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勸你，最重要是為萬人，為君王和一切在高位的，祈求、禱
告、代求、感謝，好讓我們可以敬虔莊重地過安穩平靜的生活。在神我們的
救主看來，這樣做是美好的，是他所喜歡的。 他願意萬人得救，並且都來
認識真理。」 （新漢語譯本‧提摩太前書 2：1-4）

差傳祈禱會

2019 年 2 月 27 日

甲、 招鳳玲姑娘分享
乙、為各宣教士及工場禱告
Ｍ民組
｢ 我實在告訴你們，這些事你們既做在我
這弟兄中一個最小的身上，就是做在我身
上了。｣ （可 25:40）
黎巴嫩的敘利亞人難民營，在剛過去一場
冬季暴風，使黎巴嫩街道變成泥巴河，難
民營遭到極嚴重損害，難民生活更艱難。
敘利亞內戰八年來，超過百萬人逃至黎巴
嫩尋求安定生活。當中有基督教機構進到
教育及社區中心，工作人員傾聽敘利亞難
民心聲，知道他們的心願，以及沒有盼望
的未來。禱告:求神差派更多天使，把得贖
的盼望與他們分享，在磨難的日子心中仍
得平安。

一牧師、一師母 (創啟地區)
1. 感謝主醫治了一牧師的咳嗽！他的心臟
仍會經常感到不適，現等待下次 3 月
14 日覆診時醫生幫他安排安裝植入式
心臟監察儀搜集更多數據以便跟進。
2. 請為一牧師在三月初的出外行程祈禱，
求主保守和使用，讓他能與聖靈同工，
成為同行者和當地人的幫助和祝福！
3. 求主幫助一牧師有足夠的時間、力量和

智慧去準備四月下旬的出外密集課程內
容！
4. 感謝主給一師母在身體軟弱的狀態下仍
有足夠恩典力量與宣教士同行！願主幫
助每位曾接觸的宣教士，能繼續經歷主
的同在與恩典，有健壯的身心靈與主同
行，被主使用，成為更多人的祝福！
5. 求主幫助女兒深深經歷祂的愛，並幫助
她在主裡活出豐盛喜樂的人生！

小葉姑娘(創啟地區)
1. 求主安慰被囚的民族朋友，雖在困境中，
仍有從上而來的平安與盼望。
2. 為高壓政策下的同工求恩典，在信心和
智慧服侍主。
3. 記念仍有 3 次講道(3/3、7/3 及 10/3)，
求主賜合宜的信息，讓弟兄姊妹認識當
地的需要。
4. 將於 26/3 返工場，求主賜剛強壯胆的
心，為主作美好見證。
5. 繼續記念年老媽媽，求主保守她有健康
的身心靈，每一天都經歷主恩典，有平
安、有喜樂。

蕭聯生牧師、蕭湯淼芸師母(西非迦納)
代禱：2019 年是我們在迦納事奉的交接年，
祈願各樣事工順利地移交當地同工。祈求
天父賜智慧整理、裝修在港的家居，以備
明年回港退休之用

湄南河組
2 月 17 日下午，緬甸莫岡鎮瑪嚴村地區氣
象紊亂突降暴雨，接着又下冰雹。是次降
下的冰雹砸壞了 300 多戶民房屋頂。瑪嚴
村近半數民房(約 300 戶)遭到破壞。求主
憐憫災民，冀早日重建家園。

黃淑君牧師（黃金閣）

種，成為支持西馬宣道會的其中一個管
道，感恩！福音站的準備工作已經進入
尾聲，求主賜福音站管理團隊有聰明智
慧管理福音站，並透過這個福音站祝福
西馬宣道會。
3.揚恩堂安裝電梯計劃：為了方便長者和
行動不便者參加聚會，決定安裝電梯。
商業電梯安裝費用需要馬幣 17 萬左右，
每個月需要馬幣 800 的維修費。經濟考
量，安裝電動椅子應付暫時的需要，費
用大概馬幣 5 萬。求神供應。
4. 為忠主堂信徒在靈性上的長進與操練禱
告，以及願意承擔社區的福音工作，切
勿掉進魔鬼的圈套，論斷牧者及信徒。

1.由二月尾至三月尾，分別在宣恩、外堂
及黃金閣（24-30/3)宣講多堂崇拜、差
傳主日及培靈會信息，很需要有安靜的
心去聆聽及領受，願主賜下信息。

5. 牧者：感恩黃傳道完成博士班其中一個
學科功課，四月再有另一學科。求主賜
下精神體力、謙卑學習地上課。

2.農曆年前被感染致咳嗽，現在仍未康復，
求主醫治。

6. 同工：黃師母的脊椎問題持續成為她服
侍的限制。3 月她再去骨科複診，求主
憐憫與醫治黃師母。

3.現居住的大廈因撘棚引起小偷入了兩戶
爆竊，求主賜黃亞媽記性能記緊出外時
關窗。
4.農曆年已探訪了十家人，求主感動他們
早日歸信福音。

西馬宣道會

7. 為成青小組信徒祈禱，他們生活較為忙
碌。求主讓信徒調整優次，積極參與教
會服侍和社區福音工作，齊心關注天上
的事工。

手物（泰國，手語聖經翻譯）
1.感恩泰文學校的老師和同學都很好，希
望可以有好記性，因為每日都要記 1020 個新詞語。

1.Awana 事工：蒲種堂直對面的店鋪面積
太小不適合。感謝主，斜對面角頭間的
店主突然間詢問我們是否要租他的店鋪。
2.早前泰國政府派出了灑水車到處灑水，
但是，當我們聯絡他之後，他說需要時
空氣污染的問題似乎好轉了。手物夫婦
間安排清楚店鋪才租給我們。希望今年
的皮膚和流鼻血的問題也減少了。
三月能夠落實，六月開始 Awana 事工。
3.手物夫婦很享受星期日跟聾人一起聚會，
2.加拿大福音站：加拿大華聯會將進駐蒲

希望可以跟他們建立更深入的關係。

中國組
20 世紀初期，曾有宣教士在維吾爾族中宣
教；在 30 年代，維吾爾族信徒曾達到 100
人，並曾建立一家基督教教會。可惜在
1932 年發生暴亂，狂熱的穆斯林把男信徒
殺死，強迫女信徒嫁穆斯林。目前，維吾
爾族信徒為數甚少，他們在非常嚴格監控
的環境下生活，請為他們禱告，盼望這氣
氛得以緩和，讓維族人民可以有更多機會
接觸福音。

海洋（宣教士-創啟地區民工）
1.宣教士每月一次在大家庭有講座，求主
使用幫助這裡的弟兄姊妹。
2.宣教士下月於工廠的講座仍未確定，求
主安排。
3. 宣教士正跟進一位受創傷後遺症的少年
人個案，另外亦開始跟進一位有妄想症
的弟兄，請繼續代禱求主賜智慧。

備。現仍須籌募港幣 190 萬元的大樓
建築費，求主供應。
2. 潘美琪牧師：
a. 感恩剛完成學習"把握時機"宣教生
命課程，以及組長和導師訓練，為
有機會實踐教學，以及日後在不同
堂會中的推動禱告。
b. 自 10/3 開始連續 4 個主日在不同堂
會講道，為主賜智慧預備切合各堂
會需要的訊息。
3. 劉淑婷姊妹：
a. 覺得頸拉扯有不適已有一段時間，
為我有毅力做拉筋祈禱，先看看會
否改善，才決定是否看醫生。
b. 已完成數份建議書，於 3 月與行政
部主管商討，求神智慧能多方面考
慮。

丁、其他（全體代禱）

1. 為擴展主日崇拜祈禱，求主使用講員成
為流通的管道，讓肢體透過神的話及同
工的見證得著激勵，願意在金錢認獻和
4.記念宣教士的身體，感冒未清經常咳嗽，
實際的行動來回應主。成崇講員：鄺玉
也影響睡眠，求主醫治。
婷姑娘，見証：鄧鳳儀姊妹(中心幹事文
員)，主席：(早)姚慧兒 (午)梅瑰傳道；
創啟地區教會
青少年本主日入大堂崇拜。
1.為同工們禱告，求主興起各同工的愛心
2. 復活節四川交流團有 16 人參與，其中 4
和熱心，求主加力。
位是小孩，由於一些情況，交流團只可
丙、宣道差會 （湄南組代禱）
以安排一天進入兒童村，盼望透過是次
1. 差會：
交流能成為愛的使者，關心我們的會友，
a. 請為 25-27/2 的董事議事退修營感恩，
亦關心當中的特困兒童。
求主繼續帶領差會的發展。
3. 誰是你的鄰舍——認識香港散居之民主
b. 曼谷綜合大樓已差不多落成，現進行
日學已步入尾聲，共 22 位同學，求主讓
執漏及驗樓，求主保守，又為需要聘
每一位參與的弟兄姊妹透過與一些不同
請管理大樓及保安人員禱告，求主預

國藉人士交流時，在本地跨文化宣教工
作上學習多關注及投入代禱，逐漸建立
胸懷普世的心。
4. 醫院佈道於本週六下午在伊利沙伯醫院
進行，求主使用已報名的 10 位弟兄姊妹
成為病人的祝福。

戊、肢體需要（Ｍ民為 1-3;中國組為 4-6）

5.林玉娟姊妹（黃詠恩姊妹 Winnie 的母
親）：正等候三月份照正電子掃瞄，屆時
再確定治療效果，暫繼續接受化療，正
看中醫調理及安排物理治療舒緩腫，並
在日間中心接受訓練。求主保守看顧伯
母的身體，也堅固她在主裡的信心。也
賜下信心給女兒，將一切交託。（私禱記
念，不宜慰問）

6. 王家麟（曾憲佳外甥）肺癌 4 期，肺癌
1.馬智謙（拉濶），感謝神保守他的手術順
4 期，已完成 3 次化療及在家休息，暫
利，暫未有發現影響三叉神經線，週一
時尚平穩。求主施恩安慰，感動這位年
已出院回家，康復進展良好，下星期會
青患者能認識主。
拆線，求主保守弟兄繼續有美好的康復。
2.周楫洪弟兄（松柏團）感謝神保守今早
的手術順利，已出院回家休息，求主保
守他的康復。
3.楊永康弟兄及其家庭（伊甸園）
a.弟兄早前因膽石令膽管塞需入院治療，
感恩昨天傍晚已出院回家休息，求主保
守他的腸胃可盡快回覆正常，並在病假
後返工能有足夠的力量適應
b.求主幫助太太鄺雅容（Ada）有足夠的
休息及信心照顧初生的兒子，希望陪月
員可成為早上的幫助及指導到她湊嬰兒
的技巧
c.永康媽媽馬玉芝日前被的士撞傷入院，
股骨骨折，今天已進行手術接駁，求主
保守伯母快快康復，又求神預備院舍，
讓伯母出院後得到適切照顧。
4.單董新先生(拉闊/伉儷團友單煥芝父親)：
感恩世伯近日精神及胃口都有改善，繼
續食藥控制肝炎情況。化療進行中，暫
時情況良好，醫生預期不會有很大反應。
求主保守世伯有足夠健康和體力應付治
療，也開他的心接受相信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