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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區各靈糧堂代禱事項 

(2013 年 1 月) 

 

香港區會 

1. 區會於今年 3 月四個周二晚上在旺角堂舉行賴若瀚牧師釋經講座，主題是「融入聖經真

理．活現生命影響力」，求主帶領各堂會同工和信徒領袖可以抽出時間參加，讓參加者

有所啟發，對屬靈生命和事奉有幫助。 

2. 今年 7 月 1-14 日香港華人基督教聯會舉辦福音雙週佈道會，區會安排 1 月及 6 月聯禱

會兩次專題，藉此作佈道培訓及推動堂會信徒參與，求主使用。 

3. 今年 4 月和 5 月區會安排「認識異端」專題，邀請李錦彬牧師主講，求主帶領。 

4. 求主帶領今屆職員會 9 位職員身心靈健壯服事區會。 

 

聯差會 

1.  感謝主，日本短宣體驗順利完成，隊員有美好經歷。南韓短宣招募已結束，現有 9 人成

行，來自荃灣堂、洪水橋堂及西環堂，求主保守行程的預備。 

2. 港九聯合宣教團契將於 1 月 15 日舉行第一次聚會，撒網團契（新界五堂宣教團契）亦於

1 月 18 日舉行聚會，求主保守更多對宣教有心的年青人參與。 

3. 「靈糧差傳」新一期通訊將於 2 月出版，現正製作，求主使用以致各堂對差傳事工更多關

注。 

 

 世界聯會 

1. 請為「2013 年世界聯會第 14 屆代表大會」籌備和宣傳代禱。大會已向香港和外地堂會發

出邀請信，求主帶領各堂會順利委派代表和觀察員參加。 

2. 請為本屆籌募經費代禱。除 2012 年國際青年宣教營、印度短宣和行政費支出外，第 14

屆代表大會仍需籌募經費約 10 萬元，另今屆世界聯會計劃探訪外地堂會，約需 5 萬元。 

 

九龍靈糧堂 

1. 感謝主讓太子道西 322 號地政署已表示可以改為教會用途, 請記念在討論中的補地價事宜, 

求主帶領。 

2. 為正將開展的白田福音事工禱告, 我們計劃在白田嶺南小學開展福音工作, 求主在當中引

領我們。 

3. 新一屆執事已就職, 求主引導整個執事團隊未來的服侍。 

4. 聖誕節信主的朋友感恩, 求主引導我們整個栽培的工作, 叫信主的人得以被關顧牧養及成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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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靈糧堂 

1. 願主帶領我們實踐今年的主題「共建神家、全民裝備」，求主興起我們的追求心志，激發

我們接受屬靈裝備。 

2. 請為麥錦娟傳道於 1 月開始承擔全職事奉代禱，願主賜她美好的適應力，求主賜她智慧和

能力發揮所長，與同工和長執彼此配搭。 

3. 請記念聖誕節期間各項佈道聚會後的跟進工作，願主賜智慧與愛心關顧栽培初信者，並求

主保守他們的成長。 

 

大埔靈糧堂 

1. 請為本堂擬於 2 月份開始開放教會場地給今年考 DSE 公開試的學生作自修室溫習的安排

代禱。 

 2. 請為本堂現正計劃開設一個大專團契代禱。 

 3. 請為本堂在發展上需要更大的空間代禱，求神為我們預備一個合適的場地。 

 

東涌靈糧堂 

1. 為聘請女同工負責兒童及婦女事工代禱。 

2. 為 9-11/1 小六福音營代禱，特別紀 9 位南亞裔同學，求主感化他們的心。 

3. 為本醫參加浸禮信徒代禱，求主堅固他們的心。 

 

藍田靈糧堂 

1. 為本堂今年主題：『基督精兵：愛禱告，勤讀經』祈禱，藉此鼓勵弟兄姊妹彼此努力一起

為教會及弟兄姊妹禱告守望，亦更鼓勵弟兄姊妹努力讀聖經，由 1 月開始推動讀經計劃，

盼望弟兄姊妹一起竭力認識神更多、更深。 

2. 為本堂將於 2 月 24 日舉行五周年堂慶及愛筵祈禱。屆時會有基督少年軍及青少年特別組

成「堂慶詩班」在堂慶當天獻唱。求主帶領各項籌備工作，賜智慧給籌委。也讓當天眾

弟兄姊妹一起見證神的作為。 

 

屯門靈糧堂  

1.  本堂 2013 年年題：跟隨祂的腳蹤行。目的鼓勵肢体作主的門徒，並透過門訓及組

長訓練，培育有生命力的組長。請記念。  

2.  本堂今年為 30 週年堂慶，3 月 10 日堂慶主日假嘉湖海逸酒店舉行慶祝聚餐，講

員蔡惠師牧師，3 月 16 日晚上 8 時假本堂舉行堂慶培靈會暨按立執事典禮，敦請

諸永華牧師証道。請代禱。  

3. 本堂聖誕佈道主日順利舉行，柳鎮平牧師福音信息適切，與會者約 270 人，請為

會後的跟進工作代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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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新一季主日學將於 2 月開課，課程有：聖經人物的禱告生活 (進階 )、新人類

舊約觀 (中級 )、信仰探索班 (基礎 )、價值觀重整班 (基礎 )。請代禱。  

 

元朗靈糧堂 

1. 為今年教會方向「建立．家」祈禱，求主讓我們同心建立神家，亦與家人同心建立基督化

的家庭。 

2. 為新一屆部長與同工、理事的合作祈禱。 

3. 為新一季主日學導師及學員代禱。 

4. 為今年預備浸禮的弟兄姊妹祈禱。 

 

元福靈糧堂 

1. 求主使用新一年方向「激發愛心、侍主愛人」，激勵肢體們追求屬靈更新和成長。 

2. 求主帶領各事工部門之計劃，能彼此配搭建立神家，特別幫助新增之青少年部能回應青少

年之需要。 

3. 求主保守 12 月份青少年佈道會之跟進，並繼續帶領來年青少年群體之成長，並堅立各青

少年導師之事奉。 

4. 開始籌備新春佈道會，求主使用肢體邀請親人朋友參與，並求主感動人心回應呼召。 

5. 近年教會均有不少康復者參與，求主預備合適之牧養方式和途徑，兼顧不同的需要。 

 

元光靈糧堂 

1. 為 1 月份開始在朗屏邨惠州學校崇拜禱告，求神幫助教會與學校有空間合作傳揚福音。 

2. 為肢體們的屬靈生命禱告，求神幫助感動肢體能愛主熱心追求神，也能愛人靈魂。 

 

洪水橋靈糧堂 

1. 請為本堂 2013 年聖工（年題：靈命更新，傳揚福音）代禱。 

2. 請為本堂同工、理事、部長導師代禱。 

3. 請為本堂各團契的弟兄姊妹裝備及事奉代禱。 

4. 請為本堂新一季的主日學聖工代禱。 

5. 請為本會弟兄姊妹參加南韓全洲短宣体驗代禱。 

 

旺角靈糧堂 

1. 為聘請男傳道同工事宜,求神差遣。 

2. 為教會二樓另一單開設了一間 24 小時間的網吧,為教會的對策能有效禱告: 

   - 保護少青人不受網吧引誘。 

- 保安能完善,確保同工及弟兄姊妹財物和出入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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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恩靈糧堂 

1. 本堂將於 1 月 26 日(星期六）晚上八時正舉行(佈道性質)「見證音樂敬拜聚會」，主題：

傳揚祢大愛 5。領唱：楊玉梅姊妹、見証嘉賓：寶佩如姊妹；期望接觸更多未信主的街坊，

讓福音廣傳。 

2. 願主保守各人心思意念, 尤其是異端興起的時刻 。 

3. 願主幫助我們新一年的各樣不同事工安排, 有更多弟兄姊妹投入不同事奉當中。 

4. 願主叫我們教會的長者和身體健康有軟弱者在嚴寒之冬身體健康。 

 

沙田靈糧堂 

1. 為 27/1 會友大會禱告，讓會友明白本年之方向和事工，齊心努力而為神作工。 

2. 為今年少年工作的發展禱告，求神吸引一群少年加入在其中，經歷神的救恩和大能。 

3. 為一群同工、執事和組長禱告，讓他們事奉之中經歷神的同在和能力。 

 

荃灣靈糧堂 

1. 請為教會本年主題「活出見證  追求卓越」及一切聚會的安排代禱。 

2. 陳沛浩弟兄（就讀恩福聖經學院神學士一年級）將於一月開始，在本堂作實習神學生，請

記念。 

3. 13/1（主日）下午 2:30 至 6:00 沙田道風山雲水堂舉行事奉人員退修會，請代禱。 

 

西環靈糧堂 

1. 請記念 2013 年新一屆的理事禱告，為他們有事奉主的心感恩。求主引領他們事奉。 

2. 請為本堂的教牧同工代禱(何牧師、黃傳道，范先生) 

3. 本堂由 2012 年 12 月份已開始每月第一個星期六下午到附近的春天護理安老院開設崇

拜。請感恩。也為我們日後在安老院的工作代禱。 

 

將軍澳主恩靈糧堂 

1. 學校福音週後的跟進及栽培工作禱告，求神保守決志信主同學的決心。 

2. 2 月 17 日新成立中三團契，求神感動同學投入及邀請同學參加。 

3. 教會今年定為福音年，鼓勵弟兄姊妹每星期最少派出一張單張，四、五月分別有職青福音

聚會及懇親日，為預備弟兄姊妹帶領人歸主禱告。 

4. 為教會開始面對年青夫婦有兒女的轉變禱告，求神賜智慧如何牧養他們。 

 

馬鞍山靈糧堂 

1. 本堂現正招聘福音幹事一名，主責小學學校福音工作，並協助辦公室行政運作，祈求主預

備合適的人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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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請記念本堂將於 1 月 25 日（五）晚上 8:00，於靈糧小學大禮堂舉行之第二屆家長培靈會，

同步安排有託兒服務，主題為 「完美父母的迷思」，邀請了葉萬壽先生（心自寬創辦人、

資深心理輔導員、NLP 及九型性格學培訓師、MBTI Team Building Trainer、Enneagram 

and Business 專業教練執照）主講，期望是次講座能吸引幼稚園及小學之家長們參與，歡

迎未信主之家長接觸教會及認識信仰。 


