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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月 家 事 代 禱 之 頁  [本月默想：詩篇 72] 

 

 

 

 

 

 

 

 

 

 

 

 

  

5 (Fri) 「 」(南華) 

为着南华在小组、少年团契、儿童主

日学的导师们祷告，求主加添他们力

量，他们也愿意祷告、用心备课，尽

忠职守。 

6 (Sat) 「Messy Easter」(北英) 

亂哄哄復活節同樂日(MessyEaster) 

這個家庭活動將在 4月 13日舉行，除

預備吃喝玩樂外，還有聖經故事及分享

復活節的真正意義。請為一班籌備的負

責同工有屬天的智慧和能力去舉辦這次

外展活動，又為活動後要跟進參加者的

工作禱告。 

7 (Sun) 「 」(整體) 

土生土長下一代的信仰與生命的培育。

作為移民教會，父母的價值觀、生活及

處事多半仍牽連在原生地的文化。但我

們的下一代是土生土長的，我們當如何

以他們的文化思想為基礎，以福音信仰

為優先考慮，去設計如何有效向他們傳

福音及培育他們？ 

1 (Mon) 「 」(南粤) 

今年學青由新的職員會帶領，求主使

用這群年青弟兄姊妹，加添他們靈力

及智慧去帶領。又爲導師們祈禱，求

主引導他們如何能適切地培育職員會

成員去承擔使命。

8 (Mon) …Continue (續上) 

現在本教會南北堂都面對這關口，求主

賜下智慧、開明、謙卑的心給家長、教

牧同工、教會領袖去聆聽聖靈的引導做

好這生命工程！ 

3 (Wed) 「 」(北英) 

我們向天父獻上感恩和讚美，求祂在

一班青年人的心中動工，好讓他們回

應所聽到的福音，請為帶領他們的領

袖祈禱，繼續有從神而來的智慧，宣

講清楚的信息，並懇求聖靈在他們當

中工作，引導他們愛主的心！ 

2 (Tue) 「 」(華夏學院) 

粵語舊約大視野已於 3 月 6日正式開

始，共 10堂，學員 54 人。 

請為導師及學員的身心靈禱告，不但

增進對舊約的了解，更讓生命得到更

新 - 渴慕神、敬畏神！ 

9 (Tue) 「 」(南英)  
Give thanks for the success of PACS 
recent involvement in the Belmont 
Harmonised Cultural Festival. It was a good 
opportunity to make our presence known in 
the community and to connect with people. 
Pray that God would strengthen the 
relationships built with some of our 
neighbours.  

感謝神！ 

南堂上月參與「寶門文化共融節」，是

一個與社區連繫、聯絡居民的好機會，

願神繼續強化教會和鄰舍建立的關係。 

4 (Thu) 「 」(北華)  

為生活營順利舉行感恩， 

也為一些未信主朋友的跟進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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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Sun)「 」(全教會) 

本月舉行的《柏宣差傳 365 大

會》(4月 30 至 5月 5日)祈

禱，差傳委員會安排了王利民

牧師及兩位同來的講員主領，

11 (Thu) 「 」(北粵) 

北粤年度主题為： 

“同心合一，分工合作。”  

求主讓弟兄姊妹透過《以弗所書》

的教導，一起学以致用。 

12 (Fri) 「 」(南英) 

為英語聯合青年團契祈禱，於每月

第二及第四的週五晚舉行，求主叫

我們的中學生能恆常參與聚會，用

愛彼此聯絡，互相學習作主門徒。

13 (Sat) 「 」(南粵/英) 

由 3 月中至復活主日期間教會推

行預苦期靈修操練，求主使用靈

修伙伴，彼此激勵及建立。 

15 (Mon) …Continue (續上) 

求神大大使用，讓本會更積極

參與長宣、中宣及短宣，真正

投身普世宣教的行列。 

21 (Sun)「 」(各堂) 

各堂將會陸續開辦「浸禮四課」。 

求主帶領及預備，安排合適的時段，

讓有意接受水禮及轉會的肢體有充足

的時間完作課程，並爲將在年中舉行

的各堂浸禮及各項籌備工作代禱。 

19 (Fri)「 」(南英)  

為英文堂的南區組、東區組及大

學組禱告，三個小組已復會，並

且我們現正計劃將小組過渡到一

個 DNA的架構： 

發現(Discover)、 

栽培(Nuture)、行動(Act)。 

20 (Sat) …Continue (續上) 

祈望這些變化能改善小組組員對主

的渴慕，用基督的愛來塑造他們，

讓他們的生命能成為親友、同學和

同事的祝福！ 

17 (Wed) 「 」(南華) 

4月 18日南华受难节前夕纪念主

恩聚会，愿弟兄姐妹的预备心灵

及当天的领受及经历祷告。

16 (Tue) 「 」(北華) 

為事工委員禱告，求主賜同心，

保守大家有合一的心。

18 (Thu) 「 」(南華) 

求主继续保守看顾沈堅弟兄， 

願他的身體得到痊愈。 

10 (Wed) 「 」 (南華) 

身教重于言教，求圣灵感动南华的

家长们有这种觉醒，遵行与神相爱

的关系，成为孩子敬畏主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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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Mon) 「 」(南英) 

為英語堂的兒童主日學及一班熱心

事奉的主日學老師及家長感謝主，

求神繼續使用他們去用神的話語塑

造和祝福教會的幼童及小學生。

28 (Sun)「 」(社會) 

近日基督教會的聲譽正遭到前

所未有的損害，那怕地位很高

的教會領袖亦因褻玩兒童受到

檢控，請為一班受害人及受牽

連的教會禱告，求主醫治及安

慰他們，憐憫及更新祂的教

會，讓平安的福音能繼續在這

艱難的時刻中被宣告出來。

24 (Wed) 「 」(南英) 

為一班新參與我們大學小組的朋友

感恩，為他們在組內的適應、能找

到歸屬感及與組員建立良好的關係

仰望主，甚願他們靈命成長，更加

追隨主，免除惡者的攪擾。

26 (Fri) 「 」(北華) 

為下一代禱告，求主使用父母以真

理從小教導兒女，叫孩子行在真道

上，到老不偏離。

23 (Tue) 「 」(北堂) 

「我必賜福给你… 

你也要叫别人得福…」創 12：2 

北堂自去年七月至今年二月均 

入不敷支，累積不敷達四萬多； 

求主讓我們一起經歷神的祝福， 

也讓教會無缺欠。 

25 (Thu) 「 」(北華) 

為崇拜的出席情況禱告，求主讓弟

兄姊妹明白敬拜的真正意義，願意

以心靈誠實敬拜神。 

30 (Tue) 「 」(南華) 

求主保守南华孩子们在成长中

的心思意念，不随波逐流，在

群体中相互尊重。 

27 (Sat)「 」(南粵)  

南粵將繼續計劃於 2019年 5月

19日前往 NORTHAM 支援原著民

福音事工，並協助教導 20 多位

原住民小朋友，求主幫助我們

與當地同工和弟兄姊妹有清楚

的溝通及美好的配搭，亦求主

興起更多弟兄姊妹一起參與。 
 

29 (Mon) 「 」(華夏學院) 

華語舊約大視野將於下半年開

班，求神保守籌備及宣傳工

作，盼望南北堂的華語弟兄姊

妹能踴躍參加，一起經歷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