在網絡上有更多的嘗試！我們初步計

劃會在1月的聯校營會有一些發佈分享。網絡的影響力是無容置疑的，但是「如何有效地在網絡傳福

音」彷彿仍是摸著石頭過河，求主開路！ 

 

門徒造就： 

上年度造就的學生門徒也畢業了，所以今年將會造就6位全新可愛的核心門徒（小組組長），並成為一

位INTERN同工的工場顧問。記念慢熱的我有心有力去認識她們（並她們的門徒），願聖靈常常教導

我如何為她們禱告，不單協助她們的個人事工（傳福音、帶小組、栽培、講道）技巧，也願我們連結

於主，活著基督的樣式，散發主耶穌的馨香。 

 

花的默想： 

有天我比較晚才回家，竟然讓我見到特別的事物：就是樓下看更告訴我，這是晚上只開三小時的曇花，

名乎其實的「曇花一現」。這是我默想曇花的體會： 

1) 神的創造太奇妙：就是開三個小時的花，神也整到她那麼漂亮！ 

2) 活在當下：有時追逐目標，會跑得太快，忘了停下來欣賞周邊的美麗！ 

3) 樓下看更提醒了我有得看花！這也鼓勵我要成為別人的提醒，有時要跑慢一點，欣賞沿途美景！

共勉！ 

 

代禱需要： 

1. 與神關係：感恩我與神的關係親密，求主賜我渴慕祂的心，並相信耶和華以勒的神必有預備，將

一切的憂慮交給主！ 

2. 神學進修：今學期星期二晚上神學進修「八世紀先知書之阿摩司書、何西阿書研讀」。 

願我不單頭腦上知道神的話，更是更新我心。我十分享受上堂增值的時間，盼望在每星 

期交800字功課有反思。 

3. 中大屬靈氣氛：早陣子中大有性文化節，另外有一「未能介定是否別異教派」的群體很積極在校

園傳福音，求主施恩憐憫。 

4. 勇敢佈道：10月會有gospel week，我會分享一個推動弟兄姊妹傳福音的信息，求主賜下恩言。

也願神祝福眾大學一年級的組員首次出隊傳福音，不以福音為恥！ 

 
 

歐洲 

栢寧恆牧師 (OMF，英國) 

栢寧恆牧師的母親患上老年痴呆症，在 10 月 2 日安息主懷，求主親自安慰牧師一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