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雪」聯合禱告會 2017 年 2 月 1 日
粵語堂







為粵語堂現有的三位傳道同工：羅勵鵬牧師、蔡沛良牧師和馮慧群傳道 感
恩。請為他們彼此配搭，以及與新一屆執事能合一地事奉禱告。
長者事工需要更多人手，來協助聚會的安排、接送及統籌，求神興起有負
擔的弟兄姊妹。
在禱告記念粵語堂的培訓事工：成人主日學、門徒訓練班、三福佈道訓
練、全人福音訓練，求神藉此培育愛神愛人的門徒，使他們活出使人作主
門徒的生命。
本年起職青年團契暫停運作，求神賜堂會智慧懂得如何接觸年青一代。
近期有不少弟兄姊妹患上重病，請記念他們在病患中能經歷神的同在及看
顧，亦能深化肢體間彼此的關懷及互相支持。

Strathfield 9 英語堂







請紀念二月份福音敬拜聚會及講員陳尚獻: 讓人從偶像回轉，並敬拜耶穌。
求神在主日崇拜中用衪的話語跟祂的子民說話，或是安慰，或是鼓勵，或
是改正，或是督責。
請紀念我們的小組事工：求神使用小組事工賜福會友靈命的成長。
為著我們的女仕團契，年青夫婦團契，銀髮事工等代禱，求神讓這些事工
能照顧不同的需要。
為英語堂崇拜委員會和教會領袖禱告：求主耶穌因著祂的榮耀，使用這班聖
潔的領袖帶領英語堂會眾。
求神保守教牧團不被試探和保守他們不受惡者的攻擊。

英語青年事工




為新加入及現任 Glue and Stick 的領袖感恩, 求神賜他們智慧，信心，力量，使
他們事奉得力，分享同一異象：愛，喜樂並在主裡合一事奉。
為 2017 年即將開始的青年團禱告：Glue (3/2 週五) 及 Stick (5/2 主日) 求
主傾倒祂的祝福予青年人, 賜新朋友歸屬感和看見主與基督徒同在。
求神讓年青人的生活榮耀神:
 怜聽, 接受和學習聖經;
 主動和經常讀經及禱告;
 主動向身邊的人傳福音;
 熱誠參與音樂敬拜充滿;
 享受愛的社群，並互相鼓勵，在主裡建立、成長

國語堂




為國語堂今年推動的「每日活泉－讀經」，「每日活水－靈修」及「每日
活力－禱告」的運動禱告，求主開啟我們的心眼，看見自己需要建立「讀
經＋靈修＋禱告」的屬靈操練，每天吸收屬靈的養份，以使我們的生命有
根有基，能夠茁長結果。因為基督徒的生命建造若是沒有堅固的根基，生
命也會開始下沉、傾斜，有的甚至倒塌。
為每週的「成人主日學」。

Croydon Park @10 英語堂




求神使用二月份福音敬拜聚會及講員陳尚獻，讓人回轉，並敬拜耶穌。
求神繼續賜福我們的家庭小組/查經小組事工，及每週崇拜後一起查經的職
青。求神大大使用這些查經事工來建立教會和造就門徒。
為我們新一年的星期二兒童遊戲小組及領袖代禱：求神賜智慧計劃和運用
資源於這很大需求的福音外展事工。

凱登園國語堂
 為 CPM 堂各個肢體參與屬靈操練禱告：弟兄姊妹能竭力凡事禱告，每日讀經
靈修領受神的教導，經歷神的大能，見證祂在教會及個人生命上成就的奇妙
工作。為教會弟兄姊妹們的屬靈的追求及長進禱告，求主賜常存警醒禱告的
心，遠離迷惑，勝過試探。
 為我們還未信主的家人祈禱：求主賜他們早日真心歸信，得著救恩。又為教
會新的一代禱告，求神帶領及使用他們的父母，從神裡得力量和恩典，幫助
孩童的身心靈成長，讓神的愛和真理充滿整個家庭，使下一代能夠成為「信
一代」。
 為 CPM 堂禱告，CPM 堂正在尋找牧者，懇切求神為預備牧者來牧養我們。
 為 CPM 堂年長弟兄姊妹的健康禱告、為患病身體患病、身體軟弱的弟兄姊妹
禱告，求神醫治和帶領他們。也為心靈軟弱的禱告。
 求神賜假期中外遊的弟兄姊妹一個平安的假期及安全的回來。
 為華文三福於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所舉辦的講習班訓練課程。請為舉辦單位
和參加者禱告，求神使參加者能透過這訓練課程能掌傳福音的技巧,去傳揚福
音和事奉神。

為差傳事工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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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工培訓的籌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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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賜他智慧與身量並長，得神和人的喜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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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神醫治她最近因壓力復發的嚴
重濕疹，並賜她優質睡眠及學習的專注力。求聖靈消滅她負面思想，幫
助她擺脫自憐，賜她感恩的心，享受她能做到的。
 求神加力托著偉國的服事，又賜他們一家在試鍊中捉緊神的愛和信實。
3. 劉漢雲傳道 Peter Lau 一家 (在東南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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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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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後享受最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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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馮偉略傳道夫婦 (在日本):
 求神憐憫並醫治日本工場主任 David Ferguson 的罕見血癌及其他患病同
工，或同工的患病親友。
 為在職的日本人禱告：求神幫助他們面間外在和內在壓力，有智慧地過平
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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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福音工作並與他們研究聖經。
 為偉略於2& 9/2 CT scan及跟進檢查禱告。
 14/2 教會情人節聚會; 24/2 攝影展及晚餐; 25/2 OMF朋友聚會; 28/2 偉略生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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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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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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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普世禱告
世界上持續有很多基督徒收到暴力逼害，這包括在中東(如敘利亞、伊朗等)的
伊斯蘭國(ISIS)，在尼日利亞的武裝份子，在印度的印度教極端份子；在中
國，家庭教會亦面對更多的壓力。
求天父賜和平予整個中東地區及那些仍有動亂衝突、宗教壓逼的地方。
求主記念受戰亂影響的民眾，特別是婦女和兒童，醫治他們身心靈的創
傷。求主止息一切在不同民族、宗教、階級間的憎恨；教導我們去悔改、
謙卑和寬恕。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早前指出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對人類生活造成極大的威脅。
為着人類過度發展而影響氣候禱告，求主赦免我們的過犯，讓我們懂得怎
樣關愛祢手所造的。
為政策制定者禱告，求主讓他們認知地球並非單屬人類，願他們能持關愛
造物的心。
為我們的生活禱告，學習減輕對地球的影響。
為落後地區及受傳統文化影響的地方祈禱。在印度仍有無數人活在種姓制度的
壓迫下，一輩子都背着所屬階級的標籤，被褫奪向上流動的機會；在非洲撤哈
拉以南的地區，不少年輕女孩被迫接受傳統習俗女性生殖器官切割，還有在其
他第三世界國家的孤兒寡婦……祈求有更多人能接受教育，破除傳統思想和陋
習的束縛，讓婦女和兒童得到平等的對待。
為身處發達國家的人民祈禱，願有更多熱心人士關注落後國家的人權狀
況，並支持不同團體在當地的倡議工作，願神的公義得以彰顯。

為澳洲禱告
雖然澳洲約有三分二人口宣稱自己是基督徒，但只有約十分一人恆常參加教會
聚會，當中越來越多人認為教會是偏狹及獨裁的，而對教會持負面的態度。大
部份主流的教會正面對發展停滯、萎縮，福音派教會的增長也明顯減慢。
- 為信徒能在世俗化衝擊下仍能站穩福音真理的立場禱告。
- 為澳洲的教會經歷更新及復興禱告，使之影響社區及整個國家。
- 為基督的身體能有謙卑悔改的心禱告，使教會能恢復性道德的純潔，以影
響全國。
- 為澳洲能根據神的話，繼續持守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而禱告。
- 為信徒能有勇氣為著婚姻及兒童的將來而表達意見，為我們能憑愛心說實
話禱告。
- 為於 7 月在澳洲舉行的「圓桌交流會」禱告，此乃全球 70 至 80 個聖經協
會一同商討全世界對聖經的需要，及能如何共同合作的聚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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