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宣會代禱信

主日崇拜 (三月八日)

03/03/2020
國語 :
粤語 :
英語 :
國/粤語:
英語 :
英語 :

『中宣四鏈：
中宣四鏈：信、家、友、期 』
7 我所使你們被擄到的那城，你們要

為那城求平安，為那城禱告耶和華；
因為那城得平安，你們也隨著得平
安。
11 耶和華說：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
意念是賜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災禍的
意念，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
12 你們要呼求我，禱告我，我就應允
你們。
13 你們尋求我，若專心尋求我，就必
尋見。
耶利米書 29:7,11-13

使命宣言:
中宣會通過公眾的崇拜，團契，傳福音，信仰
教導和其他方面的屬靈生活來建立信徒。在 神
的帶領下，我們以耶穌基督為教會的元首，聖經
為最高的權威。我們的目標是成為活的見證，
榮神益人。

第一堂:
第二堂:
第三堂:
第四堂:
青少年:
兒 童:

葉明亮牧師
丁聖材牧師
葛瑞才牧師
張文彬牧師
葛瑞才牧師
葛黛比師母

獻上感恩
1.
2.

感謝 神，主日聖工蒙主保守、順利舉行
感謝 神帶領教牧/同工們同心合一的事奉

教會事工
1. 為教會禱告的信心和生命代禱，求主使中宣會
成為一個真禱告的教會
2. 為教會講台信息，信徒個人靈修讀經生活禱
告，求主使中宣信徒靈命增長
3. 為教會教牧、領袖愛主愛人的心能成長，同心
合意興旺福音
4. 感謝父神憐憫引領與保守，2021 年中宣會將踏
進第六十年，教會將於明年舉辦一系列感恩慶
典活動，『以基督作生命，以教會為生活，以
宣教為生涯，以植堂為生機』，期使神在中宣
會所得的榮耀，日後更大於先前。感謝主，孫
約翰牧師已應允於 2021 年 10/1-3 日擔任感恩慶
典講員。懇請弟兄姊妹為 60 週年慶典各項籌備
之開展與事奉同工之招募，孫牧師與師母賢伉
儷身體健康與行程準備代禱！ 60 週年慶典籌備
事工核心小組成員如下列: 主席：丁聖材主任
牧師；顧問：陳志仁榮譽長老；整體協調與聯
絡：黃浩明、梁天恩(國語)；節目規劃與執行：
雷以德、梁晶雯(粵語)；物流支援與管理：雷
達榮、蘇婉明(英語)。
5. 社區服務中心將會為社區提供免費課程，書信
翻譯及資源轉介服務，時間為週三和週五早上
11:00-下午 3:00。免費課程包括: 英文班、電
腦班、舞蹈班等

藉禱告關懷、
藉禱告關懷、用神的話語代禱
「不叫_______遇見試探，救_______脫離 兇
惡。因為國度、權柄、榮耀、全是你的、直到
永遠，阿們。」
（太六 13）
每日為：
每日為：
∗ 家人
∗ 二位肢體(團友、你記掛的弟兄姊妹)
∗ 一位教牧或長老(丁聖材、葛瑞才、陳志
仁、阮卓鵬、伍岳鋒、張文彬、陳頌基、
胡永佳、林永裕、葉明亮)
∗ 一位事工同工(葛黛比、梅安娜、黃素萍、
楊愛鄰、方文靜、陳嘉儀)
∗ 一位行政同工(陳雄暉、李靄雯、韋約翰、
方奕球、黃雲龍)
∗ 一位策劃委員代禱(黃慶雲、黃德利、李
教忠、秦志斌、薛秀娟、周健愉、周健英)
∗ 一位信託委員代禱(陳啟泰、張維鈞、吳
玉京、林道斌、陳兆初、黃浩明、蔡正
晧、楊仲琦、姚祥健)
∗ 一位團契導師代禱(曾文鳳、顧敏琳、
林素蘭、翁鎮華、陳健意、雷以德、梁靜
心、陳啟泰、吳玉京、陳楚城、溫文嫦、
廖壽儒、黃潔薇、黃德利、黃美心、周健
愉、湛穗豐、宋靜、湛小雅、陳潔、張德
裕、張怡茵、陳兆初、伍婉文)
∗ 一位團契導師(教牧)代禱(丁牧師、丁師
母、張牧師、林牧師、伍長老、伍師母、
阮長老、阮師母、林師母、葉牧師)
將他們的名字套入空線上，用這節經文代禱、
關懷、從經文代禱而來的關懷是透澈
…………………………………………………
請禱告:
1. 耶和華我們的 神 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的。
為世界不同的地方求平安，求 神賜下平安
2.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的疫情在世界各地持續
擴散，求 神保守所有受疫情感染的地區；
希望疫情早日能管治。求主醫治受感染的
病人能康復，保守看顧前線醫療人員

改建工程
•

•

感謝主，九樓的改建持續不斷的進展，舊地
板的拆除已完成 90％，舊牆的清除已成。
屋頂維修如期進行。請繼續代禱。
改建工程所需的大部分資金， 神都賜給了
我們。為完成大樓改建工程的最後籌款代
禱。求 神帶領我們能完成改建工程。

基督教教育課程(2020
年三至四月)
基督教教育課程(
粵語成人主日學：
• 【從裡面開始：教育兒女、建立和諧家庭】
• 【禱告操練：主禱文】
• 【認識福音】
國語成人主日學：
• 活在關係中
• 耶利米書研讀
• 「新生命班」已於 1/5 日開始上課 ，是為
造就慕道友進一步明白真道，並預備參加
第 130 屆復活節浸禮而設。
• 與中神合辦「生命之道」查經課程《士師
記》課程將於 3/19-5/14 日開課

宣道、
宣道、本地佈道事工
1. 為新社區服務中心
2. 「Just For Fun」奪旗美式足球於 11 年前由英
文部創始，藉著國旗足球聯賽來接觸非信
徒。時間為 1/5-3/15 日的主日下午 1:30-4:30
在羅斯福公園舉行。

肢體代禱
•

•

為軟弱肢體代禱 :范文蘭姊妹的眼疾，楊
仰生弟兄，勞嚴秋鳳姊妹，譚美玲姊妹，
江張玉貞姊妹，鄭忠原弟兄，何麗瓊姊妹
的孫女何林玉患神經衰弱，趙珍寶姊妹，
吳君蕊姊妹和余韶弟兄。葉健華弟兄的媽
媽沈雪妹姊妹，余景亮弟兄，鄭慶雲弟兄
和何小棃姊妹中風後康復。
為迦南團契黃海樂姊妹上週被車撞傷，求
神帶領她的治療

團契事工

禱告的人拾穗

1. 雅歌
• 為職員們能有力量和智慧事奉
2. 多加
• 感謝主！帶領我們來到 2020 年，為我們中
國武漢同胞在疫情災難中禱告，求主止息
病疫，脫離病毒早日得醫治
• 為 3/14 日的 15 週年，求主保守有美好天氣
• 為高雲尼醫院探訪事工，求主帶領保守所
有病人和家屬有機會認識主
• 為曾建文教士在中東的事工和她女兒一家
人代禱，求主保守她出入平安
• 為身體軟弱的肢體-楊翠英媽媽，莊素芳姊
妹的腳痛，求主醫治。周俊美姊妹，李佩
金姊妹，陳阿玉姊妹，早日康復
3. 頌恩
• 為求主繼續祝福頌恩團契的職員會，使職
員能互相包容，成為彼此的支持和祝福
4. 基列
• 陳慧妍姊妹和黃秀儀的姪 Frank Wong 康復
• 黃秀儀的大嫂關素珍有鼻咽療正在化療中
5. 加利利
• 為弟兄姊妹生活時間有適當分配能建立美
好靈修生活
• 為弟兄姊妹還未信主的家人
6. 伯特利
• 為 5/23-25 日退修會籌備工作
7. 馬利亞
• 為身體軟弱的年長姊妹們
8. 佳音
• 職員同心合一事奉
9. 伊甸
• 團友們能以團契和教會為家
• 求 神醫治身體軟弱
• 復興同工和弟兄姊妹的心
10. 伯大尼
• 為職員服事
11. 恩雨
• 為 5/2-3 日退修會籌備工作
12. 以琳
•
帶領職員能同心合意事奉
• 求 神帶領團友們無論在不同環境，都能
學習將憂慮交託主

【摩西――
摩西 ――禱告的人
―― 禱告的人】
禱告的人】讓我們從下列的經節
中 來 思 想 摩 西 的 禱 告 ： 出 三 11~13 ； 四
1~13 ；五 22 ；六 12 ；八 8~9，12，28~31 ；
九 28~29，33 ；十 17~18 ；十四 15 ；十七 4，
11 ；卅二 11，14，31 ；卅三 17，19 ；卅四 9
~10 ；申九 18~20，25~26 ；十 10 ；民十一 2，
4 ；十二 13 ；十四 17~20 ；十六 15，46 ；廿
6~11 ；廿一 7 ；廿七 5，16。
當我們讀這些經文時，各部份將串連成一個
整體，使摩西活現在我們眼前，成為我們禱
告生活的楷模，並從他學習作個代禱者所需
的條件。
從這些經節裏我們看見：摩西是一個把自己
交託給神的人，心裏火熱，甚至為神、為祂
的榮耀和旨意，有忌邪的心。摩西也是一個
絕對棄絕自己給百姓的人，隨時預備好犧牲
自己使百姓得拯救。而在摩西所作的事工，
和神的拯救裏，禱告是何等真實的原動力。
神垂聽一個人的禱告，而保護並祝福交託給
他的那些人。禱告是成全神計劃的要素。天
上充滿了地上所需的生命、能力和福氣，而
地上的禱告就是帶下那些福份的能力。
最要緊的是，禱告乃屬靈生命的指標。禱告
的能力取決於我跟神之間的關係，取決於我
如何意識到自己是祂的代表。祂把祂的工作
交託給我，我愈單純地把自己奉獻給祂，就
自然愈有把握祂會聽我的禱告。―― 慕安得
烈《內在生活》
…………………………………………………

中宣聯會禱告事項
明恩堂
1.感謝神透過青年部李教士的努力，建立青少
年組和年青事工。
2.求神為我們預備一位負責門徒培訓和訓練
助理牧師。另需要一位全職兒童事工牧者。
3.請為心靈情感上受創傷，心理和屬靈抑鬱者
代禱。
4.請為教會差傳佈道事工代禱。讓我們同心合
意將福音傳播在這城市中。
5.請為所處的社區的靈命增長成熟和門徒訓練
代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