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PAC  Prayer  Monthly  Letter 

March 2019 

 
 

 

 
 
 
 
 

 

基督教柏斯宣道會 
Perth Alliance Church 

(繁體版) 



 

P. 2 

三 月 家 事 代 禱 之 頁    [本月默想：詩篇 146] 

 

 

 

 

 

 

 

 

 

 

 

 

  

「 」(北英) 

委員會現整裝待發，等候神的時間、

帶領、裝備及人手進行外展工作。 

求主繼續保守籌委成員有合一的心，

恩賜配合，謹慎自守，謙卑、敬虔、

聖潔、順服，愛神愛人。 

又求主大能的膀臂保護各人有平安和

健康，靠著聖靈，作「築橋者」

Builders of Bridges 與鄰舍接觸，

幷將人完完全全的帶到神面前。 

Uni Students (南英) 

Pray for the University students who 
have now started their first semester 
studies. Pray that they will maintain a 
close walk with God during their studies;  

爲新學年的大學生禱告，讓他們在學

習上依靠上帝，與神同行； 

 …Continue (續上) 

And trusting in Him to sustain them 
through the difficult times and to be 
faithful witnesses on their respective 
university campuses. Pray especially for 
the new 1st year students. 

遇到困難時仍信賴神的供應，成爲同

伴的見證，特別是剛進大學的新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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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cell Leaders (南英) 

Thank God for the members and 
leaders of the Unicell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that meets every Wednesday 
night during semester. They will be 
studying the book of Romans in 1st 
semester. 

爲大學團契小組感恩，逢週三晚上

聚會。他們首季會以羅馬書查經。 

「 」(華語聯合) 

北華 3月 8-10日舉行生活營，

請爲營會各項目的進行順利禱

告，求主保守帶領，預備合宜的

天氣、路途的平安、場地、設

備、飲食、各人健康安全和適

應、工作人員的效率、講員陳俊

業牧師師母的信息。 

…Continue (續上) 

Pray that the leaders would persevere 
in their faith, be strengthened in their 
leadership and faithfully disciple the 
students with joy and wisdom. 

爲小組組長代禱，能堅定信靠神，

用愛心和耐性彼此服侍，以喜樂及

智慧型門訓組員。 

「 」(北粵) 

求主賜智慧，如何裝備、鼓勵信徒，

靈命復興，主日崇拜活潑，平日生活

精彩，見證聖靈的工作。 

「 」(北華)  

劉皓秋弟兄已辭去工作，全時間

修讀神學接受裝備，請繼續爲他

禱告，求主帶領他，賜他能力完

成，也爲他預備一切所需。 

請弟兄姊妹常在禱告中記念他的

同時，也記念他的太太徐麗菊姊

妹，讓她能够在各方面給予皓秋

最合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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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華) 

求主讓弟兄姊妹對敬拜神有正確

的觀念，帶著敬畏的心敬拜，不

輕易忽略，或以其他活動取代。

「 」(南華) 

求主憐憫沈堅弟兄的身體健康，

願他的身體得到完全治療。 

「 」(整體) 

教會 3月 16日周六早上六時在

South Perth Foreshore(1 Coode 

Street)舉行一年一度的晨曦禱告活

動，由南堂華語堂負責統籌，請爲

當日的天氣，大家合一參與禱告。

Preaching (南英) 

Pray for the preaching series on 

the book of Genesis, as well as the 

Lenten devotions, that PACE will be 

doing this year. 爲英語堂今年《創

世記》講道系列、預苦期靈修材料

禱告。 
 …Continue (續上) 

Pray for teaching and humble learning 
of God’s word, that members of PACE 
respond in faith and obedience, and 
that our lives be powerfully transformed 
by the Spirit. 

爲大家能有謙卑的心去教授及領受

神話語祈禱，以信心回應，順服聖

靈，活出使命人生。 

「 」(南華)  
感恩上月新春贊美會圓滿結束，

願神使所撒的種子豐盛的成長。 

「 」(整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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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南華) 

爲年輕家庭成立的新小組（恩慈

伉儷團契）禱告。願年輕人在

信、愛、望中得到堅固。 

 「 」(粤语联合)  

爲在學的朋友祈禱，本會在 3 月 30

日舉行「X430」外展活動。請爲負責

的弟兄姊妹籌備及邀請工作等代禱，

使參加的各個朋友可以更認識我們，

幷求神保守當天的安排，順利進行。 

 「 」(南華) 

求主幫助家長懂得常常持續爲孩

子禱告的生活，以致孩子心思意

念得到保守，過神喜悅的生活。

 「 」(北華) 

爲作家長的禱告，求主幫助家長

們有美好的生命見證，影響後輩

能有敬畏神的心。

「 」(北堂) 

北堂近半年的奉獻收入仍有缺乏， 

求主感動和供應，並教導我們奉獻。 

(請參閱《瑪拉基書 3章 10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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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澳洲) 

Pray for all members of the Federal 
parliament, especially the Prime 
Minister, Scott Morrison, and the 
Leader of the Opposition, Bill Shorten, 
as we head towards an election 
expected in May 2019.  

爲聯邦政府、總理及反對黨領袖及

於五月的選舉禱告。

「 」(北華) 

北華有幾位新任司琴參與事奉，

求主使用他們，在學習中累積經

驗，以至事奉更得心應手。

 「 」(南華) 

南堂華語邁向“靈火繼焚燒－

信、望、愛”的願景。 

求主透過每主日的講臺及週刊的

信息，引導弟兄姐妹重建與神相

愛的關係，專心愛神。 

「 」(南粵) 

南粵將繼續于 2019 年前往北部

NORTHAM 支援土著福音事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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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清晰的溝通及美好的配搭，亦

求主興起教會更多弟兄姊妹一起

參與，請大家爲此代禱。

「 」(華夏學院) 

已於 3月 6日開課，周三晚南堂

41 Belmont Ave舉行(尚餘 7堂) 

…Continue (續上) 

Pray that all parties would be 
concerned above all for the well-being 
of all Australians, not just for their own 
political futures. 

求主讓各黨均爲國家的福祉出發、

政策利民舒困。

「 」(整體) 

請爲南北英華粵各堂今年的事工

及發展仰望神。 

南北均會加强身處社區的外展及

進一步拓展差傳和福音等事工。 

「 」(整體) 

今天是本會的生日，願神傾福，

叫我們繼續忠于使命和托負。 

「 」(整體) 

請繼續爲本會牧者守望。 

歐陽牧師的治療及仍在康復中，

穫夫牧師的署理主任牧職；陳牧

師、梁牧師、張牧師、歐陽師母

及琇惠傳道的自身及家庭禱告，

免受那惡者一切的攻擊，讓他們

有健康，活潑靈性及屬靈洞察力

繼續帶領教會及牧養群羊。 

…Continue (續上)  

爲導師及學員身心靈有健壯，能

專心上課，並且透過此課程學習

如何更渴慕神的話語，不單增加

頭腦的知識，而且用心感受和經

歷神的愛，生命有真正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