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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教會本年度第一次聯合祈禱會 (2 月 1 日) 代禱，求神幫助肢體預備並禁食
仰望神。又求神鼓勵肢體更多出席教會祈禱會。
為全人福音 2 月 4 日新年聚會 - 雞嗚大地報新春代禱，也記念每月第四個星期
六早上的福音茶聚，求神使用這些聚會，可以向未信主的新朋友介紹福音，帶
給他們全人的福氣。
成人主日學將於 2017 年 1 月 20 日至 22 日舉行一連四次之羅馬書聖經講座，
求神賜福講員黄浩儀博士 (中國神學研究院教授) ，並讓各參加者對羅馬書
有更深入的了解，在屬靈生命上更能長進一步。
為粵語堂的各類培訓事工禱告，包括：三福、成人主日學及門徒培訓班，讓會
眾透過這些課程，對神的話語更渴慕，生命更像主耶穌，並有力地為主作見證。
為粵語堂各團契明年的事工代禱，求神繼續使用迦勒團的事工，為長者們
帶來更全面的關顧和更多屬靈的福氣。為婦女團契和夫婦團契代禱；他們
在 2017 年的聚會將會作出調整。求神讓調整後的聚會內容，能為團友們帶
來更充實的團契生活。為男仕團契代禱，求神帶領他們編排 2017 年的聚會。
為「教會發展計劃」(CDP)禱告，教會已決定分别與兩位建築師，為
Strathfield 及 Croydon Park 兩個堂址的內部裝修(或改建) 作初步可行性的研
究報告。求神給兩位建築師有智慧，在「裝修發展計劃」中能設計出配合
教會現時需要及將來發展的籃圖。CDP 亦計劃希望在年中可以向會眾交待
整個計劃的籃圖，時間表及預算經費籌慕等；求神賜恩福給教會，讓計劃
得以成就。
為病患的肢體代禱；「若一個肢體受苦，所有的肢體就一同受苦；」請記
念 Kitty Pai（白陳麗真）姊妹，她於 12 月 6 日接受了左脚「膝關節置换」
手術，求主保守姊妹的康復。亦特别記念 Kan Chan 弟兄於數星期前接受了
by-pass 手術，但他亦同時在第二期化療期間。求神賜醫生智慧，安排最合
宜的治療程序。
為今屆參加 HSC 考試的青年人禱告；在等侯大學派位放榜的時侯，更願意
明白，並尋求神在前面學業上的帶領，知道無論在升學或選科的事情上，
神為各人所預備的，必定是最適合各人前路的安排的。
為教會的「常費」奉獻禱告；求神賜各人有熱愛教會的心，願意在支持教會的
運作上奉獻金錢，以使教會的奉獻收入可以達到預算的目標，可以收支平衡，
繼續向著發展目標前進。

S9 英語堂


Liza 的父親於上月發現腎有幾個腫瘤而留醫治療，現需插喉進食及呼吸。求神
安慰 Liza 的母親，賜她從神而來的平安和安慰。





為在海外旅遊、渡假或探親的肢體代禱，求神保守他們的平安，又讓他們在假
期中，身、心、靈都得著神所賜的恩福。
求神帶領 Ariel 牧師，駱德傑牧師和 Bardsley 傳道籌備講台信息，並持守忠心，
聖潔和熱誠的事奉。
為 Glue 和 Stick 事工感恩：見證福音造就生命成長，並讓青年人有機會聽見福
音，求神保守年終的各項安排如下：
- NextGen 青年領袖訓練營 (16-20/1)
- 教會青年領袖退修會 (28/1)

Croydon Park @10 英語堂


求神賜在海外旅遊的會友家庭及教會領袖們，一個安全且輕鬆的假期。

國語堂






求神賜福 1 月 28 日新年團契 - 百餃宴，求神幫助福祥執事籌備聚會，並讓流程
平安順利進行；讓人聽見福音，求神幫助各人抓住難得的機會廣傳福音。
為各樣事工明年的發展代禱，特別是小組的重組和架構禱告。
求神賜敬拜小組合一的心一起同工。
求神賜智慧加強讀經查經的訓練並禱告的學習。
求神幫助會友彼此關顧及建立照顧新朋友的網絡，有助他們投入教會生活。

凱登園國語堂



懇切求神為他們預備一位牧者前來牧養凱登園國語堂。

為本月外遊的肢體代禱，求神賜他們平安。

為差傳事工禱告
求神賜智慧讓我們知道並為他們立時的需要 (情緒上，身體或實質上，靈命上) 代
禱，賜他們及時的幫助和安慰。又求神賜他們敏感聖靈帶領的心。
求神賜他們平安，保護他們不受從人，靈界及環境而來的攻擊。
求神賜他們能力，健康和精力完成他們手所作，為神國度而作的工求神堅立。
1. 倪樸生 Phillip & Irene Nicholson 一家 (在台灣)：
 随著他們外地行程的需要而減少與當地教會弟兄姊妹的聯繫，求神幫助他
們夫婦更有效地運用時間。
 求神賜福 Phil 為 OMF 的以斯拉計劃及 Langham 事工的培訓的籌備工作。
 8/1: 紀念 Irene 與其他兩位同工到日本帶領的述職培訓。求神使用她們祝福
當地 16 宣教士。
 9-14/1: Phil 將於緬典服事於 Langham 事工的培訓 。
 21-30/1: Phil 將於加納服事於 Langham 事工的培訓 。

2. 陳偉國牧師一家 (在台灣):
 為英俊在主裡的成長和更生感恩。求神賜他智慧與身量並長，得神和人的
喜悅。
 感謝神賜福蒲心聖誕燒烤 (24/12) 讓眾人排除萬難使聚會按著神心意順利
進行，讚美神自己奇妙的工作。
 求神讓樹懶家庭成為當地社群的鹽和光。更求神堅固樹懶爸在家庭教會
的領導，賜他勇氣和對主的忠心。
 求神帶領靜熙在復活節期間再次回到 Malaybalay 短宣。求神幫助她自律、
賜她正確的態度在學習上依靠神。
 求神加力托著偉國的服事，求神賜他平安和主的同在，幫助他完成手上的工
3. Rolf & Bonnie Lepelaar 一家 (在雪梨)：
 求神賜給他們一家順利的過渡期，並安排他們一切所需。
4. 劉漢雲傳道 Peter Lau 一家 (在東南亞) :
 為他們回雪梨短休感恩 (9/12 – 18/1)。
 為學校的福音機會感恩，有機會接觸福音難到的族群，如也門和日本。
 漢雲今年的教學量增加並要預備新課程，求神賜他智慧，精力和堅忍。
 求神賜力量予 Kat，她於今年籌備帶領在東南亞的 NextGen 事工。


5. 許崇仁傳道 Aaron Koh 一家 (在台灣):
 為傳道一家回雪梨述職的平安腳步代禱 (21/1/2017)，求神帶領孩子在澳入
學的安排及 Amy 半職讀神學的安排。
 求神賜孩子們健康成長並從小敬畏神。又求神供應並帶領，賜他們將來回
台灣後享受最宪善的教育及升學安排。
 求神帶領傳道日後在台灣的事奉。
 求神賜福傳道於台灣及將來在澳述職的影音事奉順利並能推動宣教。
6. 馮偉略傳道夫婦 (在日本):
 繼續為日本工場主任 David Ferguson 代禱，求神憐憫並醫治他的罕見血癌 。
 感謝神在東北地區的工作，求神呼召祂的工人。
 為同工團隊的合一代禱，求神賜智慧調配人手並計劃團隊的服事方向。
 求神賜智慧管理時間，策劃及安排未來事工計劃，跟進工作，個人讀經靈
修及語言學習。
7. 黃啓邦傳道 Andrew Wong 一家 (在日本):
 求神賜福傳道回雪梨 (2018 年 1 月)述職前，另一年在仙台的服事，求神教
導他怎樣更好服事日本人來榮耀神。
 求神幫助傳道準備 29/1 在他們教會証道的講章，大大賜福衪所愛的人。
 為 Emily 學校的兩位家長 Remi 和 Shiori 代禱：她們都對福音有興趣，求神
賜時機與她們分享福音。
 求神帶領傳道的同工忠光 Tadamitsu 入讀神學院的準備，求神賜智慧並供
應人手服事仙台居民，特別是四月份忠光離開工塲受裝備。
 求神保守 Emily 的健康：最近感染鏈球菌性咽喉感染 Strep throat infection,
在過去一年也曾患肺炎，手足口病和幾次傷風感冒，求神憐憫。


為本地宣教事工禱告 Pray for the Local Mission Ministry
梁昌建 (Kian Holik)：求神帶領他在麥覺里大學的事奉:
 求神帶領並賜福昌建和團隊於本年校園事工的計劃和策略。
內西區聖經事工
 為本地中學的聖經事工進程感恩：Strathfield 女高中及 Homebush 男高中
在 2017 年開始每週的聖經課程，為多方正面的評價感恩，並求神繼續保
守在 Burwood 女高中及 Concord 中學的計劃。
 為地方教會與個人對福音工作的合作和參與支持而感恩。
 為內西區聖經組協調員，Brie Pattison 和她的工作感恩。求神賜她休息及重
新得力，並賜福她在 2017 年的工作。
 求神供應更多有心和合資格的義工參與服事。
 求神的靈感動更多人在禱告和經濟上支持這事工
為未得之民:
福音没有進入的族類禱告
在阿富汗泰馬尼的阿馬克族，

Aimaq, Taimani in Afghanistan
人口: 581,000
主體語言: 阿馬克語
主要的信仰: 伊斯蘭教
基督徒: 0%
状况:福音荒凉的族類
信主的人: 沒有
聖經: 不完整

從伊朗東北部延伸到阿富汗
的西部和中部，從前到現在
都是他們的聚居處。 阿馬克
族被譽為強大的戰士，是半游牧民族：季節性地去放牧；或在泥磚村莊作定居
農民編織地毯。他們強烈的部落感和家庭觀往往成為福音的障礙。 此外，阿
馬克族住在阿富汗的偏遠地區及經文需翻譯為阿馬克族語言。 求耶和華軟化
塔馬尼亞阿馬克族的心，接受福音的信息，並渴望主耶穌的恩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