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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事、國事、天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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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爲真教會

爲神的榮耀

Ｐｒａｙｅｒ

開展真宣教

作個真門徒
若是你們中間有兩個人在地上同心合意地求甚麽事，
我在天上的父必爲他們成全。

“Again, I tell you that if two of you on earth agree about anything you ask for, it
will be done for you by my Father in heaven. 20 For where two or three come
together in my name, there am I with them.”
（馬太福音 Matthew 1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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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月 默 想 經 文 ： 耶 利 米 書 ２ ９ 章 １ １ - １ ３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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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主，帶領弟兄姐妹同心的支持及配搭，使得 7 月 22 日 Kairos
少年團契的音樂演奏籌款會順利完成。 (南華音樂演奏籌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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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華 2017 門徒訓練班於 8 月份完成第二學期的課程。求主堅固學
員們與神獨處的渴望，持守每天的靈修生活。
(南華門訓)

Pray for speaker Dr Don Carson, who will be visiting Perth from the USA and
speaking in numerous events, reaching to both Christians and non-Christians
W in August. Pray also for all those who will be attending that they will be blessed
E and strengthened to respond to God in faith and obedience. 8 月份將有一位
D 從美國來的講員 Don Carson 博士，他將會在多個活動中演說，並
接觸一些基督徒及非信徒，求主讓所有參加聚會的人都受到祝
福，並以信心和順服來回應神。
(美國講員 Dr Don Carson)
T 努力試事工主舉辦柏斯宣道會協辦的「清水變酒」電影佈道會擬
H 於 10 月尾舉行，希望能帶領多人歸主，請代禱：求主預備合適場
U 地和籌委會有智慧安排各項事宜。
(努力試電影佈道會)
請繼續為北華的門訓課程代禱，第一學期已於七月中完結，隨即
F
R 開始了第二學期的學習。感謝神的帶領和加添能力，讓學員漸漸
I 適應學習的模式，從中得到造就。求主繼續保守帶領。(北華門訓)
S 楊杰的父母將於 7 月底回中國，求主堅固他們的信心，及保守他
A 們身體的健康。感謝主，因祂奇妙的作爲，楊杰的病况有意想不
T 到的改善，求主繼續憐憫、醫治楊杰。
(肢體信心及健康)
Give thanks for the recent PACE leaders retreat. May God refresh our leaders
and unite us with the same vision in “making, equipping, and sending
S disciples of Jesus”, strengthen and empower us to put in action plans that we
U
have discussed. 感謝主！最近英語堂舉行了領袖退修會，願主更新
N
領袖們及有同一異象“培訓、裝備、差遣門徒”且加力給領袖們
實行已經討論的計劃。
(英語堂裝備及差遣門徒)
M 請為教會的主日學基督生命的教師們備課代禱，並求主親自激動
O 弟兄姊妹有追求神話語的心，積極參加主日學接受裝備。
N
(南粵成人主日學)
Pray that the Lord will open English speaking people’s hearts to step out in
faith to reach out to others. May it be around their neighbours, friends or family.
T Also touch the hearts of those who are willing to travel overseas and get the
U cross cultural experience in the upcoming short mission trip to Thailand.求主
E 開啟英語的弟兄姊妹的心，他們能憑信心踏出去接觸周圍的鄰
居，朋友或家人。 同時也為那些願意參加泰國短宣的人的心禱
告，願意他們從中獲得跨文化體驗。
(北英語肢體接觸外界)

為 Maddington 小組祈禱，求主給組員們相愛的心，彼此支持及一起
追求屬靈生命成長。
(南粵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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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y for those attending the Perth Women’s Convention and Perth Men’s
Convention in August. Pray that they’ll be blessed through the Bible teaching
F and that they’ll be challenged, encouraged, and strengthened in their faith
R through the fellowship with other brothers and sisters. 請為將參加 8 月舉行
I 之柏斯基督徒婦女大會及男士大會禱告，求主讓他們通過聖經的
教導能受到鼓勵和挑戰，並通過與其他兄弟姐妹團契加強他們的
信心。
(柏斯婦女及男士大會)
北華將於今年開設一家庭小組，將於 8 月 19 日開始第一次聚會。
S 目前至少有五個家庭願意參加，感謝主！盼望各方面都有好的配
A
T 搭，讓孩子獲得很好的安排，父母可以專心參加聚會。求主帶
領。
(北華新家庭小組)
感謝主，學前到小學的小孩都喜歡在教會敬拜主，學習神的話及
S 融洽相處。兒童事工乃是「使萬民作主的門徒」的一環，求主賜
U 我們清晰異象，叫老師、助教及家長一同努力，彼此配搭，帶小
N 朋友認識耶穌，又幫助他們得着救恩，心意更新，一生作主門
徒，領人歸主，享受永生的福樂。
(北堂兒童主日學)
泰南短宣：自從安排了這計劃，PAC
各堂反應熱烈！這是我們第
M
O 一屆本會普世宣教短宣第一砲！求主挑選隊員，擴闊我們宣教視
N 野，叫我們對回教徒歸主走出第一步！
（泰南短宣）
Pray for wisdom and love as we seek to jump out of our comfort zone, and to
T reach out to care and love the marginalised and those in the low-socialU economic bracket in the Belmont community. 求主賜下智慧和愛心，我們
E 試圖跳出自身的舒適區，並且為 Belmont 社區的邊緣人群和低社會
經濟領域的人們提供照顧和愛護。
(英語堂接觸社區)
請為門徒訓練祈禱，第四期的訓練即將於月低完結，求主給學員
W 有貫徹始終的心，並倚靠聖靈，繼續謙卑學習。又為負責教導的
E
D WILSON 長老及錦鳳姊妹祈禱，求主加能賜力給他們，並給他們有
一顆敏銳聖靈的心，讓聖靈引導整個學習程序。
(南粵門訓)
T 感謝神！粵語三福培訓已經接近完成階段，近日不停探訪，暫時
H 有 10 位新朋友決志了，實在是神的恩典。請為學員 8 月 18 日結業
U 考試及結業後能持續傳福音的心志代禱。
(三福學員)
南堂兒童、青少年事工逐漸增長，也需要擴建。長老會已有共識
F
R 有這必要，也願意帶領教會擴建後多開放教會，接觸社區，傳揚
I 福音。請代禱及奉獻！
(南堂擴建)
Pray that God will give PACE people a burdened heart for the lost around
S them. Ask God to give us love and courage to share the Gospel to our friends,
A family, colleagues, and neighbours. 祈求上帝給英語堂的成員對身邊未
T 信主的朋友有負擔，並賜我們有勇氣和愛心去向家人、朋友、同
事分享福音。
(英語堂傳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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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學青組組長們的身心靈祈禱，他們要牧養 50 多位大學生，求
主給他們團隊有合一的心，在事奉中得力。
(南粵學青組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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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兒童個別事工」已經成立一年，為一班滿有愛心及忍耐的拍檔
（Buddies)感恩。他們每星期「一對一」服侍有不同需要的兒童，
讓小朋友在安全、有愛的環境認識神。求聖靈繼續引導，叫每個
兒童及家庭都被建立，享受神的愛，成為神美好的見證。
(北堂兒童個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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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為北華的探訪事工代禱，除了新朋友和一般的探訪，現還特別
有弟兄的探訪，特別關心和聯繫男士們。請代禱，叫我們通過探
訪，可以多方建立弟兄姊妹的關係。
(北華探訪)
Pray for the upcoming youth camp in September. The topic is on the Cross.
Pray for wisdom of the organising committee, led by Jerry and Anna. Pray for
guest speaker Sam who will be preaching at the camp. May God also prepare
the hearts of all the youth who will be attending. 英語堂於 9 月份有青少年
營會，主題是“十架上”，求主賜智慧給 Jerry 和 Anna 帶領的籌委
會，也為講員 Sam 禱告，他將傳講信息和求神預備參加者的心。
(英語 9 月份營會)
南堂華語家庭小組開始了新課程，願弟兄姐妹願意花時間用心閱
讀、思想、分享，以致這些課程成爲他們生命和生活的幫助。
(南華小組新課程)
歐陽牧師與眾同工，經幾個月的〈深層牧養之屬靈導引〉的培
訓，已訓練南北粵語信徒領袖約二十人，請為他們禱告實際在小
組及個人牧養，能進深及更有效！
（深層牧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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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北華懷孕的姊妹禱告，求主保守母親和胎兒平安，孩子健健康
康地誕生。
(懷孕肢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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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牧者的兒女及未信主的親友禱告，讓他們都會因牧者美好生命
的轉化，會被吸引歸向上帝！
(牧者家人及親友信主禱告)

北堂 N41 考慮擴建：因應少了以前 Menton Ct 的房子，現在不夠
用；也因應要發展青少年及英語事工要更多地方。現正籌備，待
AGM 一通過便會著手興建，請代禱及奉獻！
(北堂擴建)
Pray for Jason Wong and his study at Trinity Theological College. Pray that His
personal love for Jesus deepens as He grows in his knowledge of God and the
T Bible intellectually. Pray for good and wise time management with one-day
U work, full-time study, family and church commitments. 請為黃智聰弟兄讀神
E
學禱告，盼望他在更認識神時也更愛神，也求主讓他在工作，讀
書、家庭、教會事奉等都有恰當的時間分配。
(黃智聰弟兄)
W 常常喜樂的秘訣：是施比受者更喜樂；減少對己對別人的過份要
E 求，你會更喜樂；為主日行一善，你會更喜樂！讓柏斯宣道會成
D 為一個喜樂的教會！
(常常喜樂)
請為
9
月舉行的青年營代禱，最近幾位籌委及其家人也經歷病患
T
H 或困擾，求主保守他們免受魔鬼的攻擊，又求主感動學生們欣賞
U 此營會之目的，使他們興奮地參加。
(粵語青年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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