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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英) 

委员会现整装待发，等候神的时间、

带领、装备及人手进行外展工作。 

求主继续保守筹委成员有合一的心，

恩赐配合，谨慎自守，谦卑、敬虔、

圣洁、顺服，爱神爱人。 

又求主大能的膀臂保护各人有平安和

健康，靠着圣灵，作「筑桥者」

Builders of Bridges 与邻舍接触，

并将人完完全全的带到神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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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新学年的大学生祷告，让他们在学

习上依靠上帝，与神同行； 

 …Continue (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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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遇到困难时仍信赖神的供应，成为同

伴的见证，特别是刚进大学的新生。

 「 」(南粤) 

今年学青由新的职员会带领，求主使

用这群年青弟兄姊妹，加添他们灵力

及智慧去带领。又为导师们祈祷，求

主引导他们如何能适切地培育职员会

成员去承担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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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学团契小组感恩，逢周三晚上

聚会。他们首季会以罗马书查经。 

「 」(华语联合) 

北华 3月 8-10日举行生活营，

请为营会各项目的进行顺利祷

告，求主保守带领，预备合宜的

天气、路途的平安、场地、设

备、饮食、各人健康安全和适

应、工作人员的效率、讲员陈俊

业牧师师母的信息。 

…Continue (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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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小组组长代祷，能坚定信靠神，

用爱心和耐性彼此服侍，以喜乐及

智慧型门训组员。 

「 」(北粵) 

求主赐智慧，如何装备、鼓励信徒，

灵命复兴，主日崇拜活泼，平日生活

精彩，见证圣灵的工作。

「 」(北华)  

刘皓秋弟兄已辞去工作，全时间

修读神学接受装备，请继续为他

祷告，求主带领他，赐他能力完

成，也为他预备一切所需。 

请弟兄姊妹常在祷告中记念他的

同时，也记念他的太太徐丽菊姊

妹，让她能够在各方面给予皓秋

最合宜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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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华) 

求主让弟兄姊妹对敬拜神有正确

的观念，带着敬畏的心敬拜，不

轻易忽略，或以其他活动取代。

「 」(南华) 

求主怜悯沈坚弟兄的身体健康，

愿他的身体得到完全治疗。 

「 」(整体) 

教会 3月 16日周六早上六时在

South Perth Foreshore(1 Coode 

Street)举行一年一度的晨曦祷告活

动，由南堂华语堂负责统筹，请为

当日的天气，大家合一参与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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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英语堂今年《创世记》讲道

系列、预苦期灵修材料祷告。 

 …Continue (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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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大家能有谦卑的心去教授及领受

神话语祈祷，以信心回应，顺服圣

灵，活出使命人生。 

「 」(南华)  
感恩上月新春赞美会圆满结束，

愿神使所撒的种子丰盛的成长。 

「 」(整体) 

各堂将会陆续开办「浸礼四课」。 

求主带领及预备，安排合适的时段，

让有意接受水礼及转会的肢体有充足

的时间完作课程，并为将在年中举行

的各堂浸礼及各项筹备工作代祷。 

「 」 (南华) 

为年轻家庭成立的新小组（恩慈

伉俪团契）祷告。愿年轻人在

信、爱、望中得到坚固。 

 「 」(粤语联合)  

为在学的朋友祈祷，本会在 3月 30

日举行「X430」外展活动。请为负责

的弟兄姊妹筹备及邀请工作等代祷，

使参加的各个朋友可以更认识我们，

并求神保守当天的安排，顺利进行。 

 「 」(南华) 

求主帮助家长懂得常常持续为孩

子祷告的生活，以致孩子心思意

念得到保守，过神喜悦的生活。

 「 」(北华) 

为作家长的祷告，求主帮助家长

们有美好的生命见证，影响后辈

能有敬畏神的心。

「 」(北堂) 

北堂近半年的奉献收入仍有缺乏， 

求主感动和供应，并教导我们奉献。 

(请参阅《玛拉基书 3章 1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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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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联邦政府、总理及反对党领袖及

于五月的选举祷告。

「 」(北华) 

北华有几位新任司琴参与事奉，

求主使用他们，在学习中累积经

验，以至事奉更得心应手。

 「 」(南华) 

南堂华语迈向“灵火继焚烧－

信、望、爱”的愿景。 

求主透过每主日的讲台及周刊的

信息，引导弟兄姐妹重建与神相

爱的关系，专心爱神。 

「 」(南粵) 

南粤将继续于 2019 年前往北部

NORTHAM 支援土著福音事工，协助

教导 20多位原住民小朋友，求主

帮助我们与当地同工和弟兄姊妹

有清晰的沟通及美好的配搭，亦

求主兴起教会更多弟兄姊妹一起

参与，请大家为此代祷。

「 」(华夏学院) 

已于 3月 6日开课，周三晚南堂

41 Belmont Ave举行(尚余 7堂) 

…Continue (续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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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主让各党均为国家的福祉出发、

政策利民舒困。

「 」(整体) 

请为南北英华粤各堂今年的事工

及发展仰望神。 

南北均会加强身处社区的外展及

进一步拓展差传和福音等事工。 

「 」(整体) 

今天是本会的生日，愿神倾福，

叫我们继续忠于使命和托负。 

「 」(整体) 

请继续为本会牧者守望。 

欧阳牧师的治疗及仍在康复中，

获夫牧师的署理主任牧职；陈牧

师、梁牧师、张牧师、欧阳师母

及琇惠传道的自身及家庭祷告，

免受那恶者一切的攻击，让他们

有健康，活泼灵性及属灵洞察力

继续带领教会及牧养群羊。 

…Continue (续上)  

为导师及学员身心灵有健壮，能

专心上课，并且透过此课程学习

如何更渴慕神的话语，不单增加

头脑的知识，而且用心感受和经

历神的爱，生命有真正的更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