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二月/一月 
《家事、國事、天下事》 

 代禱之頁
 

Ｐｒａｙｅｒ Ｌｅｔｔｅｒ- Dec 17 / Jan 18 
 

 
 

〈申命記 11 章 12 節 Deuteronomyl 11:12〉  

從歲首到年終，耶和華──你神的眼目時常看顧那地。 
The eyes of the Lord your God are continually on it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year to its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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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月 家 事 代 禱 之 頁 
本 月 默 想 經 文 ： 詩 篇 １ ０ ３ 章 ２ 節 

1/12 
 
 
 
 

1/1 

The Combined English Youth Group will have their final meeting for this year on Friday 
1st December. The Senior and Junior groups will be finishing their studies in the Gospels 
of John and Luke respectively. Pray that as they study the Scriptures they would develop 
a love for God’s word and grow in their faith in Jesus as their Lord and Saviour.聯合英

語青年小組於 12月 1日舉行本年度最後一次聚會，高中組和初中組將分別

完成研讀約翰福音和路加福音，求主讓他們從這次學習聖經中養成喜愛神

的話語及信心成長，承認主耶穌為他們的救主和生命的主。(南英青年小組) 
Pray for the planning of the Summer Teen Program for youth in January 2018. Pray for 
kids to invite new friends to come and that new friends would continue coming to youth 
group in the long run. Pray that ultimately through this community they will meet and 
follow Jesus and experience His love for them in a personal way. 請為 2018年 1 月份

之青少年暑期活動籌劃禱告，孩子們將邀請新朋友參加，求主保守這些新

朋友能繼續參加聚會，藉此他們能跟隨主及經歷祂的愛。 

 (青少年暑期活動) 

2/12 
 

2/1 

請為北堂明天的洗禮禱告，求主保守有合適的天氣和水質，受浸者親屬能

經歷和見證主愛奇妙。  
求主引導受洗的肢體(陳細娟、何靜 Melody、陳潔雯 Wendy、俞瑾)的心，他

們屬靈的成長，並在教會中投入服事。 (受浸肢體) 
3/12 
3/1 

南堂華語新一届的事工委員於 12 月 3 日舉行就職禮，願每個委員都以真

誠的心在神和會衆面前所立的約，竭力尋求活出生命榜樣。(南華事工委員) 
4/12 

 
4/1 

各堂正在積極籌劃明年全年的事工，請代禱，我們打算十二月第一週完成

初步計劃及編好全年行事曆！  
讓已定好的事工能順利進行！ (明年事工計劃) 

5/12 
 

5/1 

為 1月 4至 6日的短宣訓練營，讓從香港來的導師 Daniel 和 Dorcas能造就

我們成為主的精兵，突破自己，依靠聖靈，化信心為行動禱告。(短宣訓練) 
為泰南短宣，來自五堂的隊員能團結同心，保持火熱，喜樂並積極的心適

應當地的起居飲食，能創意服侍當地居民禱告。 (泰南短宣) 

6/12 
6/1 

Pray for Sylvia and Isaac who will be in China serving with Grace Vessel over the 
Christmas period. Pray that they will be a blessing to the children and families they meet, 
and that the story of God’s love revealed at the first Christmas may be clearly 
communicated. Pray also for safe travel and good health for the team.為在聖誕節期間

到中國恩友行動服侍的 Sylvia 和 Isaac禱告。 求主讓他們能祝福所遇見到的

孩子和家庭，清楚講述聖誕節的故事。 也為團隊有安全的旅程和身體健康

禱告。 (英牧者探訪中國) 

7/12 

 

 

7/1 

Hamersley Carols Under the Gum Trees 社區佳音活動將於 12 月 10 日下午舉

行。屆時將有八十多名不同教會的弟兄姊妹在場協助。PACN 的少年人和

兒童將於當日表演音樂及設置多項別開生面的攤位遊戲。求主保守當日有

美好的天氣，整個活動協調適當，保護各人有平安，又彼此配搭，充滿歡

樂，一起分享救主基督降生的喜樂，「至高之處榮耀歸與神」！ 
這是跨教會和文化的報佳音活動，求主藉此次活動譲區內家庭認識聖誕真

正的意義，福音的種子能發芽生長。 (Hamersley Carols Under the Gum Tre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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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2 
8/1 

請爲暑期的短宣禱告：有〈生命學院〉神州培訓；有廣西〈恩瑤〉；請代

禱及忠心為 PAC 365 宣教基金奉獻。 (短宣) 

9/12 
9/1 

From 1st-10th January 2018 Rolf & Nonna will again be leading a Beach Mission team at 
Flinders Bay Caravan Park in Augusta. Several members of PACE will join them, 
including Jason & Lilian Wong, Zach and Nate.  Pray that the team will complete all their 
preparations for the mission in good time, and that they will be effective in reaching out 
with the love of God and the good news of Jesus. . 穫夫牧師和師母於 2018年 1月
1-10日再次帶領一個沙灘使命團，其中有英文堂幾位成員 Jason & Lilian 
Wong, Zach and Nate.他們將會住在 Augusta户外營地，求主保守他們能做好

所有的準備工作，並且與營地的旅遊人士建立友誼及傳福音給他們。 
 (英沙灘使命團) 

10/1 
10/1 

爲著上個月底南堂華語的受洗禮及孩童奉獻禮感恩。求主保守五位受洗後

的弟兄姐妹，尋求生命的改變和成長。  (南華受浸肢體) 

11/12 
11/1 

在最近一次調查中，南粵約有 3 成弟兄姊妹有穩定靈修，求主叫這 3成的

肢體能帶領一位未有靈修習慣的肢體，一起繼續堅持每天靈修，渴慕追求

服事神。 (南粵肢體靈修) 

12/12 
12/1 

請爲著南華少年團契（Kairos)禱告，求主幫助我們在師資不足中，仍然取

得突破，培育較大的少年人在生命成熟的成長，並且能够服侍較小的孩

子。 (南華少年團契) 

13/12 
13/1 

Now that it appears very likely that the Marriage Act will be amended before Christmas to 
allow Same Sex Marriage, pray for wisdom for all members of the Federal Parliament as 
they consider what legislative measures are appropriate to protect freedom of religion, 
free speech and freedom of conscience, especially for the 40% of Australians who are 
opposed to this change.似乎在聖誕節前修改“婚姻法”的可能性很大，允許

同性婚姻，求主賜智慧給聯邦議會的所有成員，因這次有 40％的澳洲人反

對這“婚姻法”修改，他們要考慮哪些立法措施適合於保護宗教自由，言

論自由等。 (聯邦議會成員) 

14/12 
14/1 

請為牧養團禱告，以至我們有智慧及勇氣教導信徒有關聖經的道德標準；

同時求神幫助我們信徒的正常婚姻，能健康成長，以身作則給社會最有力

的宣告— 行在神旨意的婚姻，最為蒙福！ (牧養團教導) 

15/12 
 

15/1 

南堂華語“一對一”生命陪伴的門訓課程已經完成，但會在四個月後繼續

跟進。求主引導幫助學員落實在實踐生活上，並且堅持始終。 
南堂華語將於新年度極力全面推動“一對一”的生命陪伴，期待能夠照顧

和關心到全會衆的靈性成長。 (南粵一對一) 
16/12 
16/1 

新年度新計劃，請為北華所要推動的事工禱告，求主也保守我們有合一的

心，叫弟兄姊妹同心合意興旺主工！ (北華明年事工推動) 

17/12 
 
 
 
 
 

17/12 

As in previous years, members of PACE will go to a nursing home in Belmont to sing 
Christmas carols and spread some joy on Christmas day after the Christmas Service. 
Pray for Jane Xu organising this event, and for the residents of the nursing home that 
they would experience Jesus’ presence with them. 和往年一樣，英語堂的成員將

在聖誕崇拜後前往寶門區的療養院唱聖誕歌把歡樂帶給他們。請為 Jane 籌

備這個活動、養老院的居民，他們會經歷耶穌的同在禱告。  
求主用得着這次探訪老人院，讓他們感受到神的愛，並願意尋求及渴望更

認識主！ (南英聖誕探訪老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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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2 
18/1 

現南粵正有 20 位弟兄姊妹一起合力編寫預苦期靈修集，求聖靈充滿弟兄

姊妹，能按正意解釋聖經，並準確分享應用心得。(南粵預苦期靈修集編寫) 

19/12 
19/1 

為 Success 組及和諧組的組長們祈禱，求主給組長們有智慧及能力帶領小

組，求主幫助組員們在小組中能互相牧養及建立。 (南粵小組) 

20/12 
20/1 

北華一直以來都由弟兄擔任崇拜主席，明年二月開始將編排姊妹擔任主

席。今年 12 月 17 日將舉行主席培訓，求主先預備人心，神使用姊妹如使

用弟兄那樣，在崇拜中擔任主席時有得體的表現。 (北華女主席) 
21/12 
21/1 

請為主任牧師有聖靈的智慧，在透過電子傳媒牧養眾多的海外牧者及信徒

領袖禱告！   (宣教牧養） 

22/12 
22/1 

但願北華的弟兄姊妹心靈凝聚：彼此相愛、互相支持；沒有負面的指責批

評，只有更多的欣賞和鼓勵。老少謙卑同受栽培、上下同心傳揚福音。叫

主的名被高舉，活出見證榮耀歸主！ (北華凝聚) 
23/12 
23/1 

〈華夏生命教育學院〉正安排教會內外有系統的門訓及聖經課程，敬請代

禱！ (門訓及聖經課程安排) 

24/12 
24/1 

 Pray for the PACE evangelistic Christmas Service on 25th December 2017, that God will 
bring newcomers to our door, and that they may be touched by the message of the 
Gospel and the witness of Jesus’ love in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為我們今年的福音

聖誕主日禱告，神帶領新朋友帶到我們的教會，並且他們能被福音的信息

和耶穌的愛所觸動。 (南英福音聖誕主日) 

25/12 
25/1 

來到十二月，門訓課程已進入第三個學期，感謝神的帶領。學員在學習的

過程中，雖然有時會遇到一些困難，但他們追求長進的心仍不磨滅。求主

在新的學期中仍然加力保守，學員要有進一步的學習，也許是一個挑戰，

但願他們仍然心志堅定，不會動搖。求主也繼續使用導師們，在教導時存

著愛心和耐心，也有上頭來的智慧。 (北華門訓) 
26/12 
26/1 

北粵將於明年推行一對一守望的生命影響生命，求聖靈引導，彼此守望成

長。 (北粵一對一守望) 

27/12 
27/1 

求主保守南粵留學生回香港後，仍恆常參加當地教會聚會，繼續追求過聖

潔的生活，並把主放在首位，榮耀主。並珍惜與家人的相處時間，好好孝

敬父母，在家中作好見証。 (南粵學生放假回港) 

28/12 
28/1 

澳洲宣道總會將於 1月底在珀斯舉行全國會議，由西澳教會協助接送各省

來賓、 音響操作、護幼、總務等工作， 求主預備各堂義工配合。 
 (宣道年議會義工) 

29/12 
29/1 

在暑假中，讓青年人及其他信徒都有好的休息及交友，但不會浪費時間做

不當的事！         （善用暑假） 

30/12 
30/1 

Several students have graduated from High School or University this year. Pray for them 
as they consider future directions, that in the midst of their planning they would make 
God’s kingdom and His righteousness their first priority. Pray particularly for the WACE 
students as they consider options for university study. 今年有些大學及中學生畢

業，他們正計劃未來的發展方向，特別是將要入大學的學生考慮選科，請

為他們祈禱，能將神的國和義，放在首位。 (學生的前程) 
31/12 
31/1 

求主感動信徒為身邊未信主的親友祈禱，也願意靠主在生活中作個榮神益

人的人。 (信徒為未信親友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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